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公告日期：10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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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偵 1922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賴○怡 緩起訴處分
公 104 偵 1029 殺人未遂 基三分局 張○生 不起訴處分
公 104 毒偵 317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解○浩 起訴
公 104 毒偵 319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鄭○秋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4 毒偵 353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林○福 起訴
平 103 偵續 76 槍砲彈刀條例 臺灣高檢 沈○民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毒偵 142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吳○芳 起訴
信 103 偵 2605 強制性交 基市婦隊 何○昇 起訴
勤 104 速偵 377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董○德 緩起訴處分
勤 104 速偵 378 竊盜 基四分局 項○ 緩起訴處分
勤 104 偵緝 70 偽造文書等 本股 趙○英 不起訴處分
勤 104 毒偵 30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彭○正 起訴
勤 104 毒偵 321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蔡○安 起訴
勤 104 毒偵 34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黃○勳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4 毒偵 347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周○牆 起訴
勤 104 毒偵 35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周○牆 起訴
勤 104 毒偵 38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何○忠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4
撤緩毒
偵

23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羅○玉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4
撤緩毒
偵

24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賴○維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4
撤緩毒
偵

25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賴○維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4
撤緩毒
偵

21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翁○立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4 毒偵 310 毒品防制條例 國道一隊 連○芳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4 偵緝 73 家庭暴力防治 中五分局 吳○慶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速偵 372 不能安全駕駛 基市刑大 賴○年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速偵 373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黃林○好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速偵 374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余○雄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偵 1310 詐欺 臺灣高檢 李○瑩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3104 個人資料保護 趙○興 張○文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3104 個人資料保護 趙○興 洪○福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3587 詐欺 基隆調查站 高○助 緩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4280 偽造文書 高○棗 王○英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4491 重利 金山分局 林○閎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61 竊盜 基四分局 陳○隆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212 公共危險等 檢察官簽分 張○林 起訴
謙 104 偵 695 公共危險 基二分局 游○來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793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郭○發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偵 806 不能安全駕駛 基市刑大 陳○辰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855 詐欺 保○營造有限公司 張○華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毒偵 214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 楊○仁 起訴
謙 104 毒偵 272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陳○煌 起訴
謙 104 調偵 39 公共危險等 基市信義區所 張○林 起訴

謙 104
少連偵
續

1 詐欺 臺灣高檢 朱○順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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