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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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偵 1963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何○清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速偵 1964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張○南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速偵 1965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何○財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速偵 1966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鄭○剛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速偵 1967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陳○偉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速偵 1968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郝○中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速偵 1969 不能安全駕駛 蘆洲分局 許○鑫 聲請簡易判決

冬 103 速偵 1959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陳○圳 緩起訴處分

冬 103 速偵 1960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A○DINGTON 緩起訴處分

冬 103 速偵 1961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N○L THOMAS 緩起訴處分

冬 103 速偵 1962 竊盜 內湖分局 陳○綺 緩起訴處分

守 103 速偵 1941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郭○德 聲請簡易判決

守 103 速偵 194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警局 黨○宗 聲請簡易判決

守 103 速偵 1943 不能安全駕駛 蘆洲分局 余○源 聲請簡易判決

守 103 速偵 1944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謝○原 緩起訴處分

守 103 速偵 1945 不能安全駕駛 基港總隊 趙○瀅 緩起訴處分

法 103 選偵 1 妨害秩序 大同分局 陳○君 起訴

治 103 聲沒 136 賭博 本股 李○福 宣告沒收

治 103 聲沒 137 賭博 本股 黃○逸 宣告沒收

治 103 聲沒 137 賭博 本股 沈○鈞 宣告沒收

治 103 聲沒 137 賭博 本股 何○昀 宣告沒收

治 103 聲沒 138 賭博 本股 林○星 宣告沒收

治 103 聲沒 138 賭博 本股 陳詹○桃 宣告沒收

治 103 聲沒 138 賭博 本股 陳呂○華 宣告沒收

治 103 聲沒 138 賭博 本股 陳○香 宣告沒收

治 103 聲沒 138 賭博 本股 洪王○美 宣告沒收

治 103 聲沒 139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柯○君 宣告沒收

社 103 偵 3515 營業秘密法 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淑芬 劉○遠 不起訴處分

社 103 偵 5526 妨害自由 蔡○杰 張○倫 不起訴處分

社 103 偵 5526 妨害自由 蔡○杰 徐○健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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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103 速偵 1946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警局 林○福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947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潘○宗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948 不能安全駕駛 蘆洲分局 蔡○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949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夏○儀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950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方○智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95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許○超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95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郭○怡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953 不能安全駕駛 南港分局 李○遠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954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吳○廷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955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朱○雄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956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甘○強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957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R○SSELL WA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1958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高○來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3 毒偵 1574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蔡○展 不起訴處分

寒 103 偵 12561 竊盜 臺灣高檢 林○樹 不起訴處分

寒 103 偵 12561 竊盜 臺灣高檢 林○賢 不起訴處分

寒 103 偵 12562 駕駛業務傷害 潘○蜜 呂○睿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3 調偵 569 侵占 北市內湖區所 李○燈 不起訴處分

廉 103 偵 6448 侵占 本股 李○振 不起訴處分

廉 103 偵 6448 侵占 本股 楊○平 不起訴處分

廉 103 偵 6448 侵占 本股 洪○欽 不起訴處分

廉 103 偵 12373 妨害性自主罪 新○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37044330 緩起訴處分

廉 103 調偵 1070 著作權法 新北三芝區所 徐○佑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11553 傷害 汐止分局 陳○義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11553 傷害 汐止分局 簡○華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11860 傷害 北投分局 陳○靜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6443 妨害性自主罪 內湖分局 吳○吉 起訴

愛 103 調偵 1039 傷害 北市士林區所 潘○雲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調偵 1055 傷害 北市士林區所 何○錦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醫偵 26 業務過失傷害 許○絲 游○琳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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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3 醫偵 26 業務過失傷害 許○絲 李○東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醫偵 26 業務過失傷害 許○絲 陳○翰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醫偵 26 業務過失傷害 許○絲 張○屏 不起訴處分

會 103 偵 12148 妨害公務 士林分局 莊○姍 起訴

道 103 聲沒 132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謝○梅 宣告沒收

確 103 毒偵 1582 毒品防制條例 本○ 許○祥 起訴

確 103 毒偵 160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黃○豐 不起訴處分

確 103 毒偵 1670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謝○業 起訴

確 103 毒偵 1169 毒品防制條例 本○ 蘇○銘 起訴

確 103 毒偵 1554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林○庭 起訴

確 103 偵 12566 竊盜 士林分局 蔡○　 起訴

確 103 偵 12566 竊盜 士林分局 陳○霖 起訴

確 103 偵 12166 非駕業務傷害 康○禎 林○昌 不起訴處分

確 103 偵 12260 竊盜 大同分局 張○娟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3 偵 12434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蘇○瑋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3 偵 11889 竊盜 內湖分局 謝○倫 起訴

確 103 偵 8383 侵占 淡水分局 楊○升 起訴

確 103 偵 10272 毀棄損壞 淡水分局 李○德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3 偵 11028 贓物 刑事警局 林○立 不起訴處分

確 103 偵 11317 駕駛業務傷害 大同分局 莊○誠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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