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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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 105 速偵 5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許○雄 緩起訴處分

宏 105 速偵 55 不能安全駕駛 金山分局 賴○圳 聲請簡易判決

宏 105 速偵 56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蘇○義 聲請簡易判決

宏 105 速偵 57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方○正 聲請簡易判決

宏 105 速偵 58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王○正 聲請簡易判決

宏 105 速偵 59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馬○中 聲請簡易判決

宏 105 速偵 60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陳○割 緩起訴處分

宏 105 速偵 6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游○仰 緩起訴處分

宏 105 速偵 6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謝○安 緩起訴處分

宏 105 速偵 6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葉○婷 緩起訴處分

宏 105 速偵 64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李○ 緩起訴處分

宏 105 速偵 6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邱○忠 聲請簡易判決

宏 105 速偵 6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林○佑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5 毒偵 2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潘○飛 起訴

忠 104 毒偵 2388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潘○飛 起訴

忠 105 毒偵 65 毒品防制條例 本○ 林○萱 起訴

忠 105 毒偵 111 毒品防制條例 南港分局 林○萱 起訴

忠 105 毒偵 164 毒品防制條例 本○ 林○萱 起訴

忠 105 毒偵 219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江○賢 起訴

忠 105 毒偵 250 毒品防制條例 本○ 林○萱 起訴

忠 105 偵 1097 非駕業務傷害 南港分局 董黃○美 不起訴處分

忠 105 偵 1977 非駕業務傷害 汐止分局 余○穆 不起訴處分

忠 105 偵 2126 業務過失傷害 鍾○卿 林○楊 不起訴處分

治 105 聲沒 31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黃○頁 宣告沒收

治 105 戒毒偵 3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張○祥 戒治滿不起訴

治 104 偵 8749 駕駛業務傷害 內湖分局 賴○鈞 不起訴處分

治 104 偵 9777 非駕業務傷害 汐止分局 施○錦 不起訴處分

治 104 偵 13295 竊盜 淡水分局 邱○立 不起訴處分

治 104 毒偵 279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良 起訴

寒 105 偵 583 詐欺 淡水分局 高○雯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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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 105 偵 870 誣告 戴○錫 沈○金 不起訴處分

揚 105 偵 55 公共危險 汐止分局 塗○成 緩起訴處分

揚 104 偵 8452 詐欺 淡水分局 朱○興 不起訴處分

廉 104 偵 9479 偽造文書 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鄭○豐 不起訴處分

廉 104 偵 9479 偽造文書 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李○裕 不起訴處分

廉 104 偵緝 564 詐欺 中正一局 林○信 起訴

道 104 偵 12030 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高檢 陳○維 不起訴處分

道 105 調偵 75 妨害名譽 北市士林區所 李鄭○霞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5 調偵 90 商標法 新北淡水區所 張○涵 緩起訴處分

道 105 調偵 139 傷害 北市南港區所 蔡○錡 不起訴處分

道 105 調偵 139 傷害 北市南港區所 塗○隆 不起訴處分

道 105 偵 1557 侵占 內湖分局 陳○齊 緩起訴處分

道 105 偵 1774 偽造文書 汐止分局 周○堂 聲請簡易判決

維 105 毒偵 45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林○亨 起訴

確 104 毒偵 1842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連○誠 起訴

確 104 毒偵 279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健 起訴

確 105 偵 289 竊盜 南港分局 馬○逸 起訴

確 105 偵 1035 賭博 士林分局 黃○子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4 偵 12062 竊盜 大同分局 連○吉 起訴

確 104 偵 12473 竊盜 淡水分局 歐陽○泉 起訴

確 104 毒偵 2668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劉○達 起訴

確 104 毒偵 2713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宮○森 起訴

確 104 毒偵 2718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連○誠 起訴

確 104 偵 10837 非駕業務傷害 北投分局 黃○誠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偵 14281 非駕業務傷害 士林分局 張○雨 起訴

確 104 偵 14599 非駕業務傷害 國道九隊 王○林 起訴

確 104 偵 14613 毀棄損壞 士林分局 馬○衛 不起訴處分

確 105 偵 1720 毀棄損壞 汐止分局 彭○傑 不起訴處分

確 105 偵 1158 竊盜 內湖分局 王○期 緩起訴處分

確 105 聲沒 35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曾○茹 宣告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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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105 聲沒 36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陳○宗 宣告沒收

賢 104 偵緝 950 妨害兵役條例 北市刑大 黃○民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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