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

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08 速偵 756 入出國移民法

海偵新竹

緝隊

T○ VAN

SINH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速偵 735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S○

ELUEANG

THITICHAI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速偵 736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呂○宜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73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洪○燦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73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劉○龍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速偵 73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羅○偉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74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何○遑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速偵 741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彭○秀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速偵 74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黃○富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74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趙○禧 緩起訴處分

孝 108 偵 3437 過失傷害 簽○ 郭○生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偵 3437 過失傷害 簽○ 顏○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偵 4599 侵占 竹三分局 高○博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偵 4599 侵占 竹三分局 蘇○佩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偵 5463 過失傷害 簽○ 宋○澐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偵 6934 詐欺 簽○ 陳○輝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偵緝 192 性犯罪防治法 竹一分局 吳○賢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15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和 緩起訴處分

和 108 撤緩偵 9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莊○錡 起訴

季 108 偵 4194 竊盜 新湖分局 劉○宜 追加起訴

季 108 偵 4732 竊盜 新湖分局 劉○宜 追加起訴

季 108 偵 4960 商標法 智財分署 彭○梅 不起訴處分

季 108 偵 4993 竊盜 新湖分局 劉○宜 追加起訴

明 108 毒偵 3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羅○雲 不起訴處分

明 108 毒偵 371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黃○翔 聲請簡易判決

明 108 毒偵 40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市刑大 周○芬 緩起訴處分

明 108 毒偵 83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絲○珍 起訴

明 108 毒偵 1076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黃○翔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7 毒偵 2736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張○榮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561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李○民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毒偵緝 7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吳○發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偵 542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穆○菖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偵 605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吳○?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軍毒偵 32 毒品防制條例 新竹憲兵 梁○祐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軍毒偵 34 毒品防制條例 新竹憲兵 彭○淮 不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658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黃○雄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897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周○綸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戒毒偵 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戒治

所 鍾○浩 不起訴處分



純 108 撤緩毒偵 17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欽 起訴

純 108 撤緩毒偵 17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賀○恆 起訴

純 108 撤緩毒偵 17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基 起訴

純 108 撤緩毒偵 17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欽 起訴

純 108 撤緩毒偵 17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欽 起訴

純 108 撤緩毒偵 17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翰 聲請簡易判決

能 108 偵 683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朱○林 聲請簡易判決

能 108 偵 695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徐○銘 聲請簡易判決

順 108 偵 3259 詐欺 鐵警臺北 林○鳳 聲請簡易判決

順 108 偵 6586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徐○謙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8 偵 7050 偽造文書 等 臺灣高檢 陳○儒 起訴

愛 108 偵 3254 毒品防制條例 余○效 起訴

愛 108 偵 3255 毒品防制條例 邱○賢 起訴

愛 108 偵 7467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余○效 起訴

愛 108 偵 7468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邱○賢 起訴

新 108 毒偵 80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曾○光 緩起訴處分

新 108 毒偵 846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謝○章 聲請簡易判決

新 108 毒偵 102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江○財 追加起訴

新 108 毒偵 107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陳○進 聲請簡易判決

聞 108 撤緩 23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楊○堂 撤銷緩起訴

擇 108 偵 6493 著作權法 中正二局 康○昌 不起訴處分

擇 108 偵 665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戴○明 聲請簡易判決

擇 108 偵 666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曾○澤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速偵 721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韓○有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速偵 722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吳○蒼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速偵 723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甘○忠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速偵 724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劉○浚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速偵 725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葉○傑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速偵 726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林○國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速偵 72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蔡○麒 緩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