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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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羅○網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速偵 114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許○賢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速偵 114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許○塗 緩起訴處分

仁 108 速偵 114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廖○祥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速偵 1145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梁○冠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速偵 114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古○成 緩起訴處分

仁 108 速偵 1148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王○文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速偵 114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史○鑑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速偵 1150 妨害公務 竹北分局 劉○鏡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速偵 1151 重利 竹一分局 邱○元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8940 重利 竹三分局 陳○程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110 詐欺 等 竹三分局 陳○偉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135 賭博 竹一分局 李○榛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9135 賭博 竹一分局 林○?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9192 妨害名譽 新湖分局 盧○鴻 起訴

宇 108 偵 9764 背信 等 簽○ 林○蘭

起訴．不起訴處

分

宇 108 偵 9764 詐欺 簽○ 林○珍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768 偽造有價證券 等 簽○ 林○蘭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10298 侵占 簽○ 張○培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10882 詐欺 簽○ 黃○菱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10882 詐欺 簽○ 黃○奎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續 107 妨害婚姻 臺灣高檢 李○彤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續 107 妨害婚姻 臺灣高檢 鍾○旭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2430 槍砲彈刀條例 等 拘提○案 戴○維 起訴

行 108 偵 6796 槍砲彈刀條例 等 竹東分局 林○? 追加起訴

行 108 偵 6796 槍砲彈刀條例 等 竹東分局 戴○維 起訴

孝 108 毒偵 1669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陳○南 起訴

孝 108 撤緩 32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傑 撤銷緩起訴

良 108 毒偵 1630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唐○宏 聲請簡易判決

季 108 偵 5675 毀棄損壞 竹三分局 孫○辰 不起訴處分

季 108 偵 7375 賭博 等 竹三分局 劉○宏 不起訴處分

季 108 偵 8427 電遊場業管理 竹北分局 賴○群 不起訴處分

季 108 偵 9946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黃○臻 聲請簡易判決

季 108 偵 9964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曾○琳 聲請簡易判決

季 108 偵 10183 非駕業務傷害 竹北分局 黃○皓 不起訴處分

季 108 偵 10253 非駕業務傷害 竹北分局 彭○翔 起訴

季 108 偵 10785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劉○淇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毒偵 1598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杜○明 起訴

宙 108 毒偵 1599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杜○明 起訴

宙 108 毒偵 1633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杜○明 起訴

宙 108 毒偵 1802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杜○明 起訴

宙 108 毒偵緝 139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彭○榮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偵 7918 妨害名譽 等 竹一分局 翁○庭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偵 11005 詐欺 簽○ 陳○均 起訴

忠 108 偵 11007 傷害 新湖分局 黃○元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11008 妨害名譽 等 簽○ 翁○庭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偵 11010 傷害 簽○ 葉○豐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緝 775 妨害自由 等 時效○成 羅○恆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緝 776 偽造印文 等 時效○成 詹○翔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緝 777 侵占 等 時效○成 詹○翔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緝 778 妨害自由 等 時效○成 鄭○霞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續一 8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王○方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偵續一 8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童○珮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1488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吳○洋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毒偵 178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王○豪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毒偵 1789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王○豪 聲請簡易判決

明 108 偵 6770 強制性交 竹市婦隊 蔡○丞 不起訴處分

明 108 偵 7392 妨害自由 竹北分局 邱○祐 不起訴處分

明 108 偵續 47 乘機性交 等 臺灣高檢 侯○文 不起訴處分

勇 108 速偵 117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魏○凱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8 速偵 1172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李○義 緩起訴處分

勇 108 速偵 117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李○瑋 緩起訴處分

勇 108 毒偵 169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鍾○全 緩起訴處分

勇 108 毒偵 169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鍾○全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偵 7546 毀棄損壞 等 竹東分局 梁○堰 起訴

