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大 108 毒偵 388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范○彬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5841 竊盜 竹二分局 陳○珠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5842 非駕業務傷害 保二三隊 杜○蓉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5843 非駕業務傷害 新埔分局 范○豪 起訴

名 108 偵 5603 毀棄損壞 竹東分局 蔡○維 不起訴處分

名 108 偵 5688 傷害 竹一分局 劉○保 不起訴處分

名 108 撤緩 21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劉○忠 撤銷緩起訴

宇 108 偵 5383 妨害自由 新埔分局 吳○銘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5827 竊盜 竹東分局 古○龍 起訴

宇 108 偵 6441 詐欺 簽○

B○

UTISTA

ALONA

CAPIL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6442 背信 等 簽○ 陳○沁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6443 傷害 簽○ 方○雯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6443 傷害 簽○ 林○天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6443 傷害 簽○ 梁○芬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6443 傷害 簽○ 薛○昌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偵 1360 竊盜 等 竹東分局 陳○潔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偵 1360 竊盜 等 竹東分局 黃○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毒偵 787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林○銘 起訴

孟 108 偵 1815 過失傷害 竹東分局 邱○善 不起訴處分

孟 108 偵 2520 詐欺 竹一分局 陳○豪 不起訴處分

孟 108 偵 2520 詐欺 竹一分局 章○天 不起訴處分

孟 108 偵 3893 竊盜 竹一分局 林○源 聲請簡易判決

孟 108 偵 4874 竊盜 竹北分局 蘇○萱 聲請簡易判決

孟 108 偵 635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鍾○堂 起訴

孟 108 偵 639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戴○義 聲請簡易判決

孟 108 偵 6413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鄒○涓 聲請簡易判決

孟 108 偵緝 313 竊盜 竹二分局 魏○恩

聲請簡易判決．

不起訴

孟 108 撤緩 210 不能安全駕駛 羅○章 撤銷緩起訴

季 108 偵 667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謝○豪 起訴

季 108 撤緩 20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邱○翔 撤銷緩起訴

明 108 偵 1861 藥事法 竹三分局 陳○齊 起訴

明 108 偵 3665 妨害名譽 簽○ 黃○玲 不起訴處分

明 108 偵 5931 妨害婚姻 簽○ 林○全 不起訴處分

明 108 偵 5931 妨害婚姻 簽○ 鄭○蘩 不起訴處分

明 108 撤緩偵 89 肇事逃逸 簽○ 鄭○德 起訴

勇 108 毒偵 387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吳○達 不起訴處分

勇 108 毒偵 974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陳○隆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8 偵 295 著作權法 保二一01 許○姿 不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689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黃○鸞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8 毒偵 780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閔○鈞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81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湯○光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861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湯○光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881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邱○興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899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林○建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914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邱○興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964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邱○興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撤緩毒偵 15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余○峻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撤緩毒偵 15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官○志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毒偵 904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張○華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毒偵 100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邱○港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毒偵 1049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宋○正 起訴

純 108 偵 5740 毀棄損壞 等 竹三分局 彭○裕 不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43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市刑大 高○傑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526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蔡○戎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8 毒偵 68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林○輝 起訴

純 108 毒偵 782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陳○文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783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林○蘋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819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陳○扆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924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彭○財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926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陳○強 不起訴處分

純 108 撤緩毒偵 14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憲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8 撤緩毒偵 14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憲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8 撤緩毒偵 14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呂○安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8 撤緩毒偵 14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邱○新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8 撤緩毒偵 14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婷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8 撤緩毒偵 14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戴○毅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8 撤緩毒偵 15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呂○育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8 撤緩毒偵 16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戎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8 撤緩毒偵 16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程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8 撤緩毒偵 16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嬌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8 撤緩毒偵 16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史○玲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8 撤緩 21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禮 撤銷緩起訴

純 108 撤緩 21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崔○玫 撤銷緩起訴

純 108 撤緩 21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戎 撤銷緩起訴

專 108 偵 478 竊盜 新湖分局 連○恆 起訴

專 108 偵 478 竊盜 新湖分局 陳○霖 不起訴處分

清 108 毒偵 56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鄧○祖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8 毒偵 64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林○男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8 毒偵 649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林○男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8 毒偵 664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鄭○力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8 撤緩 16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童○輝 撤銷緩起訴

清 108 撤緩 16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童○輝 撤銷緩起訴



清 108 撤緩 18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文 撤銷緩起訴

深 108 速偵 621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高○芬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62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潘○林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623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莊○維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62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楊○祺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毒偵 820 毒品防制條例 新竹看守所 歐○州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毒偵 1004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黃○軒 起訴

