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公告日期：103-07-24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平 102 偵 4590 詐欺 基市刑大 袁○ 起訴

平 102 偵 4590 詐欺 基市刑大 起訴

平 102 偵 4590 詐欺 基市刑大 吳○賓 起訴

平 103 偵 1507 詐欺 基市刑大 吳○樂 起訴

平 103 偵 2674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鄭○偉 緩起訴處分

平 103 速偵 1106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九隊 鄭○暘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3 速偵 1107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洪○堂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3 速偵 1108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池○緣 緩起訴處分

平 103 速偵 1109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姜○君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3 速偵 1110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王○才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偵 2745 公共危險 基一分局 許○晴 緩起訴處分

孝 103 偵 2756 傷害等 基三分局 李○霆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毒偵 955 毒品防制條例 基隆地院 王○辰 起訴

孝 103 毒偵 982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嚴○輝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毒偵 1003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黃○儀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毒偵 1040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林○賢 起訴

孝 103 戒毒偵 12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戒治所 蔡○勇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偵 2044 公共危險等 基二分局 黃○福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偵 2360 公共危險 基一分局 許○晴 緩起訴處分

孝 103 撤緩偵 52 妨害公務 本股 張○潔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偵 2099 詐欺 基四分局 陳○緯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526 竊佔 檢察官簽分 謝○梨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731 妨害名譽 基三分局 周○智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731 妨害名譽 基三分局 李○山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850 妨害名譽等 檢察官簽分 陳○庭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893 竊盜 基三分局 李○弘 起訴

信 102 偵續 95 詐欺 臺灣高檢 劉○成 不起訴處分

信 102 偵續 104 誣告 臺灣高檢 蔡○吉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88 傷害 基市婦隊 邱○誠 起訴

信 103 偵 578 竊盜 基市刑大 黃○龍 緩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578 竊盜 基市刑大 莊○偉 緩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1100 妨害性自主罪 自○ 王○奇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戒毒偵 13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戒治所 陳○杰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速偵 1058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楊○恩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速偵 1059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劉○龍 緩起訴處分

愛 103 速偵 1060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林○松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速偵 1061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楊○翔 緩起訴處分

愛 103 速偵 1083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黃○華 緩起訴處分

愛 103 速偵 1084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曾○利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速偵 1085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潘○綸 緩起訴處分

愛 103 速偵 1086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周○傑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速偵 1087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陳○祥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速偵 1088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高○昌 緩起訴處分

愛 103 速偵 1089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鍾○斌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3 偵 2591 傷害 基市婦隊 蔡○貴 不起訴處分

慎 103 撤緩毒偵 73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林○明 起訴

慎 103 毒偵 1046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 翁○賢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3 毒偵 108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林○來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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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 103 毒偵 1133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 翁○賢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3 偵 2606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黃○明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3 偵 2540 非駕業務傷害 檢察官簽分 鄒○煜 不起訴處分

業 103 偵 2543 妨害自由 檢察官簽分 魏○和 不起訴處分

業 103 偵 2545 妨害名譽 檢察官簽分 林○明 不起訴處分

業 103 偵 2679 妨害自由 檢察官簽分 李○華 不起訴處分

業 103 偵 2679 妨害自由 檢察官簽分 王○生 不起訴處分

業 103 偵 2679 妨害自由 檢察官簽分 鄭○王 不起訴處分

業 103 偵 672 公共危險等 基三分局 蕭○偉 起訴

業 103 毒偵 106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楊○憲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3 毒偵 1001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陳○睿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3 毒偵 103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朱○欽 起訴

業 103 毒偵 89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梁○忠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3 毒偵 960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黃○榮 起訴

業 103 毒偵 75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陳○聰 起訴

誠 103 毒偵 88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郭○福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3 偵 2676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呂○鈞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3 毒偵 1006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 陳○田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3 毒偵 1031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蔡○洋 起訴

誠 103 毒偵 985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簡○福 起訴

誠 103 毒偵 997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陳○維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3 調偵 106 傷害 新北新店區所 張○瑲 起訴

誠 103 少連偵 19 毀棄損壞 金山分局 李○逸 不起訴處分

誠 103 少連偵 19 毀棄損壞 金山分局 李○憲 不起訴處分

誠 103 少連偵 19 毀棄損壞 金山分局 徐○誠 不起訴處分

誠 103 偵 2387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藍○賢 起訴

誠 103 偵 2454 公共危險等 基一分局 粘○興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誠 103 偵 2673 不能安全駕駛 基市刑大 林○總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偵 2725 遺棄 林○美榕 官○松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2725 遺棄 林○美榕 魏官○麗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2725 遺棄 林○美榕 官○妤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2330 詐欺 中壢分局 李○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續 42 誣告等 臺灣高檢 黃○軒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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