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03 偵 8190 強制性交 淡水分局 張○峻 不起訴處分

仁 103 偵 8485 毀棄損壞 張○同 張○穗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偵 8485 毀棄損壞 張○同 張○玉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偵 8981 強制性交 內湖分局 林○光 不起訴處分

仁 103 偵 10057 偽造文書 葉○有 葉○誠 不起訴處分

仁 103 偵 10062 詐欺 大同分局 段○洛 不起訴處分

仁 103 偵 10127 傷害 內湖分局 張○豪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偵 10417 妨害自由 大同分局 G○AP VAN D 不起訴處分

仁 103 偵 10521 強制猥褻 蘆洲分局 陳○彬 起訴

仁 103 偵 10894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林○福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偵 11017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陳○明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偵續 311 妨害風化罪 臺灣高檢 汪○龍 不起訴處分

仁 103 偵 11250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曹○正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偵續 247 傷害 臺灣高檢 羅○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3 偵 7721 妨害自由 汐止分局 廖○耀 不起訴處分

來 103 偵 7721 妨害自由 汐止分局 吳○鋒 不起訴處分

來 103 偵 10015 妨害名譽 汐止分局 袁○豪 不起訴處分

秋 102 偵續 229 恐嚇 臺灣高檢 陳○良 不起訴處分

秋 102 偵續 229 恐嚇 臺灣高檢 呂○惠 不起訴處分

堅 103 偵續 251 詐欺 臺灣高檢 楊○琁 不起訴處分

堅 103 偵續 251 詐欺 臺灣高檢 陳○培 不起訴處分

堅 103 偵續 251 詐欺 臺灣高檢 林○珠 不起訴處分

堅 103 偵續 251 詐欺 臺灣高檢 李○庚 不起訴處分

堅 103 偵續 251 詐欺 臺灣高檢 高○庭 不起訴處分

堅 103 調偵 613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淡水區所 李○學 起訴

堅 103 偵緝 672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潘○城 不起訴處分

宿 103 速偵 1757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王○秀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75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洪○楷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75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吳○貴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760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張○智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76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鄭○昇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76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陳○昌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763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謝○山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764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徐○玲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765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陳○浩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3 調偵 992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大同區所 陳○明 不起訴處分

寒 103 調偵 994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汐止區所 廖○盛 不起訴處分

寒 103 調偵 994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汐止區所 黃○璋 不起訴處分

寒 103 毒偵 1414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吳○清 起訴

寒 103 毒偵 1453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劉○煌 不起訴處分

寒 103 毒偵 1471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潘○城 起訴

寒 103 毒偵 1492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林○勛 起訴

寒 103 偵 10352 非駕業務傷害 北投分局 李○錦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3 偵 10118 竊盜 大同分局 林○生 起訴

寒 103 偵 9873 竊盜 大同分局 林○生 起訴

寒 103 偵 9577 非駕業務傷害 張○玉 林○助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3 速偵 1766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郭○秝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3 速偵 1767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傅○強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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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103 速偵 176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沈○順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3 速偵 1769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王○龍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3 速偵 1770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藍○山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3 速偵 177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呂○誠 緩起訴處分

結 103 速偵 1772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謝○村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3 撤緩 188 竊盜 本股 劉○伶 撤銷緩起訴

霜 103 毒偵 1530 毒品防制條例 中正二局 楊○慧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3 毒偵緝 114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曹○賢 不起訴處分

霜 103 偵 11262 竊盜 大同分局 陳○維 起訴

霜 103 毒偵 829 毒品防制條例 本○ 黃○康 起訴

霜 103 毒偵 85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林○駿 起訴

霜 103 毒偵 1410 毒品防制條例 本○ 黃○康 起訴

霜 103 偵 9819 竊盜 南港分局 梁○傑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3 偵 9336 非駕業務傷害 余○子 盧○惠 起訴

霜 103 偵 6775 非駕業務傷害 汐止分局 李○山 起訴

霜 103 偵 6775 非駕業務傷害 汐止分局 許○捷 起訴

霜 103 偵 8860 竊盜 北投分局 羅○從 緩起訴處分

霜 103 偵 10658 侵占 士林分局 童○儀 不起訴處分

霜 103 偵 10856 毀棄損壞 內湖分局 張○綺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3 偵 10442 竊盜 內湖分局 洪○達 不起訴處分

霜 103 偵 11098 過失傷害 臺灣高檢 余○子 起訴

霜 103 偵 11180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陳○水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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