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名 108 偵 8731 竊盜 新埔分局 魏○煥 不起訴處分

名 108 偵 9172 竊盜 臺灣高檢 王○傑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12255 非駕業務傷害 等 竹北分局 林○智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 143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陽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 2057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胡○安 起訴

行 108 軍毒偵 54 毒品防制條例 新竹憲兵 林○恩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軍毒偵 55 毒品防制條例 新竹憲兵 張○永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12359 詐欺 竹北分局 俞○輝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12803 肇事逃逸 橫山分局 沈○蓮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速偵 1452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陳○煒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速偵 1453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陳○和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速偵 145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李○瑋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速偵 145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王○華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速偵 145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黃○富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調偵 300 詐欺

竹縣新豐鄉

所 彭○睿 不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1426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許○棋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162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許○棋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2056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葉○鋒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8 撤緩毒偵 27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萍 起訴

厚 108 撤緩毒偵 27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萍 起訴

厚 108 撤緩毒偵 28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萍 起訴

厚 108 撤緩毒偵 28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萍 起訴

厚 108 撤緩 42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偉 撤銷緩起訴

律 108 毒偵 2113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梁○綱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毒偵 2114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余○展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毒偵 213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謝○裕 起訴

律 108 撤緩毒偵 28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祥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撤緩毒偵 28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徐○志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撤緩 42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榮 撤銷緩起訴

律 108 撤緩 42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明 撤銷緩起訴

律 108 撤緩 42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榮 撤銷緩起訴

捷 108 偵 8900 製猥褻物品等 臺灣高檢 曾○翔 起訴

捷 108 偵 11030 非駕業務傷害 等 新湖分局 陳○緯

不起訴.緩起訴

處分

捷 108 偵 13118 詐欺 臺灣高檢 沈○蓁 起訴

博 108 偵 11167 傷害 等 竹一分局 林○昌 不起訴處分

博 108 偵 11457 詐欺 簽○ 宋○玲 不起訴處分

博 108 偵 11457 詐欺 簽○ 范○輝 不起訴處分

博 108 偵 11803 妨害自由 竹一分局 黃○宜 不起訴處分

博 108 偵 11842 妨害名譽 竹北分局 劉○珍 不起訴處分



博 108 偵緝 481 詐欺 新埔分局 吳○豪 不起訴處分

博 108 速偵 1444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吳○樺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8 速偵 144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吳○玲 緩起訴處分

博 108 毒偵 167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鍾○剛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8 毒偵緝 147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彭○邦 起訴

貴 108 偵 7325 妨害自由 等 竹東分局 鄧○鴻 不起訴處分

貴 108 偵 9658 毀棄損壞 竹一分局 賴○新 不起訴處分

貴 108 偵 11424 竊盜 竹北分局 涂○偉 聲請簡易判決

貴 108 偵 11766 賭博 竹一分局 李○ 聲請簡易判決

貴 108 偵 11905 竊盜 新埔分局 彭○宸 聲請簡易判決

貴 108 偵 11909 竊盜 竹北分局 涂○偉 聲請簡易判決

貴 108 偵 12436 竊盜 竹三分局 劉○庭 聲請簡易判決

貴 108 偵 12640 竊盜 竹三分局 邱○誼 不起訴處分

貴 108 偵 12640 竊盜 竹三分局 高○瑋 不起訴處分

貴 108 偵 12644 竊盜 橫山分局 曾○照 不起訴處分

貴 108 調偵 483 過失傷害

竹縣竹北市

所 詹○娟 不起訴處分

貴 108 調偵 500 過失傷害

竹市北區區

所 潭○妮 不起訴處分

貴 108 調偵 500 過失傷害

竹市北區區

所 鄭○如 不起訴處分

廉 108 偵 11361 廢棄物清理法 新湖分局 馮○程 不起訴處分

新 108 速偵 1463 入出國移民法

海偵新竹緝

隊

T○ VAN

HIEN 不起訴處分

遷 108 偵 6133 賭博 等 竹東分局 古○菁 不起訴處分

遷 108 偵 11764 賭博 竹二分局 陳○銘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