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正 103 偵 2911 公共危險 大同分局 趙明超 起訴

守 103 偵 4310 竊盜 汐止分局 孫偉庭 起訴

忠 103 偵 3613 竊盜 內湖分局 鄭梁開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3 偵 3858 竊盜 大同分局 方卿順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2 偵 8903 竊盜 士林分局 曹唐謀 起訴

治 103 偵 4039 非駕業務傷害 徐濤 黃輝煌 起訴

治 103 偵 4118 毀棄損壞 內湖分局 張哲睿 不起訴處分

治 103 調偵 333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士林區所 梁書銘 不起訴處分

治 103 調偵 362 過失傷害 新北三重區所 簡守文 不起訴處分

治 103 毒偵 208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李瑋倫 起訴

治 103 毒偵 467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盧瑞文 聲請簡易判決

治 103 偵緝 209 竊盜 臺灣高檢 劉嘉豐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3 撤緩 59 違背安全駕駛 本股 梁樂賢 撤銷緩起訴

寒 103 偵 3123 竊盜 汐止分局 余進德 不起訴處分

寒 103 偵 1061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淡水區所 鄒安馨 起訴

寒 103 偵 1062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淡水區所 鄒安馨 起訴

寒 103 偵 1649 賭博 內湖分局 劉慶良 不起訴處分

寒 102 偵 9661 賭博 北市刑大 劉昌瑞 起訴

寒 102 偵 9661 賭博 北市刑大 莊晉瑋 起訴

寒 102 偵 10290 詐欺 臺灣高檢 曾進國 起訴

寒 102 偵 12122 賭博 大同分局 林辰治 起訴

寒 103 偵 440 竊盜 內湖分局 李佩玲 緩起訴處分

維 103 偵 858 竊盜 汐止分局 李春龍 不起訴處分

維 103 偵 966 詐欺 臺灣高檢 管蘇琴 不起訴處分

維 103 偵 966 詐欺 臺灣高檢 王雅慧 不起訴處分

維 103 偵 3498 竊盜 內湖分局 崔世華 聲請簡易判決

維 103 偵 3856 竊盜 汐止分局 曾文義 起訴

維 103 撤緩毒偵 22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李翊寧 起訴

維 103 調偵 286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士林區所 范家禎 起訴

維 103 毒偵 183 毒品防制條例 本署 李翊寧 起訴

賢 103 速偵 609 竊盜 大同分局 陳正中 聲請簡易判決

賢 103 速偵 610 違背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程坤全 緩起訴處分

賢 103 速偵 611 違背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李瑾元 聲請簡易判決

賢 103 速偵 612 違背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林中元 聲請簡易判決

賢 103 速偵 613 賭博 內湖分局 郭周素美子 緩起訴處分

賢 103 速偵 614 違背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蘇文彬 聲請簡易判決

賢 103 速偵 615 違背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劉政毅 緩起訴處分

賢 103 速偵 616 違背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王木良 緩起訴處分

賢 103 速偵 617 違背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廖勝男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3 偵緝 180 竊盜 板橋分局 陳文仲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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