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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04 偵續 432 商標法 智財分署 侯○順 起訴

冬 105 偵 3661 妨害名譽 淡水分局 施○傑 不起訴處分

冬 105 偵 3869 詐欺 臺灣高檢 葉○昌 不起訴處分

冬 105 偵 4041 妨害名譽 南港分局 潘○慧 不起訴處分

冬 105 偵緝 86 詐欺 本股 呂○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緝 171 駕駛業務傷害 新店分局 王○霖 起訴

玉 104 偵 12850 賭博 內湖分局 郭○謙 不起訴處分

玉 104 偵 12850 賭博 內湖分局 陳○璇 不起訴處分

玉 104 偵 12850 賭博 內湖分局 李○ 不起訴處分

玉 104 偵 12850 賭博 內湖分局 王○鈞 不起訴處分

玉 104 調偵續 6 毀損債權 臺灣高檢 張○蘭 不起訴處分

忠 105 偵 4616 竊盜 大同分局 甯○ 起訴

忠 105 偵 5328 竊盜 鄧○琴 董○蘭 不起訴處分

忠 105 毒偵 694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黃○鈞 起訴

忠 105 毒偵 838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林○聖 起訴

忠 105 毒偵 731 毒品防制條例 金山分局 林○智 起訴

忠 105 調偵 390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內湖區所 王○全 不起訴處分

忠 105 調偵 403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內湖區所 蘇○丞 不起訴處分

忠 105 調偵 405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南港區所 林○豪 不起訴處分

治 105 偵 3148 竊盜 基港總隊 謝○豐 不起訴處分

治 105 偵 3148 竊盜 基港總隊 洪○讚 不起訴處分

治 105 偵 3413 非駕業務傷害 士林分局 吳○春 起訴

治 105 偵 2888 賭博 南五分局 金○祥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356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吳○璋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35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蔡○臣 緩起訴處分

信 105 速偵 358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黃○書 緩起訴處分

信 105 速偵 35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簡○德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360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鄧○文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36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張○銘 緩起訴處分

信 105 速偵 36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沈○龍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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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5 速偵 363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黃○慧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36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田○仁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365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鄭○聰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36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陳○明 聲請簡易判決

氣 105 偵 5058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蔡○明 聲請簡易判決

氣 105 調偵 210 竊佔 桃市中壢區所 陳○中 緩起訴處分

寒 105 調偵 234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士林區所 李○玲 不起訴處分

寒 105 毒偵緝 75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曾○清 起訴

寒 105 毒偵緝 49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張○源 無施傾向處分

寒 105 毒偵緝 50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張○源 無施傾向處分

寒 105 毒偵 658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簡○雄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5 毒偵 500 毒品防制條例 本○ 楊○筑 起訴

寒 105 毒偵 517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謝○和 起訴

寒 105 毒偵 558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陳○亦 起訴

寒 105 毒偵 244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黃○峰 起訴

寒 105 毒偵 346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張○華 起訴

寒 105 毒偵 351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張○華 起訴

寒 105 毒偵 378 毒品防制條例 海山分局 陳○佑 起訴

寒 105 毒偵 38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林○輝 起訴

寒 105 毒偵 45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陳○倫 起訴

寒 105 毒偵 457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郭○豪 起訴

寒 105 撤緩毒偵 23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吳○堂 起訴

寒 105 偵緝 364 詐欺 文山一局 陳○霖 起訴

寒 105 偵緝 367 詐欺 淡水分局 林○松 起訴

寒 105 偵緝 408 竊盜 中正二局 L○VINGS WI 起訴

寒 105 毒偵 20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吳○麒 起訴

寒 105 毒偵 5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李○松 起訴

寒 105 毒偵 102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劉○玉 起訴

寒 105 毒偵 107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呂○成 起訴

寒 105 毒偵 123 毒品防制條例 中正一局 李○松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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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105 毒偵 13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林○達 起訴

