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成 107 撤緩 45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廖○涵 撤銷緩起訴

成 107 撤緩 45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邱○豪 撤銷緩起訴

季 107 偵 8711 詐欺 等 竹一分局 王○緯 起訴

季 107 偵 11450 詐欺 等 臺灣高檢 王○緯 起訴

季 107 偵 11541 家庭暴力防治 保二三01 黃○達

聲請簡易判決．

不起訴

季 107 偵 1185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吳○帆 緩起訴處分

季 107 偵 1190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謝○興 緩起訴處分

季 107 少連偵 122 詐欺 等 竹一分局 楊○崑 起訴

洪 107 偵 9084 竊盜 竹東分局 傅○生 起訴

洪 107 復偵 11 妨害名譽 簽○ 王○焄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復偵 11 妨害名譽 簽○ 吳○毅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復偵 11 妨害名譽 簽○ 李○清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復偵 11 妨害名譽 簽○ 區○婕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2072 毒品防制條例 三重分局 莊○鑫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毒偵 2531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蔡○良 起訴

純 107 撤緩 43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湯○振 撤銷緩起訴

純 107 撤緩 44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霞 撤銷緩起訴

純 107 撤緩 44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霞 撤銷緩起訴

純 107 撤緩 44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湯○振 撤銷緩起訴

純 107 撤緩 44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湯○振 撤銷緩起訴

強 107 毒偵 195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謝○福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7 毒偵 273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張○杰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7 毒偵緝 227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張○杰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7 毒偵緝 22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張○杰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7 撤緩 450 就業服務法 簽○ 洪○姿 撤銷緩起訴

清 107 毒偵 2129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鄭○榮 起訴

清 107 毒偵 2200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王○志 起訴

清 107 毒偵 2327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陳○雲 起訴

清 107 毒偵 2340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王○志 起訴

清 107 毒偵 2459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童○輝 緩起訴處分

清 107 毒偵 257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陳○柔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7 毒偵 2575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劉○志 起訴

清 107 毒偵 2638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童○輝 緩起訴處分

清 107 毒偵緝 224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劉○洋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7 毒偵緝 225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劉○洋 聲請簡易判決

處 107 偵 11294 不能安全駕駛 竹縣刑大 風○得 起訴

處 107 撤緩偵 165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黃○凱 聲請簡易判決

敦 107 偵 6136 妨害自由 竹北分局 盧○賓 不起訴處分

敦 107 偵 6139 妨害自由 等 竹三分局 王○凱 起訴

敦 107 偵 6139 傷害 等 竹三分局 陳○均 不起訴處分

敦 107 偵 9354 建築法 簽○ 張○儀 不起訴處分



敦 107 偵 11302 詐欺 簽○ 黃○通 不起訴處分

敦 107 偵 11359 妨害電腦使用 等 竹東分局 莊○一 起訴

敦 107 毒偵 1202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林○隆 不起訴處分

敦 107 毒偵 163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洪○恩 不起訴處分

智 107 偵 11383 侵占 竹北分局 徐○銘 不起訴處分

智 107 偵 11497 詐欺 簽○ 林○書 不起訴處分

智 107 偵 11528 侵占 新湖分局 李○水 不起訴處分

智 107 偵 12376 妨害名譽 簽○ 李○鋕 不起訴處分

廉 107 偵 11216 違反森林法 等 竹東分局 林○福 不起訴處分

廉 107 偵 11216 違反森林法 等 竹東分局 趙○士 不起訴處分

廉 107 偵 11257 偽造文書 張○昌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7 偵 12454 誣告 簽○ 王○田 不起訴處分

溫 107 偵 8767 非駕業務傷害 竹北分局 朱○成 起訴

溫 107 偵 8767 非駕業務傷害 竹北分局 陳○成 不起訴處分

溫 107 偵 9418 非駕業務傷害 橫山分局 邱○志 不起訴處分

溫 107 偵 11095 傷害 竹一分局 李○琪 不起訴處分

溫 107 偵 11095 傷害 竹一分局 彭○貞 不起訴處分

德 107 撤緩 39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宇 撤銷緩起訴

德 107 撤緩 43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徐○良 撤銷緩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