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公告日期：107-03-20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孝 106 偵緝 300 詐欺 基四分局 黎○嬌 不起訴處分

孝 106 毒偵 2656 毒品防制條基一分局 余○章 起訴

孝 107 毒偵 194 毒品防制條金山分局 徐○河 緩起訴處分

良 106 毒偵 2402 毒品防制條基一分局 方○綸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7 偵緝 79 駕駛業務傷基四分局 廖○亮 不起訴處分

良 107 毒偵 152 毒品防制條基二分局 曾○達 緩起訴處分

良 107 毒偵 203 毒品防制條基一分局 陳○中 緩起訴處分

良 107 毒偵 268 毒品防制條觀○人室簽分 楊○林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7 毒偵 337 毒品防制條基一分局 胡○婷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7 毒偵 398 毒品防制條基三分局 高○昌 不起訴處分

良 107 毒偵 402 毒品防制條基三分局 吳○緯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7 毒偵 404 毒品防制條基三分局 曾○達 緩起訴處分

良 107 毒偵 483 毒品防制條基三分局 吳○緯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6 偵緝 284 毒品防制條基一分局 張○雄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7 毒偵 48 毒品防制條檢○官簽分 張○雄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7 毒偵 295 毒品防制條北投分局 簡○猷 緩起訴處分

忠 107 毒偵緝 7 毒品防制條基一分局 林○宇 無施傾向處分

清 107 偵 869 傷害 基一分局 吳○霖 不起訴處分

清 107 偵 869 傷害 基一分局 潘○ 不起訴處分

清 107 偵 1367 建築法 檢○官簽分 簡○源 不起訴處分

愛 107 速偵 140 不能安全基三分局 謝○全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7 速偵 141 不能安全基四分局 何○婕 緩起訴處分

慎 106 毒偵 2447 毒品防制條基二分局 許○毫 緩起訴處分

慎 106 毒偵 2599 毒品防制條基二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7 偵緝 78 詐欺 基二分局 黃○涼 不起訴處分

慎 107 速偵 112 不能安全基三分局 葉○祥 緩起訴處分

慎 107 毒偵 199 毒品防制條基三分局 許○閔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7 毒偵 350 毒品防制條基一分局 許○閔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7 調偵 38 非駕業務傷基市仁愛區所 蕭○竣 起訴

業 107 偵 197 商標法等保二一01 楊○嵐 緩起訴處分

業 107 偵 232 詐欺 檢○官簽分 詹○玲 起訴

業 107 偵 489 詐欺 基四分局 詹○玲 起訴

業 107 偵 1172 妨害公務等基四分局 顏○裕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7 偵 1248 家庭暴力基四分局 廖○明 不起訴處分

業 107 偵 1309 詐欺 基二分局 張○宜 不起訴處分

業 107 偵 1314 非駕業務傷基三分局 鄭○南 起訴

業 107 偵 1344 個人資料保檢○官簽分 陳○嘉 不起訴處分

業 107 偵 1345 詐欺 檢○官簽分 詹○玲 起訴

業 107 偵 1445 妨害婚姻檢○官簽分 刁○國 不起訴處分

業 107 偵 1445 妨害婚姻檢○官簽分 徐○孺 不起訴處分

業 107 偵 1446 詐欺 檢○官簽分 阮○彤 不起訴處分

業 107 速偵 132 不能安全基三分局 黃○興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7 速偵 133 不能安全基二分局 陳○德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7 毒偵緝 8 毒品防制條金山分局 陳○志 無施傾向處分

謙 107 偵 281 家庭暴力臺灣高檢 黃○義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7 偵 383 竊盜 基二分局 翁○強 緩起訴處分

謙 107 偵 856 竊盜 基二分局 蘇○生 緩起訴處分

謙 107 偵 1324 不能安全金山分局 張○光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7 速偵 120 不能安全基四分局 林○明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7 速偵 121 不能安全金山分局 李○興 聲請簡易判決

嚴 107 偵 483 駕駛業務傷基一分局 張○敏 起訴

嚴 107 偵 977 不能安全基三分局 張○徽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7 偵 1224 詐欺 臺灣高檢 楊○穎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7 偵 1377 不能安全金山分局 蔡○春 緩起訴處分

讓 107 速偵 136 不能安全基一分局 彭○龍 緩起訴處分

讓 107 速偵 137 不能安全基三分局 黃○達 緩起訴處分

讓 107 速偵 138 不能安全基市刑大 吳○賢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7 速偵 139 不能安全金山分局 許○青 緩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