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 。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大 110 毒偵 1903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趙○平 緩起訴處分

大 110 毒偵 1966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趙○平 緩起訴處分

大 110 毒偵 2123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趙○平 緩起訴處分

名 110 偵 14126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黃○立 起訴

宇 110 速偵 87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萬○聰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10 偵 13776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邱○妹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10 偵 14125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李○福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10 毒偵 2071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曾○恩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10 偵 9811 詐欺 新湖分局 周○豪 緩起訴處分

孝 110 偵 10227 詐欺 等 竹二分局 張○庭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10 偵 10805 妨害名譽 三民二局 劉○明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偵 11703 妨害名譽 簽○ 卓○庭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偵 11703 妨害名譽 簽○ 徐○姍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偵 12769 侵占 竹二分局 黃○賢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少連偵緝 9 妨害自由 竹一分局 范○騰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10 偵 9870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林○展 起訴

良 110 偵 13511 毀棄損壞 等 竹二分局 楊○男 不起訴處分

良 110 偵 13511 毀棄損壞 等 竹二分局 楊○麟 不起訴處分

良 110 偵 13511 毀棄損壞 等 竹二分局 簡○男 不起訴處分

良 110 偵 13530 侵占 等 竹一分局 林○美 不起訴處分

良 110 偵 13589 性騷擾防治法 鐵警臺北 張○菘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10 偵 228 竊佔 竹東分局 范○安 不起訴處分

宙 110 偵緝 824 贓物 竹一分局 溫○榆 起訴

宙 110 調偵 413 傷害 竹縣芎林鄉所 邱○誠 不起訴處分

宙 110 調偵 413 傷害 竹縣芎林鄉所 高○ 不起訴處分

忠 110 毒偵 434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施○宏 不起訴處分

忠 110 毒偵 166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宋○恩 不起訴處分

明 110 毒偵緝 30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張○芬 緩起訴處分

知 110 偵 14119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陳○綸 不起訴處分

勇 110 毒偵 190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陳○穎 緩起訴處分

勇 110 毒偵 203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勝 緩起訴處分

厚 110 偵 12333 廢棄物清理法 新埔分局 張○蔚 起訴

厚 110 偵 12333 廢棄物清理法 新埔分局 陳○昌 起訴

厚 110 偵 12333 廢棄物清理法 新埔分局 楊○營 起訴

律 110 毒偵 481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孫○郎 不起訴處分

律 110 毒偵 184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彭○清 不起訴處分

剛 110 偵 11205 誣告 簽○ 康○福 不起訴處分

剛 110 偵 12976 妨害秘密 簽○ 范○土 不起訴處分

剛 110 偵緝 443 毀棄損壞 橫山分局 賴○勳 起訴

能 110 偵 12186 賭博 等 竹三分局 黃○豪 不起訴處分

強 110 毒偵 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伯 不起訴處分

強 110 毒偵 708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吳○樑 不起訴處分

捷 110 速偵 88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彭○君 緩起訴處分

捷 110 毒偵 2188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少隊 楊○星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10 速偵 87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黃○彥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10 速偵 880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張○城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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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110 速偵 88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宋○穎 緩起訴處分

清 110 速偵 88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黃○麟 緩起訴處分

博 110 毒偵 195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邱○輝 緩起訴處分

愛 110 毒偵 220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松 聲請簡易判決

新 110 速偵 878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李○輝 緩起訴處分

儉 110 毒偵緝 295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朱○青 不起訴處分

儉 110 毒偵緝 296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朱○青 不起訴處分

篤 110 偵 13627 槍砲彈刀條例 簽○ 吳○翰 不起訴處分

篤 110 偵緝 831 槍砲彈刀條例 頭份分局 王○昇 起訴

篤 110 偵緝 832 槍砲彈刀條例 頭份分局 王○昇 起訴

篤 110 偵緝 833 槍砲彈刀條例 頭份分局 王○昇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