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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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 6305 詐欺 臺灣高檢 張○丞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8098 醫療法 竹一分局 衛○正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8282 乘機性交 等 竹市婦隊 周○敬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8590 偽造有價證券 等 臺灣高檢 張○丞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9487 醫療法 竹一分局 陳○亮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9532 醫療法 竹一分局 蔡○隆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毒偵 1375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莊○誠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8 毒偵 1544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莊○誠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8 毒偵 1565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周○倩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8 毒偵 1573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李○平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8 毒偵 1596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鄭○豐 起訴

仁 108 速偵 1049 竊盜 竹北分局 蘇○翔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速偵 1050 竊盜 新湖分局 楊○榮 聲請簡易判決

名 108 偵 925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林○崧 不起訴處分

名 108 偵 926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陳○翊 聲請簡易判決

名 108 撤緩偵 12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黃○翔 聲請簡易判決

名 108 撤緩偵 12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林○信 聲請簡易判決

名 108 撤緩偵 12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豪 聲請簡易判決

名 108 撤緩偵 12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亞靈○雲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8118 妨害電腦使用 竹北分局 魏○丞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622 藥事法 簽○ 傅○潔 起訴

成 108 偵 4685 詐欺 等 橫山分局 吳○祥 起訴

成 108 偵 5969 竊盜 竹一分局 李○華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8 偵 6296 竊盜 竹二分局 吳○政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814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黃○嶧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8 偵 8448 竊盜 竹東分局 曾○一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8 偵 8643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張○滿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撤緩偵 12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楊○榮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7 選偵 29 妨害名譽 等 竹縣刑大 徐○霞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3864 非駕業務傷害 新埔分局 莊○全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9387 詐欺 簽○ 李○翊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9388 毀棄損壞 簽○ 黃○雯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續 78 詐欺 臺灣高檢 廖○緯 不起訴處分

孟 108 偵 5286 業務過失傷害 竹北分局 黃○紳 不起訴處分

孟 108 偵 5308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一分局 林○希 聲請簡易判決

孟 108 偵 7478 非駕業務傷害 新埔分局 吳○科 不起訴處分

孟 108 偵 8651 非駕業務傷害 竹北分局 楊○豪 不起訴處分

孟 108 偵 8668 駕駛業務傷害 新湖分局 繆○宏 不起訴處分

孟 108 偵 9166 非駕業務傷害 竹北分局 馮○穎 不起訴處分

孟 108 偵 957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劉○瑛 起訴

宙 108 毒偵 1207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少隊 李○松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2611 恐嚇取財得利 等 新埔分局 吳○澤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2611 恐嚇取財得利 等 新埔分局 黃○洋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6642 妨害自由 等 竹北分局 曹○蘭

聲請簡易判決．

不起訴

忠 108 偵 7563 毀棄損壞 等 竹東分局 孫○學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7563 毀棄損壞 等 竹東分局 徐○育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偵 7563 毀棄損壞 等 竹東分局 彭○祥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7974 藥事法 等 拘提○案 林○鈴 起訴

忠 108 偵 8278 槍砲彈刀條例 竹一分局 張○桔 起訴

忠 108 偵 8783 藥事法 等 竹一分局 王○豪 起訴

忠 108 偵 8783 藥事法 等 竹一分局 林○鈴 起訴

忠 108 偵 9056 傷害 竹二分局

B○NOYA

ELDIMAR

TALAMAYA

N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9184 入出國移民法 臺灣高檢 詹○陵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9279 非駕業務傷害 新湖分局 李○蓁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9627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陳○鴻 起訴

忠 108 偵 9629 詐欺 簽○

M○RTIN

EVELYN

MIGUEL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9630 妨害名譽 簽○ 李○國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9631 詐欺 簽○ 李○國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9632 侵占 等 簽○ 田○文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9632 侵占 等 簽○ 陳○華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9920 妨害自由 等 簽○ 曹○蘭

聲請簡易判決．

不起訴

忠 108 偵 9921 傷害 簽○ 朱○莉 聲請簡易判決

明 108 毒偵緝 102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何○祥 不起訴處分

勇 108 速偵 1051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許○達 緩起訴處分

勇 108 速偵 1052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謝○南 緩起訴處分

勇 108 速偵 105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賴○理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8 速偵 105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薛○昌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8 速偵 105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傅○升 緩起訴處分

勇 108 速偵 105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梁○慈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8 速偵 105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廖○福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8 毒偵 95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林○秀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1252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林○秀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1265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戴○賢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1320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王○宏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1323 毒品防制條例 溪湖分局 陳○諺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撤緩毒偵 21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范○彬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毒偵 1305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余○展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毒偵 1306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余○展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毒偵 1335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范○國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毒偵 139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陳○裕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毒偵 1420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余○展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毒偵 142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陳○裕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毒偵 1425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李○森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毒偵 1523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余○展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毒偵 1524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李○森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毒偵 1525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余○展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8836 非駕業務致死 簽○ 陳○仁 起訴

