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表日期：民國１０６年６月１３日

股別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公 106速偵761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吳○禎 緩起訴處分

公 106速偵762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劉○瑋 緩起訴處分

公 106速偵763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林○翔 緩起訴處分

公 106速偵764 不能安全駕駛 通霄分局 許○龍 緩起訴處分

公 106速偵765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江○君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速偵766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朱○聖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速偵76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王○謙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速偵768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張○應 緩起訴處分

公 106速偵769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黎○楷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速偵770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洪○翔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速偵771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林○傑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速偵772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劉○順 緩起訴處分

公 106速偵773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林○忠 緩起訴處分

公 106速偵774 不能安全駕駛 通霄分局 蔡○銘 緩起訴處分

公 106速偵775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胡○文 緩起訴處分

公 106速偵776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黃○佐 緩起訴處分

公 106速偵77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陳○凱 緩起訴處分

地 106速偵778 不能安全駕駛 苗縣警局 田○明 緩起訴處分

地 106速偵779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彭○國 緩起訴處分

地 106速偵78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阮○雯 緩起訴處分

地 106速偵781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李○興 緩起訴處分

地 106速偵78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王○棋 緩起訴處分

地 106速偵783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陳○凱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6偵2442 恐嚇取財得利 苗栗分局 徐○德 不起訴處分

良 106偵2442 恐嚇取財得利 苗栗分局 黃○瑜 不起訴處分

辰 105偵緝232 詐欺 臺灣高檢 翁○儒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5偵緝233 詐欺 臺灣高檢 翁○儒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6偵1331 妨害自由 頭份分局 張○煒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6偵1331 妨害自由 頭份分局 詹○惠 不起訴處分

辰 106偵2578 傷害 苗栗分局 鍾○豐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6偵2798 非駕業務傷害 苗栗分局 張○偉 不起訴處分

辰 106偵2833 詐欺 臺灣高檢 翁○儒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5偵5843 詐欺 簽○ 吳○智 不起訴處分

律 105偵5843 詐欺 簽○ 林○隆 不起訴處分

律 106偵1675 詐欺 臺灣高檢 羅○羽 不起訴處分

律 106偵2155 非駕業務傷害 竹南分局 魯○銘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6偵緝98 詐欺 苗栗分局 劉○威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偵244 傷害 頭份分局 王○光 起訴

盈 106偵244 傷害 頭份分局 賴○亮 起訴

盈 106偵558 毀棄損壞 中高分院 蘇○慶 起訴

盈 106偵1191 毀棄損壞 竹南分局 趙○美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盈 106偵1191 肇事逃逸 竹南分局 陳○廷 不起訴處分

盈 106偵2256 性騷擾防治法 苗栗分局 蔡○恭 不起訴處分

盈 106偵2737 妨害名譽 苗栗分局 張○瑜 不起訴處分

盈 106偵2931 非駕業務傷害 簽○ 趙○美 不起訴處分

恭 106偵927 竊盜 竹南分局 黃○富 不起訴處分

恭 106偵927 竊盜 竹南分局 謝○森 不起訴處分

恭 106偵2755 駕駛業務傷害 國道二隊 吳○承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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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106偵2815 妨害自由 頭份分局 陳○福 不起訴處分

恭 106偵緝100 竊盜 竹南分局 黃○富 不起訴處分

恭 106醫偵3 醫師業務傷害 賴○柔 林○雄 不起訴處分

恭 106醫偵3 醫師業務傷害 賴○柔 黃○惠 不起訴處分

恭 106毒偵405 毒品防制條例 竹南分局 曾○維 不起訴處分

麗 106偵1179 詐欺 竹南分局 卓○惠 不起訴處分

麗 106偵1338 毀棄損壞 頭份分局 葉○欽 不起訴處分

麗 106偵2901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林○增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偵2909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陳○為 起訴

麗 106偵2920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宋○民 起訴

麗 106偵2999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徐○桐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毒偵183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徐○聰 不起訴處分

麗 106毒偵850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分局 江○鎮 起訴

麗 106毒偵928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分局 黃○吉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毒偵94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心 起訴

麗 106撤緩10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宋○育 撤銷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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