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公告日期：104-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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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8 妨害電腦使用 臺灣高檢 陳○旭 不起訴處分

公 103 偵 3653 藥事法 基三分局 粘○貴 起訴

公 103 偵 3653 藥事法 基三分局 李○華 起訴

公 103 偵緝 117 詐欺 高港總隊 顧○銘 起訴

公 103 偵緝 118 詐欺 高港總隊 顧○銘 起訴

公 103 偵緝 121 詐欺 高港總隊 顧○銘 起訴

公 103 偵緝 122 詐欺 高港總隊 顧○銘 起訴

公 103 偵緝 124 詐欺 高港總隊 顧○銘 起訴

公 103 偵緝 125 詐欺 高港總隊 顧○銘 起訴

公 103 偵緝 164 詐欺 自○到案 曾○芬 起訴

公 103 偵緝 165 詐欺 自○到案 曾○芬 起訴

公 103 偵緝 168 詐欺 自○到案 曾○芬 起訴

公 103 偵緝 170 詐欺 自○到案 曾○芬 起訴

公 103 偵緝 171 詐欺 自○到案 曾○芬 起訴

公 103 偵 4419 水土保持法 基一分局 郭○立 緩起訴處分

公 103 偵 4419 水土保持法 基一分局 蔡○榮 緩起訴處分

公 103 毒偵 2085 毒品防制條例 中和一局 黃○騰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4 偵 97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不起訴處分

公 104 偵 242 竊盜 基三分局 周○興 不起訴處分

公 104 偵 311 詐欺 檢察官簽分 林○昱 不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100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陳○誠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4 速偵 101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徐○順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102 不能安全駕駛 基市刑大 林○勳 緩起訴處分

平 103 調偵 47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瑞芳區所 雷○華 起訴

平 103 調偵 47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瑞芳區所 胡○暐 不起訴處分

平 103 毒偵 201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林○宏 起訴

平 103 偵 4005 非駕業務傷害 邱○雯 劉○煌 起訴

平 103 偵 4119 動物保護法 基隆市政府 張○明 不起訴處分

平 104 調偵 20 妨害名譽 基市安樂區所 何○海 不起訴處分

孝 104 速偵 133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鄭○國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4 速偵 134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曹○文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4 速偵 135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李○清 緩起訴處分

孝 104 速偵 136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曹○民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4 速偵 137 竊盜 基一分局 張○成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4 速偵 138 不能安全駕駛 基市刑大 林○夫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4 速偵 139 不能安全駕駛 基市刑大 潘○春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4 速偵 140 不能安全駕駛 基市刑大 吳○生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319 傷害 基二分局 林○明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319 傷害 基二分局 黃○河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319 傷害 基二分局 李○杰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戒毒偵 1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戒治所 賴○洲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毒偵 86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黃○宏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毒偵 198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黃○宏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毒偵 2062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黃○宏 不起訴處分

勤 103 毒偵 2075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柯○業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3 撤緩 206 毒品防制條例 邱○雯 賴○維 撤銷原決定

勤 103 偵 4792 竊盜 國道九隊 賴○鳳 起訴

勤 103 毒偵 204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林○璟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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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103 毒偵 183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柯○業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3 偵 4007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陳○政 不起訴處分

勤 104 偵 221 不能安全駕駛 瑞芳分局 林○強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4 偵 104 誣告 吳○錫麟 蔡○賢 不起訴處分

勤 104 毒偵 2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陳○雄 起訴

勤 104 偵 44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吳○漢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4 偵緝 30 遺棄 本股 何○強 不起訴處分

勤 104 毒偵 43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謝○淵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4 毒偵 5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李○龍 起訴

敬 104 偵 128 植物防疫檢疫 動○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商○實業有 不起訴處分

敬 104 偵 128 植物防疫檢疫 動○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高○田 不起訴處分

敬 103 毒偵 2130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3 偵 4165 偽造文書等 臺灣高檢 翁○勇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業 103 毒偵 2040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黃○美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3 偵 4651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柯○霖 起訴

業 104 偵 174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一隊 侯○雄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4 偵 364 毀棄損壞 基一分局 林○昌 不起訴處分

業 104 偵 40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柯○霖 起訴

業 104 毒偵 35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一隊 林○興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4 毒偵 40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一隊 張○宏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4 偵 475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柯○霖 起訴

謙 104 偵緝 19 竊盜 瑞芳分局 何楊○華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偵緝 20 竊盜 瑞芳分局 何楊○華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毒偵 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李○華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毒偵 14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黃○金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偵 391 背信 廖○鎔 滕○霖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391 背信 廖○鎔 林○瑋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391 背信 廖○鎔 呂○和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391 背信 廖○鎔 楊○鴻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392 妨害名譽等 廖○鎔 陳○森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392 背信 廖○鎔 呂○和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392 背信 廖○鎔 林○瑋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393 誣告 阮○慈 張○媛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毒偵 2133 毒品防制條例 金山分局 沈○玲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毒偵緝 53 毒品防制條例 自○到案 賴○智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毒偵 201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黃○金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偵 67 非駕業務傷害 周○銘 張○銘 起訴

謙 103 毒偵 210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李○達 起訴

謙 103 偵 4026 妨害名譽等 廖○鎔 陳○森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3684 非駕業務傷害 金山分局 吳○融 起訴

謙 104
撤緩毒

偵
3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林○隨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撤緩毒

偵
4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林○隨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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