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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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104 偵 4248 妨害公務 新店分局 高○文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偵 4282 竊盜 內湖分局 張○銘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偵 4698 竊盜 松山分局 王○治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4730 賭博 中山分局 陶○文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4730 賭博 中山分局 李○彥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4730 賭博 中山分局 紀○佳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4730 賭博 中山分局 林○賢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4802 竊盜 松山分局 王○治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4932 竊盜等 文山一局 張○銘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5984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李○隆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3 選偵 26 選舉罷免法等 本股 張○堂 起訴

玉 103 選偵 26 選舉罷免法等 本股 阮○雄 起訴

玉 103 選偵 26 選舉罷免法等 本股 蔡○德 起訴

玉 103 選偵 26 選舉罷免法等 本股 阮馬○花 起訴

玉 103 選偵 26 選舉罷免法等 本股 潘○義 起訴

玉 103 選偵 26 選舉罷免法等 本股 黃○強 起訴

玉 103 選偵 26 選舉罷免法等 本股 張○龍 起訴

玉 103 選偵 26 選舉罷免法等 本股 陳○全 起訴

玉 104 選偵 31 選舉罷免法等 新店分局 蔡○德 起訴

玉 104 選偵 31 選舉罷免法等 新店分局 張○龍 起訴

玉 104 選偵 31 選舉罷免法等 新店分局 潘○義 起訴

玉 104 選偵 31 選舉罷免法等 新店分局 黃○強 起訴

玉 104 選偵 32 選舉罷免法等 新店分局 阮○雄 起訴

玉 104 選偵 32 選舉罷免法等 新店分局 阮馬○花 起訴

玉 104 選偵 32 選舉罷免法等 新店分局 潘○義 起訴

玉 104 選偵 32 選舉罷免法等 新店分局 黃○強 起訴

玉 104 選偵 33 選舉罷免法等 新店分局 張○堂 起訴

玉 104 選偵 33 選舉罷免法等 新店分局 黃○強 起訴

玉 104 選偵 33 選舉罷免法等 新店分局 潘○義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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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104 選偵 33 選舉罷免法等 新店分局 陳○全 起訴

玉 104 選偵 34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張○堂 起訴

玉 104 選偵 34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潘○義 起訴

玉 104 選偵 34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黃○強 起訴

玉 104 選偵 35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蔡○德 起訴

玉 104 選偵 35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潘○義 起訴

玉 104 選偵 35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張○龍 起訴

玉 104 選偵 36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阮○雄 起訴

玉 104 選偵 36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阮馬○花 起訴

玉 104 選偵 36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潘○義 起訴

玉 104 選偵 36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黃○強 起訴

玉 104 選偵 36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徐○良 起訴

玉 104 選偵 37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陳○櫻 起訴

玉 104 選偵 37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徐○明 起訴

玉 104 選偵 37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潘○義 起訴

玉 104 選偵 37 選舉罷免法等 新北市調查處 黃○強 起訴

光 104 偵續 3 銀行法等 臺灣高檢 蔡○明 不起訴處分

年 104 速偵 967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陳○揚 聲請簡易判決

年 104 速偵 968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高○村 聲請簡易判決

年 104 速偵 969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翁○山 聲請簡易判決

年 104 速偵 970 公共危險 文山二局 高○萍 聲請簡易判決

年 104 速偵 971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侯○婷 聲請簡易判決

年 104 速偵 972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陳○宗 聲請簡易判決

年 104 速偵 973 公共危險 中正一局 陳○豐 聲請簡易判決

年 104 速偵 974 公共危險 松山分局 邱○銘 聲請簡易判決

年 103 偵 18859 詐欺等 黃○成 王○賢 不起訴處分

年 103 偵 18859 詐欺等 黃○成 楊○淇 不起訴處分

年 103 偵 18859 詐欺等 黃○成 陳○瑩 不起訴處分

年 103 偵 18859 詐欺等 黃○成 李○成 不起訴處分

年 103 偵續一 103 個人資料保護等 臺灣高檢 江○朝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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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3 偵續一 103 個人資料保護等 臺灣高檢 楊○良 不起訴處分

年 104 撤緩 115 毒品防制條例 守○ 彭○梅 撤銷緩起訴處分

收 104 調偵 322 傷害 北市中正區所 謝○泰 起訴

收 104 調偵 322 侵占等 北市中正區所 廖○慧 不起訴處分

收 104 毒偵 23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聞○麟 不起訴處分

收 104 偵 187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聞○麟 不起訴處分

收 104 偵 2998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繆○順 不起訴處分

收 104 偵 3086 偽造文書 大安分局 蔡○婷 起訴

收 104 偵 3381 偽造文書 本股 吳○德 聲請簡易判決

臣 104 偵 361 賭博 中正一局 徐○禎 聲請簡易判決

臣 104 偵 361 賭博 中正一局 李○壽 聲請簡易判決

臣 104 偵 5368 偽造文書 新店分局 張○ 不起訴處分

臣 104 偵 4670 誣告 高○雲 陳○欣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偵 4400 賭博 新店分局 蔡○福 聲請簡易判決

