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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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緩毒偵 23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龍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毒偵 1341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姜○芹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毒偵 1345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江○達 緩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814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林○毅 起訴

行 108 偵緝 136 贓物 竹一分局 李○宏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緝 137 侵占 竹一分局 郭○欣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毒偵 412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賴○堂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7528 銀行法 等 臺灣高院 張○凱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8425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彭○晟 起訴

忠 108 偵 8921 醫療法 竹北分局 秦○洋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9912 毀棄損壞 等 簽○ 丁○鳳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少連偵 85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彭○晟 起訴

忠 108 少連偵 90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彭○晟 起訴

律 108 撤緩 33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發 撤銷緩起訴

律 108 撤緩 34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發 撤銷緩起訴

律 108 撤緩 34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益 撤銷緩起訴

洪 108 偵 8421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楊○憲 起訴

洪 108 偵 8818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陳○諭 起訴

洪 108 偵 8818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彭○語 起訴

洪 108 軍偵 32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少隊 楊○憲 起訴

洪 108 軍偵 37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少隊 陳○諭 起訴

洪 108 軍偵 37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少隊 彭○語 起訴

捷 108 偵 961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卓○誼 起訴

捷 108 偵 963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朱○蓮 起訴

捷 108 毒偵 979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朱○蓮 起訴

捷 108 毒偵 98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卓○誼 起訴

捷 108 毒偵 1297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朱○蓮 起訴

捷 108 毒偵 1381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朱○蓮 起訴

深 108 偵 8424 竊盜 等 拘提○案 楊○昇 起訴

深 108 偵 9676 竊盜 等 簽○ 楊○昇 起訴

深 108 偵 10051 竊盜 等 竹二分局 楊○昇 起訴

道 108 戒毒偵 11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戒治所 黃○正 不起訴處分

聞 108 偵 923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劉○辰 聲請簡易判決

擇 108 撤緩 32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范○方 撤銷緩起訴

樸 108 偵 7979 毒品防制條例 等 拘提○案 張○鑫 起訴

樸 108 偵 8905 毒品防制條例 等 新湖分局 張○鑫 起訴

樸 108 毒偵 1664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張○鑫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