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公告日期：103-11-21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孝 103 偵 3351 非駕業務傷害 基三分局 施○翔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偵 3507 非駕業務傷害 基一分局 闕○足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偵 4067 傷害 基二分局 羅○玲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偵 4115 傷害 基二分局 鄭○榮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偵 4128 非駕業務傷害 基一分局 董○春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偵 3166 駕駛業務傷害 基一分局 王○祥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偵 3203 性犯罪防治法 基隆市政府 高○凡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毒偵 968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張○雯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撤緩毒
偵

106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張○凱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調偵 82 駕駛業務傷害 新北瑞芳區所 葉○進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毒偵 180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蕭○文 起訴
良 103 速偵 1692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侯○中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3 速偵 1693 不能安全駕駛 瑞芳分局 簡○智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3 速偵 1694 不能安全駕駛 瑞芳分局 劉○虛 緩起訴處分
良 103 速偵 1695 不能安全駕駛 基港總隊 來○泰 緩起訴處分
忠 103 速偵 1690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簡○雄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1757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偵 3253 竊盜 基三分局 鄭○志 起訴
愛 103 速偵 1668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田○慶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速偵 1669 不能安全駕駛 瑞芳分局 林○英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偵 1805 侵占 檢察官簽分 楊○閔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2234 竊盜 基三分局 鄭○志 起訴
愛 103 偵 2354 傷害 基一分局 阮○清 起訴
愛 103 偵 2492 竊盜 基三分局 闕○均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偵 2953 偽造文書等 檢察官簽分 鄭○香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2953 偽造文書等 檢察官簽分 蔡○強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2953 偽造文書等 檢察官簽分 石○明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2954 背信 檢察官簽分 朱○杰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毒偵 185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阮○清 起訴
誠 103 調偵 186 傷害 基市信義區所 周○松 不起訴處分
誠 103 調偵 186 傷害 基市信義區所 王○榮 不起訴處分
誠 103 調偵 186 傷害 基市信義區所 王○靖 不起訴處分
讓 103 毒偵 143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黃○斌 緩起訴處分
讓 103 偵 4264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李○泉 不起訴處分
讓 103 速偵 1659 不能安全駕駛 基市刑大 周楊○麗 緩起訴處分
讓 103 速偵 1660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孫○仁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3 速偵 1661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林○柱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3 速偵 1662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陳○樑 緩起訴處分
讓 103 速偵 1663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王○煌 緩起訴處分
讓 103 速偵 1664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范○旗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3 速偵 1665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梅○婷 緩起訴處分
讓 103 速偵 1666 不能安全駕駛 瑞芳分局 魏○義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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