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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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 9346 強制性交 等 當○逮捕 黃○明 起訴

仁 107 偵 9746 強制性交 等 竹縣婦隊 黃○明 起訴

良 107 速偵 1419 竊盜 竹北分局 楊○婷 聲請簡易判決

孟 107 偵 6620 非駕業務傷害 國道二隊 張○忠 不起訴處分

孟 107 偵 7487 非駕業務傷害 竹二分局 李○緯 不起訴處分

孟 107 偵 7989 駕駛業務傷害 國道二隊 林○忠 不起訴處分

孟 107 偵 8636 非駕業務傷害 竹二分局 林○村 不起訴處分

孟 107 偵 8781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一分局 蔡○芸 不起訴處分

孟 107 偵 8849 非駕業務傷害 竹二分局 劉○君 不起訴處分

季 107 偵 802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陳○宏 不起訴處分

忠 107 速偵 1428 竊盜 新埔分局 范○財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7 毒偵 152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江○翰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7 毒偵 1760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李○頡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7 撤緩 355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鄭○鴻 撤銷緩起訴

純 107 毒偵 1942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林○成 緩起訴處分

純 107 毒偵 2002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林○成 緩起訴處分

純 107 撤緩 34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成 撤銷緩起訴

強 107 毒偵 2197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鄭○國 起訴

強 107 毒偵 2198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鄭○國 起訴

強 107 戒毒偵 26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戒治所 蘇○崗 不起訴處分

清 107 毒偵續 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蘇○華 聲請簡易判決

處 107 偵 8865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洗○來 聲請簡易判決

處 107 偵 9299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林○毅 聲請簡易判決

揚 107 偵 712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李○婷 聲請簡易判決

揚 107 偵 8597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陳○隆 起訴

揚 107 偵 860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趙○賢 起訴

揚 107 偵 862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吳○軍 緩起訴處分

揚 107 偵 886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曾○偉 起訴

揚 107 偵 8883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黃○金 聲請簡易判決

敦 107 毒偵 193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林○灶 聲請簡易判決

敦 107 毒偵 1977 毒品防制條例 拘○到案 張○芸 不起訴處分

愛 107 毒偵 2071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孫○郎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7 毒偵 2116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宋○文 起訴

愛 107 毒偵 211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敖○萍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7 毒偵 2181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敖○萍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7 毒偵 2189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李○萍 起訴

愛 107 毒偵 2204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7 毒偵 2223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邱○惠 起訴

儉 107 速偵 1380 竊盜 新埔分局 郭○明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