洪 108 偵 8837 非駕業務致死 簽○ 朱○娟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1042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鄭○宣 緩起訴處分

時 108 偵 9406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鄭○旺 起訴

時 108 偵 9413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黃○芳 緩起訴處分

時 108 偵 9569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江○升 起訴

純 108 毒偵 1101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林○成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1307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黃○偉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1308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陳○婷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143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陳○扆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1433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陳○婷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149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張○良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1508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張○良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撤緩毒偵 22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彭○進 起訴

純 108 撤緩毒偵 23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陳○娟 起訴

專 108 偵 6718 傷害 竹一分局 黃○順 不起訴處分

專 108 偵 7852 竊盜 竹北分局 蕭○媚 聲請簡易判決

專 108 偵 7909 傷害 竹一分局 彭○翔 不起訴處分

專 108 偵 7909 傷害 竹一分局 馮○均 不起訴處分

專 108 偵 8199 著作權法 保二一01 楊○蓉 不起訴處分

專 108 偵 8636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林○傑 起訴

專 108 偵 8649 傷害 竹二分局 蔡○諭 不起訴處分

專 108 偵 9002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殷○文 聲請簡易判決

專 108 撤緩偵 13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清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8 偵 7131 肇事逃逸 竹二分局 吳○峰 不起訴處分

強 108 偵 8412 強制性交 等 拘提○案 黃○琦 起訴

強 108 偵 8418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謝○書 起訴

強 108 偵 8419 藥事法等 拘提○案 張○強 起訴

強 108 偵 8420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葉○語 起訴

強 108 偵 8466 肇事逃逸 竹東分局 吳○民 不起訴處分

強 108 偵 9551 強制性交 等 竹北分局 黃○琦 起訴

強 108 偵 9615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江○桓 起訴

強 108 偵 9804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江○桓 起訴

強 108 偵 9804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葉○語 起訴



強 108 偵 9808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謝○書 起訴

強 108 偵 9808 藥事法等 竹北分局 張○強 起訴

強 108 毒偵 125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王○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8 毒偵 1470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曾○恩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8 毒偵 1471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謝○書 起訴

強 108 毒偵 1473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許○綺 不起訴處分

強 108 毒偵 1478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陳○秋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8 毒偵緝 120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史○玲 起訴

捷 108 偵 7662 侵占 竹一分局 陳○平 不起訴處分

捷 108 速偵 1005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戴○容 聲請簡易判決

捷 108 速偵 100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鄭○美 聲請簡易判決

捷 108 速偵 1007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范姜○慶 聲請簡易判決

捷 108 速偵 1008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彭○南 聲請簡易判決

捷 108 速偵 101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王○鴻 緩起訴處分

捷 108 速偵 1011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張○麟 緩起訴處分

捷 108 速偵 1012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殷○帆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8 速偵 106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林○農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8 速偵 1070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呂○鑫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8 毒偵 89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綸 緩起訴處分

清 108 毒偵 1006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曾○盛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8 毒偵 106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劉○勳 起訴

清 108 毒偵 1167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何○勛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8 毒偵 1239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王○志 起訴

深 108 速偵 105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張○寶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105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魏○欽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106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陳○忠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106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胡○花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106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陳○堂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106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林○旻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1064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陳○鑠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1065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許○爐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1066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潘○謀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106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李○松 聲請簡易判決

揚 108 撤緩偵 132 不能安全駕駛 黃○典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8 偵 9096 竊盜 竹三分局 葉○雄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8 偵 9336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陳○宏 不起訴處分

智 108 偵 9471 妨害名譽 簽○ 邱○怡 起訴

順 108 偵 6974 詐欺 臺灣高檢 楊○群 不起訴處分

順 108 撤緩偵 125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鍾○和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8 毒偵 51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歐○磊 不起訴處分

廉 108 毒偵 161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歐○磊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毒偵 400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潘○雄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毒偵 1373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游○慶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毒偵 137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洋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毒偵 1560 毒品防制條例 國道二隊 謝○聖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撤緩毒偵 22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邱○銘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偵 606 駕駛業務傷害 竹北分局 林○雄 起訴

道 108 毒偵 1222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黃○安 起訴

道 108 毒偵 1466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許○珍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8 毒偵 1469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徐○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8 毒偵 150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許○毅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8 毒偵 150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許○毅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撤緩毒偵 21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戴○彗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撤緩毒偵 21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戴○彗 聲請簡易判決

聞 108 偵 9007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黃○亮 緩起訴處分

儉 108 毒偵 1067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黃○閔 起訴

儉 108 毒偵 1449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黃○銘 不起訴處分

樸 108 偵 9635 妨害名譽 簽○ 張○騰 不起訴處分

篤 107 偵 11683 侵占 竹一分局 陳○轟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