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公告日期：104-04-10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公 104 偵 767 傷害 基一分局 唐○宏 不起訴處分
公 104 偵 767 傷害 基一分局 陳○松 不起訴處分
公 104 偵 767 傷害 基一分局 李○雄 不起訴處分
公 104 偵 1450 傷害 唐○宏 陳○松 不起訴處分
公 104 偵 1450 傷害 唐○宏 李○雄 不起訴處分
公 104 偵 1450 傷害 唐○宏 李○彬 不起訴處分
公 104 偵緝 88 詐欺 基二分局 張○華 不起訴處分
公 104 毒偵 305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楊○賢 起訴
公 104 毒偵 318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楊○芳 起訴
信 104 速偵 439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徐○成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440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王○雄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4 偵 1095 傷害 基一分局 賴○璘 不起訴處分
清 104 偵 1153 竊盜 瑞芳分局 林○福 不起訴處分
清 104 偵 1347 侵占 基三分局 李○平 不起訴處分
清 104 毒偵 20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察官簽分 洪○興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4 偵 900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洪○興 不起訴處分
清 104 偵 624 偽造文書 基一分局 黃○中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4 調偵 45 傷害 基市中正區所 吳○茂 不起訴處分
清 104 調偵 45 傷害 基市中正區所 吳○華 不起訴處分
清 104 調偵 45 傷害 基市中正區所 吳○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毒偵 451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袁○恒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偵 2451 傷害等 金山分局 鄧○豪 起訴
愛 103 偵 2461 妨害公務等 瑞芳分局 黃○堂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2667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黃○雄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緝 187 性犯罪防治法 新店分局 鄧○佑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毒偵 232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黃○雄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毒偵 29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卓○福 起訴
愛 104 毒偵 398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許○倡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毒偵 33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張○偉 起訴
愛 104 毒偵 141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黃○雄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4 偵 1381 詐欺 金山分局 楊○如 不起訴處分
慎 104 毒偵 342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李○卿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4 毒偵 360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徐○賢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4 毒偵 375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范○祥 起訴
慎 104 毒偵 416 毒品防制條例 基港總隊 邱○良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4 偵 16 非駕業務傷害 基四分局 楊○豪 起訴
慎 103 偵 4637 詐欺 臺灣高檢 王○發 不起訴處分
慎 104 偵 651 詐欺 基一分局 張○瑀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4 偵 690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楊○睿 不起訴處分
慎 104 偵 758 竊盜 基市刑大 曾○鴻 不起訴處分
慎 104 偵 1082 駕駛業務傷害 瑞芳分局 鍾○軒 起訴
慎 104 偵 1089 竊盜 金山分局 陳○嘩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3 偵 2285 駕駛業務傷害 基三分局 蘇○成 不起訴處分
誠 103 偵 4426 竊盜 基一分局 許○山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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