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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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 112 毒偵緝 56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范○祥 不起訴處分

宇 112 戒毒偵 13 毒品防制條例 臺中戒治所 張○棋 不起訴處分

明 112 毒偵 247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倪○誠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11 毒偵 1691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劉○華 不起訴處分

勇 112 偵 2526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徐○民 緩起訴處分

勇 112 毒偵 24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徐○民 緩起訴處分

厚 112 偵 218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洪○濱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12 偵 2532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謝○群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2 速偵 20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洪○超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2 速偵 206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鄭○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2 速偵 20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N○UYEN VAN

TRUNG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2 速偵 208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邱○生 起訴

洪 112 速偵 209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金○杰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2 速偵 21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李○明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2 速偵 211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黎○榮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2 戒毒偵 21 毒品防制條例 臺中戒治所 梁○凱 不起訴處分

專 112 偵緝 264 竊盜 楊梅分局 許○乾 起訴

敦 112 毒偵 245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朱○民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11 偵 14298 洗錢防制法 簽○ 蔡○蓁 追加起訴

智 112 偵 2551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田 起訴

貴 111 偵 10290 傷害 竹一分局 林○村 聲請簡易判決

貴 111 偵 10290 傷害 竹一分局 陳○雲 不起訴處分

貴 111 偵 13637 竊盜 竹北分局 馬○愚 起訴

貴 112 偵 3774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彭○亮 不起訴處分

貴 112 偵 378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林○鴻 聲請簡易判決

新 111 毒偵 1376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李○輯 不起訴處分

新 111 撤緩毒偵 15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輯 不起訴處分

新 111 撤緩毒偵 15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輯 不起訴處分

新 111 撤緩毒偵 15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輯 不起訴處分

新 112 偵緝 298 放火燒燬建物 斗南分局

D○LAFU JERRY

BAQUIRAN 起訴

新 112 偵緝 303 詐欺 桃市刑大 洪○翔 起訴

新 112 偵緝 304 詐欺 桃市刑大 洪○翔 起訴

新 112 毒偵 100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李○輯 不起訴處分

新 112 撤緩毒偵 3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輯 不起訴處分

聞 112 偵 2679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彭○倫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12 偵 3672 洗錢防制法 新湖分局 潘○儀 不起訴處分

擇 111 偵 17596 交通過失傷害 新埔分局 許○瑜 起訴

擇 112 偵 271 交通過失傷害 竹一分局 黃○元 起訴

擇 112 偵 1653 竊盜 竹北分局 王○喬 起訴

擇 112 偵 2126 交通過失傷害 竹二分局 蕭○文 不起訴處分

擇 112 偵緝 125 竊盜 花蓮分局 范○明 聲請簡易判決

樸 112 戒毒偵 17 毒品防制條例 臺中戒治所 曾○如 不起訴處分

樸 112 戒毒偵 18 毒品防制條例 臺中戒治所 麥○琳 不起訴處分

篤 111 偵 3320 廢棄物清理法 竹三分局 李○強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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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 111 偵 3320 廢棄物清理法 竹三分局 曾○基 起訴

篤 111 偵 15386 新冠肺炎防治紓困 簽○ 呂○昇 緩起訴處分

篤 111 偵 15386 新冠肺炎防治紓困 簽○ 楊○園 緩起訴處分

篤 112 偵 544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吳○宇 不起訴處分

篤 112 偵 545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案 許○澄 起訴

篤 112 偵 2895 傷害 竹三分局 林○賢 不起訴處分

篤 112 偵 2895 傷害 竹三分局 羅○村 不起訴處分

篤 112 偵 3843 廢棄物清理法 簽○ 李○斌 起訴

篤 112 偵 4182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吳○宇 不起訴處分

篤 112 偵 4182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許○澄 起訴

篤 112 偵緝 217 傷害 竹南分局 吳○翰 起訴

篤 112 偵緝 280 傷害 自行○案 張○明 起訴

篤 112 毒偵 23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余○銘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