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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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偵 149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楊○然 緩起訴處分

仁 108 撤緩 42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羅○振 撤銷緩起訴

仁 108 撤緩 42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羅○振 撤銷緩起訴

名 108 偵 10911 毀棄損壞 橫山分局 林○棋 起訴

名 108 偵 11098 竊盜 竹三分局 池○賓 聲請簡易判決

名 108 偵 12273 詐欺 竹東分局 林○棋 起訴

名 108 偵 12646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三分局 陳○佑 不起訴處分

名 108 調偵 189 詐欺

竹市東區區

所 陳○仁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毒偵 2151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沈○華 起訴

孝 108 毒偵緝 162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劉○雄 起訴

孟 108 偵 10001 不能安全駕駛 等 竹三分局 林○輝 不起訴處分

孟 108 偵 11072 詐欺 等 新湖分局 張○芯 起訴

孟 108 偵緝 848 毀棄損壞 竹東分局 羅○凱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速偵 1457 賭博 竹東分局 薛○芬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速偵 1458 妨害公務 竹三分局 陳○展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毒偵 1636 毒品防制條例 新竹看守所 陳○芳 起訴

忠 108 毒偵 174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妙 起訴

忠 108 毒偵 178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趙○一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毒偵 2000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徐○威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2072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鄭○佑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2218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陳○芳 起訴

忠 108 毒偵緝 156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范○洋 起訴

忠 108 毒偵緝 157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范○洋 起訴

剛 108 偵 11495 詐欺 拘提○案 徐○河 起訴

剛 108 偵 11496 詐欺 竹一分局 于○英 起訴

剛 108 偵 11496 詐欺 竹一分局 徐○河 起訴

剛 108 偵 11496 詐欺 竹一分局 廖○心 不起訴處分

剛 108 偵 13547 詐欺 竹一分局 起訴

清 108 偵 9923 詐欺 等 臺灣高檢 萬○中

起訴．不起訴處

分

清 108 偵 10534 妨害自由 汐止分局 楊○龍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8 偵 10701 妨害自由 臺灣高檢 許○輝 起訴

清 108 偵 11203 偽造文書 等 竹縣調查站 盧○朋 緩起訴處分

清 108 調偵 473 駕駛業務傷害

竹縣竹東鎮

所 林○平 不起訴處分

清 108 選偵 36 妨害投票 簽○ 范○賢 不起訴處分

清 108 選偵 36 妨害投票 簽○ 董○傅 不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143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葉○良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143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徐○崟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143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彭○炳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1437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朱○儒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143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彭○國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143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邱○福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144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林○熙 緩起訴處分

深 108 速偵 1441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曾○基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1442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呂○賜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8 速偵 1443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吳○霖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8 偵 10108 妨害自由 竹一分局 李○展 不起訴處分

智 108 偵 10322 肇事逃逸 等 新湖分局 蔡○富 起訴

智 108 偵 12450 藥事法 臺灣高檢 溫○禎 緩起訴處分

智 108 偵 13095 詐欺 蔡○昇 陳○信 不起訴處分

智 108 偵續 90 妨害自由 等 臺灣高檢 張○予 聲請簡易判決

策 108 偵 1293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羅○德 聲請簡易判決

策 108 撤緩偵 18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許○蘭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速偵 144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王○輝 緩起訴處分

精 108 速偵 1447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陳○貞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速偵 1448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蔡○坤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速偵 144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張○馨 緩起訴處分

精 108 速偵 145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姜○瑋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速偵 145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劉○勳 緩起訴處分

精 108 毒偵 201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萬○憲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毒偵 2145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陳○賢 不起訴處分

聞 108 偵 9447 非駕業務傷害 竹東分局 林○緯 起訴

聞 108 偵 10163 著作權法 大同分局 官○國 不起訴處分

聞 108 偵 1266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林○玉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毒偵 1531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曾○娟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毒偵 1752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鍾○富 起訴

德 108 毒偵 187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劉○文 不起訴處分

德 108 毒偵 194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潘○棟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毒偵 2068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潘○棟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毒偵 209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劉○宏 起訴

德 108 毒偵 2108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鍾○富 起訴

德 108 撤緩毒偵 27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朱○忠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撤緩 40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中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41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姜○萍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41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中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41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均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43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暉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43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徐○祥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43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宏 撤銷緩起訴

德 108 撤緩 43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高○傑 撤銷緩起訴

擇 108 偵 13138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呂○福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