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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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110 偵 14607 詐欺 八德分局 賴○如 不起訴處分

成 111 偵 2821 詐欺 竹一分局 賴○如 不起訴處分

有 111 偵 210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朱○仁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11 偵 2387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黃○勳 不起訴處分

行 111 速偵 219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林○蓮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11 速偵 220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羅○瑄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11 速偵 221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翁○涼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11 偵 2733 詐欺 內埔分局 賴○如 不起訴處分

明 110 醫偵 11 醫療過失傷害 簽○ 張○治 不起訴處分

明 110 醫偵 11 醫療過失傷害 簽○ 蘇○賢 不起訴處分

勇 111 速偵 198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沈○成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11 速偵 199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王○君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11 速偵 20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吳○卿 緩起訴處分

勇 111 速偵 20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古○祥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11 速偵 20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王○晏 緩起訴處分

勇 111 速偵 20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楊○胤 緩起訴處分

勇 111 速偵 20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邱○芝 緩起訴處分

剛 110 偵 14211 詐欺 中四分局 H○ THI NGA 起訴

剛 110 偵 1421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四分局

N○UYEN QUOC

HOAN 起訴

剛 110 偵 1452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四分局 邱○國 起訴

捷 110 偵 8666 詐欺 竹北分局 黃○維 不起訴處分

捷 110 偵 13185 偽造文書 竹二分局 陳○娟 起訴

捷 110 偵 13714 妨害名譽 竹北分局 田○廣 起訴

捷 110 偵 13714 妨害自由 竹北分局 田○金

起訴．不起訴處

分

捷 111 偵 637 誣告 新湖分局 陳○坤 不起訴處分

捷 111 偵 722 詐欺 簽○ 吳○傑 起訴

捷 111 偵 2969 詐欺 新埔分局 徐傅○英 不起訴處分

捷 111 偵緝 208 侵占 竹二分局 劉○福 聲請簡易判決

捷 111 調偵 27 交通過失傷害 竹市東區區所 李○琴 起訴

捷 111 調偵 54 交通致傷逃 竹市東區區所 黃○旺 不起訴處分

捷 111 調偵 54 交通致傷逃 竹市東區區所 廖○森 不起訴處分

深 110 偵 13809 賭博 楊梅分局 呂○珠 不起訴處分

深 110 偵續一 3 兒少性剝削 臺灣高檢 林○宏 起訴

深 110 偵續一 3 兒少性剝削 臺灣高檢 施○樵 起訴

深 110 毒偵 2239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廖○誠 緩起訴處分

深 111 偵 980 侵占 許○財 劉○妘 不起訴處分

深 111 偵 983 誣告 簽○ 孟○水 不起訴處分

深 111 偵 1001 竊盜 簽○ 鍾○龍 起訴

深 111 偵 1016 偽造文書 簽○ 廖○順 不起訴處分

深 111 偵 1498 妨害名譽 竹一分局 黃○誌 起訴

深 111 偵 1498 醫療法 竹一分局 李○樂 不起訴處分

深 111 偵 2578 妨害名譽 簽○ 張○云 不起訴處分

祥 111 偵 79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郭○韋 不起訴處分

智 111 速偵 205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林○璟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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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111 速偵 20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張○仕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11 速偵 207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彭○琴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11 速偵 208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戴○輝 緩起訴處分

智 111 速偵 209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謝○卷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11 速偵 21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張○煒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11 速偵 21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鄭○潭 緩起訴處分

智 111 速偵 21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謝○霖 緩起訴處分

智 111 速偵 213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王○振 緩起訴處分

智 111 速偵 21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鄧○茂 緩起訴處分

智 111 速偵 21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陳○龍 緩起訴處分

智 111 速偵 216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黃○明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11 速偵 217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林○龍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11 速偵 21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林○成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11 偵 479 毒品防制條例 傳○ 范○富 起訴

愛 111 偵 480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范○富 起訴

愛 111 偵 102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范○富 起訴

愛 111 偵 1904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少隊 范○富 起訴

愛 111 偵 2778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范○富 起訴

新 111 偵 1738 廢棄物清理法 橫山分局 謝○賢 緩起訴處分

新 111 偵 2712 侵占 烏日分局 姚○佳 不起訴處分

新 111 偵 2755 交通致傷逃 竹東分局 黃○賢 不起訴處分

新 111 調偵 140 交通致傷逃 竹縣湖口鄉所 曹○豪

起訴．不起訴處

分

學 111 撤緩 41 不能安全駕駛 陳○志 撤銷緩起訴

樸 110 毒偵 1009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高○硯 不起訴處分

篤 110 偵 7489 詐欺 竹一分局 葉○慧 不起訴處分

篤 111 調偵緝 2 詐欺 竹縣關西鎮所 賴○清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