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大 106 撤緩 3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曹○強 撤銷緩起訴

方 106 撤緩 4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輝 撤銷緩起訴

宇 106 偵 1726 妨害自由 臺灣高檢 鄭○元 起訴

有 106 偵 185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魏○堅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6 偵 185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張○珍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6 偵 2342 傷害 等 簽○ 彭○櫻 不起訴處分

行 106 偵 2343 過失致死 簽○ 鄭○蓉 不起訴處分

行 106 偵 2347 過失致死 簽○ 鄭○蓉 不起訴處分

季 106 偵 2273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曾○賢 聲請簡易判決

季 106 偵 136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林○弘 不起訴處分

季 106 偵 2502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C○O VAN NA 聲請簡易判決

季 106 撤緩 3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林○祥 撤銷緩起訴

忠 105 偵 7458 毒品防制條例 等 竹三分局 蔡○標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明 105 偵 12450 毒品防制條例 等 竹三分局 邱○和 起訴

知 105 偵緝 663 非駕業務傷害 楊梅分局 不起訴處分

知 106 偵 218 毀棄損壞 竹二分局 周○貴 不起訴處分

洪 106 速偵 47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詹○銘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6 速偵 47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戴○信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6 速偵 479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盧○中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6 速偵 481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楊○鑫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6 速偵 48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吳○宏 聲請簡易判決

剛 106 偵 2518 業務過失傷害 簽○ 張○勝 不起訴處分

剛 106 偵 2518 業務過失傷害 簽○ 顏○美 不起訴處分

剛 106 速偵 47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洪○生 緩起訴處分

剛 106 速偵 47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莊○華 聲請簡易判決

剛 106 速偵 475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連○顥 緩起訴處分

純 106 撤緩 3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張○明 撤銷緩起訴

純 106 偵緝 71 傷害 竹三分局 陳○韋 不起訴處分

純 106 偵緝 154 竊盜 竹東分局 楊○錦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5 偵 12890 肇事逃逸 等 竹北分局 謝○榮 起訴

強 105 偵 7365 詐欺 竹一分局 蔡○紋 起訴

強 105 偵 7365 詐欺 竹一分局 王○駿 不起訴處分

強 105 偵 7365 詐欺 竹一分局 胡○國 不起訴處分

強 105 偵 7365 詐欺 竹一分局 鄧○陽 不起訴處分

強 105 偵 7365 詐欺 竹一分局 蔡○彥 不起訴處分

強 105 偵 7365 詐欺 竹一分局 許○偉 不起訴處分

強 106 偵 2351 入出國移民法 竹北分局 P○AN VAN P 不起訴處分

強 106 撤緩 3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達 撤銷緩起訴

強 106 毒偵緝 22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彭○榮 不起訴處分

清 105 毒偵 2212 毒品防制條例 等 新埔分局 梁○榮 起訴

清 106 速偵 50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忻○一 緩起訴處分

清 106 速偵 50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柯○韋 緩起訴處分

清 106 速偵 503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徐○正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6 速偵 504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劉○昇 緩起訴處分

清 106 速偵 505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謝○豊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6 速偵 506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張○惠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6 速偵 50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彭○亮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6 速偵 508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王○巨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6 速偵 509 不能安全駕駛 竹縣刑大 戴○發 緩起訴處分

清 106 速偵 510 不能安全駕駛 竹縣刑大 劉○豐 緩起訴處分

清 106 速偵 511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許○益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6 速偵 512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黃○凱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6 速偵 51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陳○ 緩起訴處分

清 106 速偵 51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陳○城 緩起訴處分

博 106 毒偵 27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陳○棟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6 毒偵 285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林○山 不起訴處分

敦 106 速偵 49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蘇○卿 聲請簡易判決

敦 106 速偵 496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葉○正 聲請簡易判決

敦 106 速偵 49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曾○情 聲請簡易判決

敦 106 速偵 499 竊盜 竹二分局 林○宗 聲請簡易判決

敦 106 偵 1080 偽造文書 等 竹二分局 起訴

廉 106 偵 1929 妨害自由 橫山分局 高○彬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6 偵 2316 妨害公務 竹東分局 林○震 不起訴處分

廉 106 偵 39 偽造印文 竹北分局 陳○富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偵緝 39 妨害電腦使用 竹三分局 劉○和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偵 1701 毀損債權 簽○ 李○鑫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偵 2189 肇事逃逸 等 簽○ 官○娟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12474 非駕業務致死 竹北分局 鍾○亦 起訴

愛 106 調偵 42 侵占 等 竹縣竹北市所 羅○如 不起訴處分

新 106 毒偵 21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蔡○原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6 毒偵 342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胡○忠 起訴

道 105 少連偵 69 殺人未遂 等 橫山分局 胡○忠 起訴

道 106 偵 2520 殺人未遂 等 橫山分局 胡○忠 起訴

精 106 偵 2517 入出國移民法 岸巡竹緝 王○郎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毒偵 2135 毒品防制條例 等 竹北分局 陳○順 起訴

精 105 偵 8655 妨害自由 等 竹二分局 蕭○虹 起訴

精 105 偵 8655 妨害自由 等 竹二分局 許○明 起訴

儉 106 偵 1500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羅○杏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6 偵 1207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彭○鈞 起訴

德 106 偵 1212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龍○福 起訴

德 106 偵 170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龍○福 起訴

德 106 偵 170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彭○鈞 起訴

德 106 毒偵 162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龍○福 起訴

德 106 毒偵 32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彭○鈞 起訴

樸 105 毒偵 1518 毒品防制條例 等 竹二分局 費○棋 不起訴處分

樸 106 速偵 515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魏○輝 緩起訴處分

樸 106 速偵 516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林○州 聲請簡易判決

樸 106 速偵 519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郭○陽 緩起訴處分

禮 106 偵 252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鄒○崑 緩起訴處分

禮 106 偵 2201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謝○豪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