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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104 偵 6046 強制性交 汐止分局 王○順 起訴

冬 104 偵 4905 詐欺 臺灣高檢 黃○珍 不起訴處分

冬 104 偵 4905 詐欺 臺灣高檢 何○熹 不起訴處分

冬 103 調偵 1203 侵占 北市內湖區所 施○月 不起訴處分

冬 104 偵 736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陳○敏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4 偵 6787 竊盜 大同分局 郭○宗 起訴

忠 104 偵 6798 竊盜 大同分局 江○龍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偵 6886 駕駛業務傷害 北投分局 方○華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毒偵 1117 毒品防制條例 中正一局 陳○興 起訴

忠 104 偵 2427 非駕業務傷害 蘆洲分局 游○祥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偵 3620 竊盜 汐止分局 陳○珍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偵 6707 竊盜 大同分局 郭○宗 起訴

忠 104 毒偵 1195 毒品防制條例 南港分局 黃○福 起訴

忠 104 毒偵 1213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林○慧 起訴

忠 104 毒偵 1174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曹○華 起訴

忠 104 毒偵 128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軒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調偵 566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淡水區所 黃○文 起訴

治 104 毒偵 1226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黃○偉 起訴

治 104 偵 4696 毀棄損壞 北投分局 江○煌 不起訴處分

治 104 偵 2906 竊盜 基市警局 林○玉 聲請簡易判決

治 104 偵 3217 賭博 內湖分局 陳○翰 聲請簡易判決

治 104 偵 3217 賭博 內湖分局 盧○柔 聲請簡易判決

治 104 偵 3217 賭博 內湖分局 李○嫣 聲請簡易判決

治 104 偵 3217 賭博 內湖分局 林○森 聲請簡易判決

治 104 偵 3448 毀棄損壞 大同分局 莊○琴 不起訴處分

治 104 毒偵 1097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游○鵬 起訴

治 104 偵緝 485 詐欺 中一分局 吳○仁 起訴

治 104 偵 6964 非駕業務傷害 大同分局 楊○霖 聲請簡易判決

治 104 偵 7387 竊盜 大同分局 徐○智 起訴

治 104 偵 7267 非駕業務傷害 淡水分局 曹○程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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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104 偵 7270 臺灣大陸條例 本股 陳○隆 追加起訴

勇 104 偵 7151 偽造文書 張○崙 張○鈞 不起訴處分

勇 104 偵 212 偽造文書 本股 劉○仁 起訴

勇 104 選偵 13 選舉罷免法 郭○興 林○邦 不起訴處分

寒 104 調偵 572 駕駛業務傷害 北市大同區所 邱○煌 起訴

寒 104 調偵 586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內湖區所 山本○樹 不起訴處分

寒 104 調偵 589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北投區所 羅○彬 起訴

寒 104 調偵 600 駕駛業務傷害 新北汐止區所 郭○安 起訴

寒 104 偵 6740 竊盜 北投分局 林○呈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4 偵 3635 非駕業務傷害 汐止分局 林○漢 不起訴處分

寒 104 偵 5123 竊盜 淡水分局 白○中 不起訴處分

寒 104 偵 5670 非駕業務傷害 臺灣高檢 姚○仁 起訴

寒 104 偵緝 486 非駕業務傷害 瑞芳分局 杜○彰 起訴

寒 104 毒偵 1025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江○蘭 起訴

寒 104 毒偵 1088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徐○祺 起訴

寒 104 毒偵 111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蔡○銘 起訴

會 104 速偵 104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顏○龍 緩起訴處分

會 104 速偵 104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張○瑄 緩起訴處分

會 104 速偵 1047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洪○毅 緩起訴處分

會 104 速偵 1048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林○維 緩起訴處分

會 104 速偵 1049 不能安全駕駛 南港分局 崔○禮 緩起訴處分

會 104 速偵 1050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王○文 緩起訴處分

會 104 速偵 1051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洪○松 緩起訴處分

會 104 速偵 1052 不能安全駕駛 蘆洲分局 張○雄 聲請簡易判決

會 104 速偵 1053 不能安全駕駛 蘆洲分局 盧○華 聲請簡易判決

會 104 速偵 1054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段○偉 聲請簡易判決

會 104 速偵 1055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簡○丞 聲請簡易判決

會 104 速偵 105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陳○田 緩起訴處分

會 104 速偵 1057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曾○里 聲請簡易判決

維 104 毒偵 746 毒品防制條例 中正二局 ○源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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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104 偵 3639 傷害 張○陽 張○祥 不起訴處分

維 104 偵 3639 傷害 張○陽 張○賜 不起訴處分

維 104 偵 6557 賭博 北市刑大 邱○傑 聲請簡易判決

維 104 偵 4869 毀棄損壞 許○源 林○秋 不起訴處分

維 104 偵 135 竊盜 北投分局 歐○頂 起訴

維 104 偵 3141 竊盜 北投分局 歐○頂 起訴

維 104 偵 2515 竊盜 淡水分局 劉○健 不起訴處分

德 103 偵 9676 證券交易法 北部機動站 蔡○格 起訴

德 103 偵 9676 證券交易法 北部機動站 劉○宏 起訴

德 103 偵 9676 證券交易法 北部機動站 吳○丰 起訴

德 103 偵 9676 證券交易法 北部機動站 翁○治 起訴

德 103 偵 9676 證券交易法 北部機動站 王○寶 起訴

德 103 偵 9676 證券交易法 北部機動站 曾○利 起訴

德 104 偵 6433 詐欺 林○慶 曾○新 不起訴處分

德 104 偵 1873 詐欺 內湖分局 林○君 不起訴處分

德 104 偵 7204 詐欺 永○國際運輸有限公司 羅○展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偵 6885 竊盜 北投分局 黃○中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偵 6797 竊盜 士林分局 張○姍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偵 7564 非駕業務傷害 南港分局 楊○仁 起訴

確 104 偵 309 公共危險 淡水分局 黃○陞 緩起訴處分

賢 104 速偵 103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葉○基 緩起訴處分

賢 104 速偵 1040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潘○旺 緩起訴處分

賢 104 速偵 1041 妨害風化罪 汐止分局 楊○凱 聲請簡易判決

賢 104 速偵 1042 不能安全駕駛 南港分局 廖○元 緩起訴處分

賢 104 速偵 1043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廖○蓉 緩起訴處分

賢 104 速偵 1044 不能安全駕駛 蘆洲分局 潘○一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4 偵 7334 竊盜 北投分局 張○蘭 不起訴處分

霜 104 毒偵 873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曾○豐 緩起訴處分

霜 104 毒偵 1126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何○恩 起訴

霜 104 毒偵 1140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林○翔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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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 104 偵緝 504 竊盜 三重分局 謝○壯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4 偵 3653 賭博 北市刑大 陳○德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4 少連偵 38 詐欺 臺灣高檢 陳○群 不起訴處分

霜 104 毒偵 1245 毒品防制條例 基港總隊 方杜○洪 起訴

霜 104 毒偵 1251 毒品防制條例 本○ 江○霞 起訴

霜 104 毒偵 134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成 起訴

霜 104 撤緩毒偵 61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江○霞 起訴

霜 104 毒偵 1175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廖○瑋 起訴

霜 104 毒偵 1176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陳○賢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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