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07 毒偵 1557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彭○慧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7 毒偵 1691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張○漢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7 毒偵 1713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林○夫 起訴

宇 107 毒偵緝 149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江○龍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7 毒偵緝 156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游○安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7 戒毒偵 2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戒治所 游○勝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7289 竊盜 橫山分局 陳○程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8408 非駕業務傷害 黃○立 李○銘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8408 非駕業務傷害 黃○立 唐○仁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緝 635 槍砲彈刀條例 竹一分局 周○賢 起訴

孝 107 毒偵 1724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洪○ 起訴

孝 107 毒偵 1744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洪○ 起訴

孝 107 毒偵 1954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范○評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7 聲撤 15 過失傷害 簽○ 吳○軒 撤回起訴

勇 107 偵 4124 竊盜 新埔分局 劉○光 不起訴處分

勇 107 偵 4271 詐欺 竹二分局 鍾○達 不起訴處分

勇 107 偵 4720 妨害秘密 等 竹北分局 鄭○議 起訴

勇 107 偵 5591 肇事逃逸 竹一分局 劉○訓 緩起訴處分

勇 107 偵 5866 竊盜 竹二分局 邱○蘋 不起訴處分

勇 107 偵 6003 詐欺 臺灣高檢 陳○樺 不起訴處分

勇 107 偵 6004 詐欺 臺灣高檢 陳○樺 不起訴處分

勇 107 偵 6005 詐欺 等 臺灣高檢 林○德 起訴

勇 107 偵 6006 詐欺 等 臺灣高檢 林○德 起訴

勇 107 偵 8963 入出國移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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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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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7 偵 9004 妨害名譽 簽○ 徐○麟 不起訴處分

勇 107 速偵 136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羅○理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7 速偵 136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鮑○涓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7 速偵 136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賴○潔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7 速偵 136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林○璋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7 毒偵 1077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蔡○廷 緩起訴處分

厚 107 毒偵 1935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王○男 不起訴處分

厚 107 撤緩 33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鎰 撤銷緩起訴

為 107 偵 7763 妨害婚姻 竹北分局 余○明 不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4498 業務過失傷害 竹二分局 胡○凡 不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4498 業務過失傷害 竹二分局 闕○安 不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5725 毀棄損壞 汐止分局 劉○宏 不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7769 竊盜 橫山分局 雲○昊 不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7769 竊盜 橫山分局 黃○琳 不起訴處分

捷 107 偵 368 妨害秘密 等 臺灣高檢 邱○宇 不起訴處分

博 107 速偵 1353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風○龍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7 速偵 135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鄭○吉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7 速偵 135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包○瑋 緩起訴處分

博 107 速偵 135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謝○翰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7 速偵 135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游○鋒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7 速偵 1358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陳○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7 速偵 135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陳○娥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7 速偵 136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王○惲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7 速偵 136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黃○龍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7 速偵 136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曾○高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7 速偵 1363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張○銓 緩起訴處分

博 107 毒偵 1591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羅○州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7 毒偵 199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惠 聲請簡易判決

新 107 偵 5767 妨害名譽 竹二分局 吳○瑋 不起訴處分

新 107 偵 5767 妨害名譽 竹二分局 楊○彬 不起訴處分

新 107 偵 6716 詐欺 簽○ 李○榮 不起訴處分

新 107 偵 6717 妨害婚姻 簽○ 楊○穎 不起訴處分

新 107 偵 6717 妨害婚姻 簽○ 戴○莉 不起訴處分

新 107 偵 6878 詐欺 簽○ 鄒○孜 不起訴處分

新 107 偵 6879 妨害婚姻 簽○ 李○興 不起訴處分

新 107 偵 6879 妨害婚姻 簽○ 張○萱 不起訴處分

新 107 偵 7820 詐欺 簽○ 林○柔 不起訴處分

新 107 偵 9056 毀棄損壞 等 簽○ 詹○勳 不起訴處分

新 107 偵緝 563 恐嚇取財得利 等 自○到案 黃○翔 起訴

新 107 調偵 211 妨害名譽

竹市東區區

所 呂○陞 不起訴處分

道 107 毒偵 1606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馬○龍 起訴

道 107 毒偵 173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馬○龍 起訴

道 107 戒毒偵 25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戒治所 黃○聲 不起訴處分

精 107 偵 8338 偽造文書 羅○ 王○崴 起訴

精 107 偵 9558 傷害 等 竹一分局 陳○銘 不起訴處分

精 107 偵 9602 洗錢防制法 等 臺灣高檢 劉○玲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7 偵緝 634 洗錢防制法 等 汐止分局 劉○玲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7 偵緝 653 竊盜 和平分局 林○華 起訴

精 107 偵緝 654 侵占 和平分局 林○華 起訴

精 107 毒偵 1035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鄭○龍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7 毒偵 1550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黃○星 緩起訴處分

儉 107 偵 9319 妨害婚姻 簽○ 傅○崴 不起訴處分

儉 107 偵 9512 妨害自由 等 簽○ 鍾○庭 不起訴處分

儉 107 毒偵 1845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黃○益 起訴

儉 107 毒偵 1902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劉○仁 起訴

儉 107 毒偵 1919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劉○仁 起訴

德 107 毒偵 247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莊○智 緩起訴處分

德 107 毒偵 598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鄭○中 緩起訴處分

德 107 毒偵 821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曾○雄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7 毒偵 917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陳○鴻 緩起訴處分



德 107 毒偵 1209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田○佑 緩起訴處分

德 107 毒偵 1364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黃○諭 緩起訴處分

德 107 毒偵 1476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鄒○宏 緩起訴處分

德 107 毒偵 1639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蕭○全 緩起訴處分

德 107 毒偵 1751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鄒○宏 緩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