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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別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平 105偵5110 竊佔 基二分局 白○仁 緩起訴處分

平 106偵95 傷害 瑞芳分局 成○福 起訴

平 106偵1233 妨害自由 檢○官簽分 李○興 不起訴處分

平 106偵1233 誣告等 檢○官簽分 蔡○錡 不起訴處分

平 106偵1233 誣告等 檢○官簽分 龔○逸 不起訴處分

平 106偵1286 偽造印文等 檢○官簽分 李○章 不起訴處分

平 106偵1286 偽造印文等 檢○官簽分 張○隆 不起訴處分

平 106偵1286 偽造印文等 檢○官簽分 游○○ 不起訴處分

平 106偵1379 竊盜 基三分局 邱○華 不起訴處分

平 106偵1454 妨害名譽 檢○官簽分 夏○宏 不起訴處分

平 106偵1455 妨害名譽 檢○官簽分 夏○宏 不起訴處分

平 106毒偵380 毒品防制條例
法○部矯治署少年

觀護所
簡○瑋 緩起訴處分

平 106毒偵47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和分局 李○霆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6毒偵51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彭○祥 起訴

忠 105偵5356 毒品防制條例 金山分局 王○源 不起訴處分

忠 105偵緝184 背信 基四分局 陳○隆 不起訴處分

忠 106偵778 詐欺 基二分局 王○婷 不起訴處分

忠 106偵1117 賭博 基二分局 吳○曉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6偵1117 賭博 基二分局 張○堂 緩起訴處分

忠 106偵1117 賭博 基二分局 褚○章 緩起訴處分

忠 106偵1117 賭博 基二分局 駱○和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6偵1606 不能安全駕駛 瑞芳分局 江○榮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6偵緝6 竊盜 中市刑大 蔡○林 不起訴處分

忠 106毒偵342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方○明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6偵1181 竊盜 基四分局 龔○玟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6偵1303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童○隆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6偵1368 竊盜 基四分局 龔○玟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6毒偵3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高○興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6調偵73 非駕業務傷害 基市中正區所 簡○珊 不起訴處分

愛 106偵緝72 賭博 基二分局 張○瑋 緩起訴處分

愛 106毒偵455 毒品防制條例 金山分局 簡○南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毒偵52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許○泉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調偵47 對未成年性交 新北永和調委 簡○銘 緩起訴處分

敬 106偵892 妨害自由 瑞芳分局 王○珠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6偵892 傷害 瑞芳分局 魏○義 不起訴處分

敬 106偵1598 詐欺 檢○官簽分 林○月秋 不起訴處分

業 105偵4701 性騷擾防治法 基市刑大 林○坤 不起訴處分

業 105毒偵2275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張○維 不起訴處分

業 106偵1174 侵占 檢○官簽分 楊○娟 起訴

業 106偵1623 業務過失傷害 檢○官簽分 蔡○輝 不起訴處分

業 106毒偵51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朱○宇 起訴

誠 105偵1257 詐欺 金山分局 李○樂 起訴

誠 105偵3155 毀棄損壞等 基一分局 王○維 起訴

誠 105偵3896 詐欺 基市刑大 李○瑀 起訴

誠 105偵3896 詐欺 基市刑大 林○翰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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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5偵4225 詐欺 檢○官簽分 林○翰 起訴

誠 105偵5143 詐欺 臺灣高檢 陳○蕙 不起訴處分

誠 106偵301 詐欺 基市刑大 郭○彥 起訴

誠 106偵633 詐欺 基市刑大 黃○齊 起訴

誠 106偵905 詐欺 基一分局 葉○蓉 起訴

誠 106偵955 詐欺 基一分局 葉○蓉 起訴

誠 106偵956 詐欺 基一分局 葉○蓉 起訴

誠 106偵1123 詐欺 基一分局 葉○蓉 起訴

誠 106偵1336 詐欺 基一分局 葉○蓉 起訴

誠 106偵1350 妨害名譽 檢○官簽分 陳○明 起訴

誠 106偵1350 妨害名譽 檢○官簽分 湯○娥 起訴

誠 106速偵184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張○旺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5偵4394 營利姦淫猥褻 基一分局 王○詠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5偵續62 詐欺等 臺灣高檢 林○同 起訴

謙 105調偵152 侵占 基市安樂區所 許○福 起訴

謙 106偵520 非駕業務傷害 基二分局 葉○忻 起訴

謙 106偵911 傷害 基一分局 蕭○淙 不起訴處分

謙 106偵1080 非駕業務傷害 瑞芳分局 葉○進 起訴

謙 106偵1581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楊○龍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6偵緝44 毀棄損壞等 基市刑大 林○緯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6毒偵2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6毒偵64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郭○賓 起訴

謙 106毒偵29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葉○偉 聲請簡易判決

嚴 105偵4649 傷害等 基市刑大 江○隆 不起訴處分

嚴 106偵1006 詐欺 臺灣高檢 蔡○瑄 不起訴處分

嚴 106偵1319 詐欺 基二分局 賴○遠 聲請簡易判決

嚴 106偵1536 妨害自由 檢○官簽分 杜○名 不起訴處分

嚴 106偵1538 詐欺等 檢○官簽分 蔡○獅 緩起訴處分

嚴 106偵1577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謝○煒 聲請簡易判決

嚴 106偵158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一隊 柯○志 聲請簡易判決

嚴 106毒偵緝34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王○龍 無施傾向處分

讓 105偵3377 詐欺 林○堂 陳○宏 不起訴處分

讓 105偵5095 詐欺 基二分局 曹○岳 緩起訴處分

讓 105偵5594 妨害名譽等 陳○娟 李○章
起訴．不起訴

處分

讓 106偵緝2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楊○瑋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