君 104 偵 4400 賭博 新店分局 顏○ 聲請簡易判決

君 104 偵 4400 賭博 新店分局 蘇○長 聲請簡易判決

君 104 偵 4400 賭博 新店分局 劉○承 聲請簡易判決

君 104 偵 4400 賭博 新店分局 周○智 聲請簡易判決

君 104 偵 4300 竊盜 中正二局 王○華 起訴

君 104 偵 4246 賭博 中山分局 楊○芬 聲請簡易判決

君 104 偵 5075 賭博 松山分局 張○構 緩起訴處分

君 103 偵 24853 傷害等 新店分局 蔡○財 不起訴處分

君 103 偵 24853 傷害等 新店分局 陳○義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偵 4170 竊盜 中正二局 王○華 起訴

君 104 偵續一 12 誣告 臺灣高檢 陳○志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毒偵 583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鄭○鴻 起訴

君 104 調偵 413 侵占等 北市中正區所 詹○火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調偵 413 侵占等 北市中正區所 詹○儀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調偵 413 侵占等 北市中正區所 詹○婕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調偵 413 侵占等 北市中正區所 詹○雲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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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104 少連偵緝 2 竊盜 中山分局 周○嵐 起訴

辰 104 偵 4285 竊盜 中山分局 簡○傑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偵 4080 妨害風化罪 松山分局 蕭○松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偵 1639 家庭暴力之傷害 郭○惠 劉○維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辰 104 偵 770 詐欺 陳○軒 吳○儒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偵 5166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洪○昌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偵 4935 侵占 文山一局 李○綾 緩起訴處分

辰 104 偵 4571 竊盜 萬華分局 鐘○仙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偵 4572 竊盜 萬華分局 鐘○仙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偵 4729 賭博 中山分局 張○孝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偵 4729 賭博 中山分局 徐○德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偵 4729 賭博 中山分局 范○齊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偵 4729 賭博 中山分局 戚○暢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偵 6044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呂○君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偵 5846 公共危險等 中山分局 林○政 起訴

來 104 撤緩 99 毒品防制條例 意○ 張○恩 撤銷緩起訴處分

來 104 撤緩 100 毒品防制條例 意○ 張○恩 撤銷緩起訴處分

往 104 偵緝 194 傷害 萬華分局 林○志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毒偵 383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簡○傑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 5769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王○信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3310 妨害農工商 本股 陳○宏 不起訴處分

金 103 偵 811 恐嚇取財 張○珍 張○琦 起訴

金 103 偵 811 恐嚇取財 張○珍 陳○智 起訴

金 103 偵 811 恐嚇取財 張○珍 張○逸 起訴

則 104 偵 2738 賭博 中山分局 黃○祥 緩起訴處分

則 103 偵 25181 妨害自由 新店分局 鄢○衡 不起訴處分

則 104 偵 5346 竊盜 新店分局 謝○榮 聲請簡易判決

則 104 偵 4793 性犯罪防治法 臺○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施○懷 緩起訴處分

則 104 調偵 416 妨害自由 北市松山區所 楊○錩 緩起訴處分

為 104 調偵緝 34 家庭暴力之妨害自由等 北市中正區所 劉○民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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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04 偵 4443 公共危險 本股 林○燕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5863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范○堂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4 偵 5948 詐欺 本股 林○諭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4090 妨害風化罪 信義分局 康○民 緩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19705 竊盜 信義分局 宋○平 不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24029 商標法 三重分局 方○緯 緩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24262 著作權法等 智財分署 伍○明 緩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24498 著作權法等 中山分局 唐○君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毒偵 35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游○美 聲請簡易判決

書 104 調偵 19 詐欺 新北板橋區所 潘○伶 不起訴處分

書 103 偵 22693 詐欺 林○鉉 呂○美 不起訴處分

書 103 偵 23424 詐欺 李○保 鄭○芬 不起訴處分

書 104 偵 3934 詐欺 詹○郎 林○明 不起訴處分

荒 103 偵 11205 偽造文書等 本股 陳○蓉 起訴

荒 103 偵 11205 侵占等 本股 蔡○文 不起訴處分

荒 104 偵 5201 竊盜 萬華分局 羅○順 不起訴處分

荒 104 偵 5830 妨害信用 環○企業有限公司 王○根 不起訴處分

荒 104 偵 5831 過失傷害 潘○ 葉○邦 不起訴處分

荒 104 撤緩偵 52 公共危險 退○ 余○弘 起訴

荒 104 偵 5719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吳○川 不起訴處分

荒 104 調偵 556 業務過失傷害 北市松山區所 趙○傑 不起訴處分

崑 104 偵 3764 傷害 文山二局 吳○堂 聲請簡易判決

崑 104 偵 3527 妨害自由 中山分局 林○勇 不起訴處分

崑 103 偵 25570 竊盜 大安分局 吳○佳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速偵 975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呂○良 緩起訴處分

