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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公 106 速偵 1103 不能安全駕駛 大湖分局 詹○慧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 速偵 110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林○天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 速偵 1105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許○雄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 速偵 1106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張○波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 速偵 1107 不能安全駕駛 通霄分局 劉○芳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 速偵 1108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洪○祥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 速偵 1109 不能安全駕駛 通霄分局 呂○彬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 速偵 111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温孟○ 緩起訴處分

公 106 速偵 1111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張○明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6 速偵 111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劉○正 緩起訴處分

公 106 速偵 1113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蔡○祐 緩起訴處分

公 106 速偵 1114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周○針 緩起訴處分

公 106 速偵 1115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絲○強 緩起訴處分

公 106 速偵 1116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許○承 緩起訴處分

日 106 毒偵 954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黃○生 起訴

日 106 毒偵 1173 毒品防制條例 苗縣警局 林○友 起訴

月 106 偵 2187 詐欺 竹南分局 李○潔 起訴

月 106 偵 2827 家庭暴力防治 大湖分局 范○豪 不起訴處分

平 106 偵 3525 竊盜 苗栗分局 吳○道 不起訴處分

平 106 偵 3662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曾○富 不起訴處分

平 106 偵 3815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林○儒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6 偵 383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湖分局 詹○揚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6 偵緝 136 偽造文書 海山分局 張○欽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6 毒偵 1207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分局 夏○瑋 起訴

平 106 毒偵緝 46 毒品防制條例 海山分局 張○欽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速偵 1091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RO○NIN ALEXANDER 緩起訴處分

玄 106 速偵 1092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黃○勝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速偵 1093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劉○標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速偵 1094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朱○柏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速偵 1095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潘○明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速偵 1096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賴○興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速偵 109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溫○融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速偵 1098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謝○季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速偵 1099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余○溝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速偵 1101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劉○順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速偵 1102 不能安全駕駛 苗縣警局 徐○福 緩起訴處分

玉 106 偵 3514 藥事法 苗縣警局 張○津 緩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2167 侵占 頭份分局 徐○聲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2167 侵占 頭份分局 許○香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3343 非駕業務傷害 苗栗分局 陳○生 起訴

宇 106 偵 1998 藥事法 竹南分局 謝○ 起訴

宇 106 偵 3817 傷害 臺灣高檢 洪○北 不起訴處分

宇 106 毒偵 689 藥事法 竹南分局 謝○ 起訴

宇 106 毒偵 691 毒品防制條例 竹南分局 羅○舜 起訴

宇 106 毒偵 842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羅○舜 起訴

宇 106 毒偵 890 毒品防制條例 竹南分局 羅○舜 起訴

宇 106 毒偵 1197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林○堂 起訴

宇 106 毒偵 1213 毒品防制條例 苗縣警局 林○智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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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106 毒偵 1214 毒品防制條例 苗縣警局 張○偉 起訴

宇 106 毒偵 1227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分局 陳○輝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6 毒偵 1280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林○堂 起訴

辰 106 偵 1155 竊盜 通霄分局 林○晴 不起訴處分

辰 106 偵 2577 竊盜 苗栗分局 許○蓁 起訴

辰 106 偵 2967 妨害名譽 竹南分局 吳○正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6 偵 2990 毒品防制條例 苗縣警局 吳○威 起訴

辰 106 偵 3625 藥事法 苗縣警局 吳○威 起訴

辰 106 偵 3975 竊盜 苗栗分局 許○蓁 起訴

辰 106 毒偵 1310 毒品防制條例 苗縣警局 吳○威 起訴

明 106 偵 3767 偽造文書 苗栗分局 鄭○宜 起訴

明 106 毒偵 791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分局 鄭○宜 起訴

金 105 偵 3581 詐欺 苗栗分局 朱○賢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偵 4737 詐欺 大湖分局 朱○麟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偵 4737 詐欺 大湖分局 劉○州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偵 5004 詐欺 三民二局 朱○麟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偵 5266 詐欺 臺灣高檢 朱○賢 不起訴處分

金 106 偵 386 詐欺 臺灣高檢 朱○賢 不起訴處分

金 106 偵 386 詐欺 臺灣高檢 黃○清 不起訴處分

金 106 偵 1477 詐欺 頭份分局 朱○清 緩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2370 妨害自由 頭份分局 陳○元 起訴

盈 106 偵 2371 家庭暴力防治 頭份分局 陳○元 起訴

盈 106 偵 2411 毀棄損壞 頭份分局 陳○元 起訴〃不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2881 毒品防制條例 苗縣警局 馮○義 不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3540 非駕業務傷害 苗栗分局 陳○樑 不起訴處分

修 106 偵 2735 毒品防制條例 苗縣警局 江○豐 不起訴處分

修 106 偵 3381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王○吉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6 偵 3391 不能安全駕駛 苗縣警局 林○新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6 偵 3428 不能安全駕駛 通霄分局 黎○芬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6 偵 3562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范○婷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6 偵 3620 不能安全駕駛 通霄分局 LE○UU CUONG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6 偵 3648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林○文 起訴

修 106 偵 3719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徐○源 起訴

修 106 偵 3814 不能安全駕駛 通霄分局 詹○銘 起訴

修 106 偵 383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鍾○賢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6 毒偵 844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分局 徐○華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6 毒偵 863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慶 起訴

修 106 毒偵 878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黃○ 起訴

修 106 毒偵 882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湯○閔 起訴

修 106 毒偵 913 毒品防制條例 竹南分局 王○全 起訴

修 106 毒偵 1087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徐○澤 起訴

修 106 毒偵 1092 毒品防制條例 竹南分局 廖○旺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6 毒偵 1138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分局 林○怡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6 毒偵 1146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江○豐 起訴

修 106 毒偵 116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趙○德 起訴

修 106 毒偵 1206 毒品防制條例 通霄分局 羅○慧 起訴

陽 105 偵 5457 槍砲彈刀條例 苗栗分局 余○武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陽 105 偵 5914 對未成年性交 玉井分局 張○豪 不起訴處分

陽 105 偵 5978 對未成年性交 玉井分局 倪○宏 不起訴處分

陽 105 偵 6153 對未成年性交 南市婦隊 利○福 不起訴處分

陽 105 偵 6168 對未成年性交 南市婦隊 沈○勝 不起訴處分

陽 105 偵 6169 對未成年性交 南市婦隊 李○羣 不起訴處分

陽 106 偵 856 對未成年性交 南市婦隊 蕭○駿 不起訴處分

陽 106 偵 1020 對未成年性交 南市婦隊 張○隆 不起訴處分

陽 106 偵 1920 對未成年猥褻 苗栗分局 33○-10○96A 起訴

陽 106 復偵 11 傷害 簽○ 黃○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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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6 偵 26 詐欺 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陳○萍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偵 250 妨害自由 頭份分局 古○達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麗 106 偵 772 妨害名譽 頭份分局 成○青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偵 772 妨害名譽 頭份分局 黃○惠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偵 3259 竊盜 苗栗分局 張○仁 起訴

麗 106 偵 3259 竊盜 苗栗分局 黃○吉 起訴

麗 106 偵 3432 詐欺 鍾○明 黃○田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偵 3534 竊盜 竹南分局 江○興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偵 3592 詐欺 竹南分局 陳○龍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 偵 3854 非駕業務傷害 竹南分局 林○ 不起訴處分

 

備註：1、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

            2、您可以用"編輯"選項中的"尋找這個畫面的資料Ctrl+F"的功能來搜尋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