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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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速偵 275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白○發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4 速偵 27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廖○振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4 速偵 277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葉○明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3 偵 11873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張○德 聲請簡易判決

安 103 偵 13561 殺人 汐止分局 H○ANG NGOC 不起訴處分

安 103 偵 13561 傷害 汐止分局 H○ DUC TUA 起訴

安 103 偵 13561 傷害 汐止分局 N○YEN TUAN 起訴

安 103 偵 13561 殺人 汐止分局 H○ HUY BIN 起訴

安 103 偵 13561 殺人 汐止分局 H○ LINH VI 不起訴處分

安 104 偵 1343 公共危險 內湖分局 邢○信 不起訴處分

安 104 偵 1348 妨害名譽 新莊分局 楊○偉 聲請簡易判決

安 104 偵 1851 殺人 汐止分局 H○ANG NGOC 不起訴處分

安 104 偵 1851 傷害 汐止分局 H○ DUC TUA 起訴

安 104 偵 1851 傷害 汐止分局 N○YEN TUAN 起訴

安 104 偵 1851 殺人 汐止分局 H○ HUY BIN 起訴

安 104 偵 1851 殺人 汐止分局 H○ LINH VI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偵 1946 非駕業務傷害 士林分局 林吳○屏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偵 1395 竊盜 內湖分局 黃蔡○金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3 毒偵 1653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緯 無施傾向處分

忠 104 撤緩毒偵 17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陳○瀚 起訴

明 104 速偵 27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柳○琪 聲請簡易判決

明 104 速偵 27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蔡○杏 緩起訴處分

明 104 速偵 28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江○慶 緩起訴處分

明 104 速偵 281 不能安全駕駛 南港分局 尤○來 聲請簡易判決

治 103 偵緝 556 竊盜 花港總隊 林○蓁 不起訴處分

律 103 偵 13597 詐欺 士林分局 莊○凱 起訴

寒 104 偵 1560 非駕業務傷害 內湖分局 葉○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4 偵 2038 詐欺 臺灣高檢 林○平 不起訴處分

寒 104 偵 2097 賭博 士林分局 張○君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4 偵緝 88 竊盜 淡水分局 黃○維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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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104 調偵 184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內湖區所 蔡○廷 不起訴處分

寒 104 偵 1694 非駕業務傷害 許○豪 官○村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4 毒偵 33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李○生 起訴

寒 104 毒偵 90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胡○煌 起訴

寒 104 毒偵 152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謝○松 起訴

寒 104 毒偵 282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林○治 起訴

寒 104 毒偵 30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德 起訴

寒 104 毒偵緝 11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徐○皓 無施傾向處分

寒 104 偵 1794 毀棄損壞 北投分局 陳○謙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1733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黃○芳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4 速偵 282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黃○堯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4 速偵 283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陳○芝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4 速偵 284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朱○文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4 速偵 285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何○同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4 偵 1652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律○仁 起訴

結 104 偵 1669 妨害自由 士林分局 王○明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1669 妨害自由 士林分局 吳○榮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1691 妨害名譽 台○萬事達通路股份有限公司 黃○舟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1692 誣告 林○軫 劉○君 起訴

結 104 偵 1161 詐欺 汐止分局 范○朋 不起訴處分

會 103 少連偵 75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葉○濬 起訴

會 104 撤緩偵 27 不能安全駕駛 本股 黃○書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4 聲沒 14 商標法 本股 李○樺 宣告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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