張 104 速偵 976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邱○雄 緩起訴處分

張 104 速偵 977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陳○印 緩起訴處分

張 104 速偵 978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劉○宏 緩起訴處分

張 104 速偵 979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蔡○達 緩起訴處分

張 104 速偵 980 公共危險 國道九隊 戴○玲 緩起訴處分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張 104 速偵 981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李○勝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速偵 982 公共危險 國道九隊 周○良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速偵 983 公共危險 中正一局 高○林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速偵 984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張○震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速偵 985 公共危險 文山一局 陳○禹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速偵 986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陳○志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速偵 987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陳○德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速偵 988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宏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速偵 989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蕭○誠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4 偵 5784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呂○珍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4 偵續 196 賭博 臺灣高檢 邱○福 緩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4552 賭博 松山分局 黃○河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4634 侵占 中山分局 劉○光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5114 詐欺等 黃○隆 蕭○榮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5114 詐欺等 黃○隆 翁○仁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5116 傷害 鄭○貴 林○賢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5116 傷害 鄭○貴 陳○傑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5116 傷害 鄭○貴 張○聖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5116 傷害 鄭○貴 王○強 不起訴處分

談 104 偵 5182 公共危險 文山一局 楊○傑 聲請簡易判決

談 104 偵 5981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龔○鈞 聲請簡易判決

談 104 偵 2585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錢○韋 起訴

談 104 偵 258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錢○韋 起訴

談 104 偵 1005 侵占等 大安分局 劉○瑜 起訴

談 104 偵 1321 侵占 劉○祥 謝○淮 不起訴處分

談 104 偵 1321 侵占 劉○祥 何○蝶 不起訴處分

談 104 偵 1321 侵占 劉○祥 蔡○美 不起訴處分

談 104 撤緩偵 73 公共危險 意○ 金○豪 聲請簡易判決

談 104 偵緝 279 毀棄損壞等 汐止分局 章○綸 聲請簡易判決

談 104 偵緝 387 傷害等 刑事警局 劉○泉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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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104 偵緝 390 稅捐稽徵法 本股 鄭○達 不起訴處分

霜 103 偵 17797 妨害名譽 大安分局 陳○希 不起訴處分

霜 103 偵 17797 妨害名譽 大安分局 陳○軒 不起訴處分

霜 103 偵 17797 妨害名譽 大安分局 吳○萱 不起訴處分

霜 103 偵 17797 妨害名譽 大安分局 陳○禎 不起訴處分

霜 103 偵 24060 詐欺等 蘇○琪 馬○駿 不起訴處分

霜 103 偵 24881 傷害 信義分局 楊○秀 不起訴處分

霜 104 偵 4614 妨害名譽等 松山分局 周○甫 不起訴處分

闕 104 偵 5092 搶奪 中山分局 蔡○良 起訴

闕 104 偵 435 偽造文書 本股 詹○芬 不起訴處分

闕 104 偵 437 詐欺 楊○杰 林○峰 起訴

闕 104 偵 2683 槍砲彈刀條例 中山分局 曾○豐 起訴

闕 104 偵 3629 商標法 內湖分局 郭○東 不起訴處分

闕 104 偵 3629 商標法 內湖分局 陳○達 不起訴處分

闕 104 毒偵 83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分局 謝○男 起訴

闕 104 調偵 326 詐欺 北市北投區所 邱○勇 不起訴處分

闕 104 調偵 466 業務過失致死 北市大安區所 徐○基 起訴

贊 104 偵 4198 竊盜 萬華分局 李○鈴 聲請簡易判決

贊 103 偵 24817 妨害自由等 中山分局 林○足 不起訴處分

贊 103 偵 24817 傷害等 中山分局 林○華 起訴

贊 103 偵 24817 傷害等 中山分局 黃○卿 起訴

麗 103 偵 1203 毀損債權 交○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黃○蘭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偵 4465 公共危險 文山二局 ○華 緩起訴處分

麗 104 撤緩 116 公共危險 守○ 楊○毓 撤銷緩起訴處分

騰 104 調偵 516 詐欺等 北市中正區所 潘○玲 不起訴處分

騰 104 毒偵 600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分局 游○任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4 撤緩偵 65 公共危險 本股 方○中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4 撤緩偵 66 公共危險 守○ 田○盛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4 偵 4343 竊盜等 信義分局 C○O VAN TH 起訴

騰 104 偵 4343 竊盜等 信義分局 P○AN NGOC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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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 104 偵 4967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廖○賢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4 偵 5520 竊盜 中正一局 林○學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3 偵 11280 侵占等 劉○文 宋○芝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偵 11281 侵占等 宋○芝 劉○文 不起訴處分

騰 104 偵 2360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甄○賢 緩起訴處分

騰 104 偵 187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張○威 起訴

騰 104 偵 1494 過失傷害等 大安分局 劉○豪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偵續一 126 侵占等 臺灣高檢 李○驊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偵續一 126 侵占等 臺灣高檢 劉○基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毒偵 3105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黃○友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調偵 1629 詐欺等 北市中正區所 余○昌 起訴．不起訴處分

露 104 偵 2113 傷害 中正一局 蔣○軒 不起訴處分

露 104 偵 6170 侵占 中正一局 黃○松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