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名 107 偵 10759 贓物 新湖分局 劉○興 不起訴處分

名 107 偵 10759 贓物 新湖分局 劉○誠 不起訴處分

名 108 偵 3594 竊盜 竹一分局 謝○彬 不起訴處分

名 108 偵 4394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黃○良 不起訴處分

名 108 調偵 98 詐欺

中市北屯區

所 魏○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4778 妨害公務 新湖分局 藍○青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4814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陳○安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毒偵 42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向○華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8 毒偵 700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向○華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7 偵 7788 恐嚇取財得利 等 竹市婦隊

3○47-

107057A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11480 誣告 等 簽○

3○47-

107057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11480 誣告 等 簽○ 鄭○仁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偵 184 詐欺 竹三分局 李○平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撤緩 16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吳○駿 撤銷緩起訴

良 108 偵 4235 妨害名譽 簽○ 曾○華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4923 妨害名譽 簽○ 杜○霖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42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李○瑋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速偵 42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劉○松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速偵 42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李○雄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撤緩 17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柯○松 撤銷緩起訴

宙 108 撤緩 17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湯○婷 撤銷緩起訴

明 108 偵 3527 傷害 新湖分局 張○毓 不起訴處分

明 108 偵 3527 傷害 等 新湖分局 張○晴

起訴．不起訴處

分

明 108 偵 4031 個人資料保護 竹北分局 張○竣 不起訴處分

明 108 偵緝 107 詐欺 自行○案 王○傑 不起訴處分

明 108 偵緝 339 妨害兵役條例 平鎮分局 黃○賢 不起訴處分

勇 108 毒偵 424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警局 廖○良 起訴

厚 108 撤緩 14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謝○章 撤銷緩起訴

厚 108 撤緩 14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沈○雯 撤銷緩起訴

厚 108 撤緩 15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彭○賢 撤銷緩起訴

厚 108 撤緩 166 毒品防制條例 劉○鈞 撤銷緩起訴

厚 108 撤緩 16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鈞 撤銷緩起訴

專 108 偵 1491 毀棄損壞 竹一分局 李○叡 不起訴處分

專 108 偵 431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鄒○鴻 聲請簡易判決

專 108 偵 468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陳○基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7 毒偵 2784 毒品防制條例 永和分局 康○獻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437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田○勇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438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陳○煒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439 其他軍事犯罪－軍 新湖分局 楊○翰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44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楊○昌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441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余○源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442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湯○總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44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曾○浩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44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詹○傑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44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黎○忠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44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吳○臻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44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莊○誠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44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林○名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毒偵 597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范○財 起訴

溫 108 偵 342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許○昀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毒偵 555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彭○武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毒偵 378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劉○君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毒偵 49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邸○傑 不起訴處分

德 108 毒偵 603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劉○君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毒偵 69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劉○君 緩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