處 107 偵 12641 非駕業務傷害 橫山分局 黃○嘉 不起訴處分

處 107 偵 12786 竊盜 橫山分局 陳○棠 不起訴處分

處 108 偵 512 竊盜 橫山分局 陳○棠 不起訴處分

博 108 偵 4202 藥事法 竹二分局 劉○文 起訴

博 108 偵 4609 肇事逃逸 竹二分局 陳○義 緩起訴處分

博 108 偵 6446 侵占 簽○ 蔡○意 不起訴處分

博 108 毒偵 78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江○翔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8 毒偵 88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蕭○堂 起訴

博 108 毒偵 102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文 起訴

智 108 速偵 60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秦○禮 緩起訴處分

智 108 速偵 609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張○?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8 速偵 610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吳○銘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8 速偵 611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王○君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8 速偵 612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戴○華 緩起訴處分

智 108 速偵 613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何○庭 緩起訴處分

智 108 速偵 61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戴○儀 緩起訴處分

智 108 速偵 61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蘇○英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8 速偵 61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黃○文 緩起訴處分

智 108 毒偵 478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呂○俞 緩起訴處分

智 108 毒偵 88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呂○俞 緩起訴處分

貴 108 偵 3588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一分局 池○棋 不起訴處分

貴 108 偵 3588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一分局 童○錦 不起訴處分

貴 108 偵 4061 非駕業務傷害 竹東分局 李○文 不起訴處分

貴 108 偵 5140 傷害 竹北分局 林○宸 不起訴處分

貴 108 偵 5679 竊盜 新湖分局 宋○玲 聲請簡易判決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簽○

仕○營造

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簽○ 李○列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簽○

崧○土木

包工業有

限公司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簽○ 連○琳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簽○ 彭○福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簽○

智○工程

有限公司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簽○ 湯○祺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簽○ 黃○堯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簽○ 黃○達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簽○ 葉○文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簽○

福○工程

有限公司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簽○ 劉○基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偽造文書 等 簽○ 湯○薇 起訴

新 107 偵 8168 瀆職 簽○ 姜○明 不起訴處分

新 108 偵 107 政府採購法 廉政署 姜○明 不起訴處分

新 108 偵 107 政府採購法 廉政署

龍○水電

工程行 不起訴處分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仕○營造

股份有限

公司 起訴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李○洌 起訴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笙○土木

包工業 起訴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連○琳 起訴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彭○福 起訴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智○工程

有限公司 起訴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湯○祺 起訴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湯○薇 起訴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黃○堯 起訴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黃○達 起訴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福○工程

有限公司 起訴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劉○基 起訴

新 108 偵 107 瀆職 廉政署 劉○叡 起訴

新 108 偵 5623 偽造文書 拘提○案 葉○文 起訴

新 108 毒偵 893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張○祐 聲請簡易判決

新 108 毒偵 998 毒品防制條例 新竹地院 陳○文 不起訴處分

新 108 毒偵續 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田○佑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速偵 62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陳○麟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速偵 62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蔡○樺 緩起訴處分

精 108 速偵 62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張○宏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速偵 62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高○斌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速偵 62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熊○皓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速偵 630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林○均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速偵 631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高○明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速偵 632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王○江 緩起訴處分

精 108 速偵 63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閻○ 緩起訴處分

精 108 速偵 63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林○昌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毒偵 950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彭○維 起訴



精 108 撤緩 21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盧○正 撤銷緩起訴

精 108 撤緩 21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謝○伈 撤銷緩起訴

聞 108 偵 2548 竊盜 竹三分局 許○翔 聲請簡易判決

聞 108 偵 2874 詐欺 等 竹二分局 郭○欽 聲請簡易判決

聞 108 偵 3257 詐欺 臺灣高檢 李○育 起訴

聞 108 偵 516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郭○清 起訴

聞 108 偵 5452 非駕業務傷害 新湖分局 李○頡 不起訴處分

聞 108 偵 6109 著作權法 保二一隊 丁○鳳 不起訴處分

儉 107 偵 11476 妨害投票 等 黃○程 游○謙 不起訴處分

儉 107 偵 11477 妨害投票 等 簽○ 林○庭 不起訴處分

儉 107 偵 11477 妨害投票 等 簽○ 游○謙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4001 不能安全駕駛 等 簽○ 羅○泰

起訴．不起訴處

分

儉 108 偵 4551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一分局 羅○泰 起訴

儉 108 偵 6099 竊盜 竹一分局 朱○梅 不起訴處分

德 108 偵緝 456 傷害 竹市刑大 支○彥 聲請簡易判決

遷 108 偵 6656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邱○村 聲請簡易判決

遷 108 偵 6668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辜○富 聲請簡易判決

擇 108 偵 2303 家庭暴力防治 竹一分局 江○龍 不起訴處分

擇 108 偵 2376 駕駛業務傷害 竹三分局 王○洲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