寒 105 偵 1423 賭博 大同分局 林○彩 起訴

寒 104 偵 13497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李○達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5 偵 3509 詐欺 臺灣高檢 陳○霖 起訴

寒 105 偵 3998 竊盜 士林分局 林○憲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5 速偵 36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王○蔚 緩起訴處分

道 105 速偵 36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沈○祐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5 速偵 369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石○勤 緩起訴處分

道 105 速偵 370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吳○圳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5 速偵 371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侯○良 緩起訴處分

道 105 速偵 372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林○旺 緩起訴處分

道 105 速偵 373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范○文 緩起訴處分

綱 105 撤緩 70 不能安全駕駛 本股 杜○平 撤銷緩起訴

維 105 撤緩 72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龔○珠 撤銷緩起訴

維 105 聲沒 97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李○君 宣告沒收

維 105 撤緩毒偵 24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劉○華 起訴

維 105 偵 4815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李○廣 起訴

維 104 偵 13943 非駕業務傷害 王○雯 許○女 起訴

維 103 偵 13095 詐欺 最高法院 許○楓 不起訴處分

維 104 偵 12161 竊盜 汐止分局 陳○旺 起訴

維 105 偵 3132 非駕業務傷害 淡水分局 劉○庭 不起訴處分

維 105 偵 3132 非駕業務傷害 淡水分局 林○順 不起訴處分

維 104 毒偵 2759 毒品防制條例 蘆洲分局 盧○鍾 起訴

維 104 調偵 860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士林區所 王○雯 起訴

確 105 偵 1971 妨害兵役條例 新北市後指部 靳○祐 不起訴處分

確 105 偵 2548 竊盜 士林分局 林○安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毒偵 1872 毒品防制條例 本○ 王○文 無施用不起訴

確 104 毒偵 2281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方○富 無施傾向處分

確 105 偵 4748 非駕業務傷害 臺灣高檢 吳○仁 不起訴處分

確 105 偵 4139 竊盜 士林分局 沈○雷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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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105 偵 3237 竊盜 淡水分局 徐○富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5 偵 3987 詐欺 汐止分局 陳○志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5 偵 3988 詐欺 汐止分局 陳○志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5 偵緝 333 詐欺 大安分局 李○憲 不起訴處分

確 105 毒偵 208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吳○鴻 起訴

確 105 毒偵 215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陳○宏 無施傾向處分

確 105 毒偵 476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郭○敏 起訴

確 105 毒偵 367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王○楙 起訴

確 105 毒偵 637 毒品防制條例 本○ 邱○豪 起訴

確 105 毒偵緝 55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駱○卿 無施傾向處分

確 105 毒偵 757 毒品防制條例 本○ 邱○豪 起訴

確 105 調偵 287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大同區所 吳○仁 不起訴處分

確 105 調偵 351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萬華區所 林○恩 不起訴處分

確 105 調偵 351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萬華區所 蔡○明 不起訴處分

確 105 調偵 363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淡水區所 曾○璋 不起訴處分

確 105 調偵 406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南港區所 游○華 不起訴處分

霜 105 毒偵緝 81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何○恩 起訴

霜 105 毒偵 620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原○ 起訴

霜 105 撤緩毒偵 26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潘○宏 起訴

霜 105 聲沒 98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謝○珊 宣告沒收

霜 105 聲沒 99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王○峰 宣告沒收

霜 105 聲沒 100 賭博 本股 郭○仁 宣告沒收

霜 105 偵 3702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羅○裕 不起訴處分

霜 105 偵 4365 竊盜 南港分局 黃○星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5 偵 4411 竊盜 內湖分局 黃○琴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5 偵 3435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胡○正 起訴

騰 105 偵 357 妨害自由 北投分局 郭○德 不起訴處分

騰 105 偵 1374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胡○正 起訴

騰 105 偵續 3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陳○財 不起訴處分

騰 105 毒偵 504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陳○榮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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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 105 撤緩毒偵 20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李○慶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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