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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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104 速偵 1783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王○駿 緩起訴處分

冬 104 速偵 1784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王○坤 緩起訴處分

冬 104 速偵 178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陳○光 緩起訴處分

冬 104 速偵 1786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李○瑋 緩起訴處分

冬 104 速偵 1787 不能安全駕駛 金山分局 陳○信 聲請簡易判決

冬 104 速偵 1788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阮○琳 聲請簡易判決

冬 104 速偵 1789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蔡○霖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4 撤緩 188 賭博 本股 鄒○安 撤銷緩起訴

忠 104 聲沒 184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李○育 宣告沒收

治 104 毒偵 2353 毒品防制條例 本○ 呂○嬌 起訴

律 104 偵 13783 詐欺 士林分局 李○謙 起訴

律 104 偵 13783 詐欺 士林分局 簡○澔 起訴

律 104 偵 12946 詐欺 吉○綠 簡○澔 起訴

律 104 偵 12953 詐欺 本股 李○謙 起訴

律 104 速偵 1774 不能安全駕駛 南港分局 林○烈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4 速偵 1775 不能安全駕駛 南港分局 張○妮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4 速偵 1776 營利姦淫猥褻 北投分局 翁○謙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4 速偵 1777 不能安全駕駛 信義分局 張○育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4 速偵 1778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李○吉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4 速偵 1779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陳○闓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4 速偵 178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4 速偵 1781 竊盜 北市刑大 潘○玲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4 速偵 178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陳○豪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4 偵 13699 詐欺 林○玉 陳○春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13699 詐欺 林○玉 林○松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13699 詐欺 林○玉 廖○翔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13699 詐欺 林○玉 王○宏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13702 公司法 洪○城 林○宏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13940 傷害 大同分局 倪○興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調偵 809 侵占 北市北投區所 林○龍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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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104 調偵 955 著作權法 北市內湖區所 王○帆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調偵 974 個人資料保護 新北淡水區所 江○怡 不起訴處分

泰 104 偵 1276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潘○宏 緩起訴處分

泰 104 偵 13172 家庭暴力防治 內湖分局 王○堅 不起訴處分

泰 104 偵 12587 不能安全駕駛 南港分局 楊○福 緩起訴處分

泰 104 偵 10694 傷害 淡水分局 李○成 起訴

泰 104 偵 10694 背信 淡水分局 周○ 不起訴處分

泰 104 偵 598 侵占 內湖分局 葉○豐 不起訴處分

泰 104 偵 9364 家庭暴力防治 士林地院 徐○瑩 不起訴處分

泰 104 偵 12262 家庭暴力防治 內湖分局 吳○輝 不起訴處分

泰 104 偵 13389 詐欺 黃○銘 方○益 不起訴處分

泰 104 偵 13389 詐欺 黃○銘 林○慶 不起訴處分

泰 104 偵 13389 詐欺 黃○銘 曾○發 不起訴處分

泰 104 偵 13389 詐欺 黃○銘 林○加 不起訴處分

寒 104 偵 9413 竊盜 汐止分局 王○倫 起訴

寒 104 毒偵 1762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余○誠 起訴

寒 104 毒偵 1802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林○標 起訴

維 104 毒偵緝 144 毒品防制條例 南港分局 傅○賓 起訴

德 104 速偵 179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江○麟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4 速偵 179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吳○惠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4 速偵 1792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董○源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4 速偵 1793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葉○彥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4 速偵 1794 傷害 士林分局 劉○銘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4 速偵 1794 傷害 士林分局 鄧○宏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4 毒偵 1543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曾○茹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毒偵 1830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張○農 起訴

確 104 毒偵 2008 毒品防制條例 樹林分局 林○義 起訴

確 104 毒偵 2048 毒品防制條例 本○ 吳○琪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偵 13209 非駕業務傷害 淡水分局 謝○安 起訴

確 104 毒偵緝 162 毒品防制條例 南港分局 邱○瑜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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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104 毒偵 2454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陳○源 起訴

確 104 調偵 982 非駕業務傷害 本股 柯○鈞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偵 12397 竊盜 北投分局 徐○雪 起訴

確 104 偵 11258 竊盜 士林分局 呂○蕙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4 偵 11876 竊盜 北投分局 徐○雪 起訴

確 104 偵 13431 非駕業務傷害 本股 楊○德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偵 13486 賭博 士林分局 唐○雄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4 偵 13486 賭博 士林分局 陳○鏗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4 偵 13486 賭博 士林分局 趙○進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4 偵 13486 賭博 士林分局 李○源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4 偵 13538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林○蓉 起訴

確 104 偵 12674 竊盜 北投分局 徐○雪 起訴

確 104 偵 13016 非駕業務傷害 大同分局 古○淳 起訴

確 104 偵 13750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王○愷 起訴

霜 104 毒偵 2359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廖○毅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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