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公告日期：103-07-28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公 103 偵 682 傷害 檢察官簽分 蔡○達 不起訴處分
公 103 偵 682 傷害 檢察官簽分 徐○証 不起訴處分
公 103 偵 2452 商標法 員林分局 連○涵 不起訴處分
公 103 偵緝 84 菸酒管理法 汐止分局 吳○霖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3 偵緝 85 菸酒管理法 汐止分局 吳○霖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3 毒偵 1020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楊○芳 起訴
公 103 毒偵 1025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游○豪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3 撤緩 122 不能安全駕駛 檢察官簽分 林○宗 撤銷原決定
平 103 調偵 111 非駕業務傷害 基市七堵區所 陳○勳 不起訴處分
平 103 偵 552 駕駛業務傷害 基一分局 陳○吉 起訴
孝 103 偵 1947 放火燒燬他物 瑞芳分局 林○薇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偵 1190 詐欺 欣○發交通有限公司王○又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毒偵 1059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謝○宏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偵 2811 製猥褻物品等 基市刑大 黃○來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偵緝 104 公共危險不能安全駕駛板橋分局 李○逸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毒偵 107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謝○宏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毒偵 1094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李○傑 起訴
孝 103 毒偵 1115 毒品防制條例 基港總隊 王○文 起訴
信 103 撤緩 116 家庭暴力防治 欣○發交通有限公司吳○松 起訴並戒治
信 103 撤緩 117 不能安全駕駛 欣○發交通有限公司林○民 撤銷原決定
信 103 撤緩毒偵 8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劉○昌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撤緩偵 53 不能安全駕駛 本股 游○剛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撤緩偵 54 不能安全駕駛 本股 黃○城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毒偵 69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朱○毅 緩起訴處分
信 103 毒偵 1015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張○勝 起訴
信 103 毒偵 1030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邱○昌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毒偵 835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邱○昌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2 毒偵 207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徐○棋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810 妨害自由 檢察官簽分 吳○青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810 妨害自由 檢察官簽分 蘇○蓮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810 妨害自由 檢察官簽分 施○娟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810 妨害自由 檢察官簽分 彭○堂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919 傷害 基一分局 李○欽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919 傷害 基一分局 陳○萍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919 傷害 基一分局 李○興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919 傷害 基一分局 葉○豪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2439 妨害秘密 檢察官簽分 翁○煌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2592 強制性交等 基市婦隊 3○09-10305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2593 強制性交等 基市婦隊 3○09-10305 不起訴處分
勤 103 偵 2468 毀棄損壞 基二分局 吳○雄 不起訴處分
勤 103 偵 2536 駕駛業務致死 黃○彬 潘○富 起訴
勤 103 偵 2574 非駕業務傷害 基二分局 陳○琳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3 偵 2368 偽造文書 姚○麗 余○鳳 不起訴處分
勤 103 偵 2067 妨害自由等 魏○來 陳○杰 起訴
勤 103 偵 1772 非駕業務傷害 基三分局 蔡○宗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3 偵 2283 竊盜 基三分局 黃○福 不起訴處分
勤 103 毒偵 91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賴○芳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3 毒偵 999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朱○俊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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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103 偵續 51 詐欺 臺灣高檢 楊○鈞 不起訴處分
勤 103 偵續 51 詐欺 臺灣高檢 修○豹 不起訴處分
勤 103 毒偵 725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何○臻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782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吳○訓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毒偵 814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郭○慧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196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陳○樹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毒偵 39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謝○景 起訴
愛 103 毒偵 415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陳○嘉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毒偵 437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1062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莊○嫻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92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黃○旺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94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邵○吉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97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陳○翰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840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詹○豪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882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吳○新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888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陳○翰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902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 黃○雯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905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林○璟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偵 1008 駕駛業務傷害 基一分局 何○意 起訴
愛 103 偵 1126 傷害等 瑞芳分局 張○好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1126 傷害等 瑞芳分局 謝○章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撤緩 103 不能安全駕駛 觀○人室 楊○翔 撤銷原決定
慎 103 毒偵 1112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連○玲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3 偵 144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余○勝 不起訴處分
慎 103 偵 2325 竊盜 瑞芳分局 連○玲 起訴
慎 103 偵 2247 妨害名譽 張○媛 呂○和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3 偵 2247 偽證 張○媛 陳○川 不起訴處分
慎 103 偵 2247 偽證 張○媛 黃○山 不起訴處分
慎 103 偵 2455 竊盜 基一分局 楊○琳 不起訴處分
慎 103 毒偵 987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邱○宗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3 毒偵 1065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葉○成 起訴
慎 103 偵緝 178 偽造文書不能安全駕駛彰化分局 林○英 不起訴處分
讓 103 速偵 1103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黃○琇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3 速偵 1104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陳○丁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3 速偵 1105 家庭暴力防治 基三分局 陳○豪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3 偵 121 誣告等 基港警局 李○錢 起訴．不起訴處分
讓 103 偵 378 誣告 檢察官簽分 黃○木 不起訴處分
讓 103 撤緩毒偵 80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陳○君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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