厚 108 偵 7546 毀棄損壞 等 竹東分局 陳○明 起訴

厚 108 偵 7546 毀棄損壞 等 竹東分局 詹○松 起訴

厚 108 撤緩毒偵 21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傑 起訴

厚 108 撤緩 35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萍 撤銷緩起訴

厚 108 撤緩 35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萍 撤銷緩起訴

厚 108 撤緩 35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萍 撤銷緩起訴

厚 108 撤緩 35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萍 撤銷緩起訴

厚 108 撤緩 35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萍 撤銷緩起訴

厚 108 撤緩 36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華 撤銷緩起訴

洪 108 毒偵 1645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顏○興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1655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姚○明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1431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曾○美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1503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鍾○宏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1509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曾○美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162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吳○登 緩起訴處分

純 108 毒偵 1750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曾○美 緩起訴處分



強 108 速偵 1168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張○維 緩起訴處分

強 108 速偵 1169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簡○桓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8 速偵 117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蔡○豪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8 毒偵 994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向○華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8 毒偵 1474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向○華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8 毒偵緝 116 毒品防制條例 虎尾分局 陳○杰 不起訴處分

捷 108 偵 1146 竊盜 竹東分局 羅○昌 不起訴處分

捷 108 偵 5919 竊盜 新湖分局 羅○昌 起訴

捷 108 偵 6439 詐欺 等 臺灣高檢 劉○玄

聲請簡易判決．

不起訴

捷 108 偵 8144 毀棄損壞 等 竹二分局 羅○昌 起訴

清 108 毒偵 122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葛○ 起訴

清 108 毒偵 1327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葛○ 起訴

清 108 毒偵 180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翔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戒毒偵 12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戒治所 陳○樺 不起訴處分

祥 108 偵 7320 非駕業務傷害 竹二分局 李○正 起訴

祥 108 偵 7679 詐欺 臺灣高檢 張○翔 不起訴處分

祥 108 偵 8450 非駕業務傷害 竹二分局 洪○燈 不起訴處分

祥 108 偵 8876 毀棄損壞 竹東分局 羅○業 不起訴處分

祥 108 偵 9030 賭博 竹東分局 徐○俊 聲請簡易判決

祥 108 偵 9051 竊盜 新湖分局 席○騰 不起訴處分

祥 108 偵 9603 詐欺 等 高市刑大 彭○芊 起訴

祥 108 偵 9851 竊盜 新湖分局 葉○裕 聲請簡易判決

敦 108 偵 10036 妨害公務 竹東分局 劉○緯 起訴

敦 108 偵 10349 妨害名譽 平鎮分局 林○焄 不起訴處分

策 108 偵 730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余○澤 不起訴處分

策 108 偵 1079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蔣○樹 聲請簡易判決

策 108 撤緩 34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許○蘭 撤銷緩起訴

廉 108 偵 11323 竊盜 簽○ V○ THI LAN 起訴

廉 108 偵緝 711 竊盜 仁武分局 張○亮 追加起訴

愛 108 偵 7296 妨害自由 竹二分局 張○強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7296 妨害自由 竹二分局 陳○駿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10318 侵占 新埔分局 李○武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10340 妨害自由 竹一分局 吳○曄 不起訴處分

道 108 毒偵 1468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宋○華 緩起訴處分

道 108 毒偵 1726 毒品防制條例 海山分局 宋○華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復偵 1 毀棄損壞 觀護○分 劉○宏 不起訴處分

德 108 毒偵 1001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郭○堂 起訴

德 108 毒偵 1139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郭○堂 起訴

德 108 毒偵 1140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陳○明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毒偵 1185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徐○祥 起訴

德 108 毒偵 1292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宋○興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毒偵 1413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徐○祥 起訴



德 108 毒偵 1414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徐○達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毒偵 1416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黃○鴻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毒偵 141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曾○財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毒偵 1527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鄭○中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毒偵 173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鄭○中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撤緩毒偵 24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楓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撤緩毒偵 24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傑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撤緩毒偵 24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傑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撤緩毒偵 24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朱○蓮 起訴

德 108 撤緩毒偵 24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朱○蓮 起訴

德 108 撤緩 33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鄒○宏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33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鄒○宏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35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均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35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均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35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君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36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徐○祥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36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朱○忠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36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徐○祥 撤銷緩起訴

學 108 偵 9251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戴○華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