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平 108 偵 521 妨害自由 淡水分局 江○鍇 不起訴處分

平 108 偵 3255 妨害自由 淡水分局 楊○? 起訴

平 108 速偵 913 不能安全駕駛 南港分局 ?○頡 緩起訴處分

平 108 速偵 914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莊○爵 緩起訴處分

平 108 毒偵 167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和分局 彭○忠 起訴

正 108 聲沒 140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黃○生 宣告沒收

正 108 聲沒 141 偽造貨幣 本股 潘○芳 宣告沒收

法 108 偵 2667 妨害自由 淡水分局 盧○偉 不起訴處分

法 108 偵 2667 傷害 淡水分局 陳○民 起訴

治 108 撤緩毒偵 86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蔡○玄 起訴

治 108 軍撤緩毒偵 1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蔡○玄 起訴

治 108 軍撤緩毒偵 2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蔡○玄 起訴

紀 108 速偵 91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宮○延 聲請簡易判決

紀 108 速偵 922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陳○池 緩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10962 侵占 北投分局 游○華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調偵 939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淡水區所 宋○翰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調偵 939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淡水區所 陳○婷 不起訴處分

廉 108 速偵 915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劉○德 緩起訴處分

廉 108 速偵 916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游○琳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8 速偵 91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黃○美 緩起訴處分

廉 108 速偵 91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胡○安 緩起訴處分

廉 108 速偵 919 不能安全駕駛 蘆洲分局 陳○金 緩起訴處分

廉 108 速偵 920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王○光 緩起訴處分

廉 108 速偵 92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劉○樂 緩起訴處分

道 108 撤緩 234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梅○芳 撤銷緩起訴

維 108 偵 7423 非駕業務傷害 汐止分局 呂○惠 不起訴處分

維 108 偵 7423 非駕業務傷害 汐止分局 謝○秀 起訴

維 108 調偵 954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北投區所 施○華 起訴

維 108 調偵 964 駕駛業務傷害 基市信義區所 游○吉 起訴

維 108 調偵 965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士林區所 丁○寧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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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108 調偵 966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士林區所 呂○宏 起訴

德 108 偵 13232 重傷害 淡水分局 王○雄 起訴

確 108 撤緩 232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吳○昌 撤銷緩起訴

賢 108 撤緩 235 不能安全駕駛 本股 許○旺 撤銷緩起訴

霜 108 偵 9736 營利姦淫猥褻 大同分局 許○安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10723 非駕業務傷害 大同分局 邵○龍 起訴

霜 108 偵 12441 竊盜 南港分局 康○彰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8 偵 14179 非駕業務傷害 淡水分局 張○婕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14179 非駕業務傷害 淡水分局 劉○緯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14298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邊○勇 緩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14930 非駕業務傷害 南港分局 曹○耀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調偵 947 駕駛業務傷害 新北板橋區所 陳○興 起訴

霜 108 調偵 960 駕駛業務傷害 北市內湖區所 周○傑 起訴

霜 108 調偵 960 駕駛業務傷害 北市內湖區所 楊○劍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調偵 967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內湖區所 張○傑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調偵 979 駕駛業務傷害 北市南港區所 王○豹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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