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公告日期：108-07-10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公 107 毒偵 242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分局 魏○和 無施傾向處分

公 108 毒偵 758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二分局 謝○銘 起訴

公 108 毒偵 925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簡○珂 緩起訴處分

公 108 毒偵 114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謝○伶 起訴

公 108 撤緩 191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莊○皓 撤銷原決定

信 107 偵 2449 妨害自由 基三分局 林○珉 不起訴處分

信 107 偵 2449 妨害自由 基三分局 陳○星 起訴

信 107 偵 6206 詐欺 基三分局 侯○華 起訴

信 107 偵 6206 詐欺 基三分局 胡○洲 起訴

信 107 調偵 221 竊佔 新北平溪區所 林○明 不起訴處分

信 107 調偵 221 竊佔 新北平溪區所 林○雪 不起訴處分

信 107 調偵 221 竊佔 新北平溪區所 林○洲 不起訴處分

信 107 調偵 221 竊佔 新北平溪區所 林○龍 不起訴處分

信 107 調偵 221 竊佔 新北平溪區所 黃林○丹 不起訴處分

信 107 調偵 221 竊佔 新北平溪區所 楊○螺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26 性騷擾防治法等 基市婦隊 張○國 起訴．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1763 非駕業務傷害等 基二分局 陳○成 起訴．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2017 肇事逃逸等 基四分局 詹○福 起訴

勤 108 速偵 247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8 毒偵 39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羅○廷 無施用不起訴

勤 108 毒偵 663 毒品防制條例等 瑞芳分局 李○緯 起訴

勤 108 毒偵 773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簽分 張○雯 緩起訴處分

勤 108 毒偵 786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蕭○為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8 毒偵 806 毒品防制條例 金山分局 李○龍 緩起訴處分

勤 108 毒偵 811 毒品防制條例 金山分局 曹○珍 緩起訴處分

勤 108 毒偵 843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蕭○為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8 毒偵 1033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簽分 朱○祥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8 撤緩毒偵 220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陳○雅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毒偵 874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簡○森 起訴

愛 108 毒偵 107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林○輝 緩起訴處分

愛 108 毒偵 120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林○龍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撤緩毒偵 132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陳○吉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7 偵 6558 水土保持法 瑞芳分局 林○昇 起訴

慎 108 偵 1418 毒品防制條例 南港分局 周○屏 起訴

慎 108 偵 2879 賭博 基一分局 王○泉 不起訴處分

慎 108 偵 2879 賭博 基一分局 吳○鋒 起訴

慎 108 偵 2879 賭博 基一分局 李○福 不起訴處分

慎 108 偵 2879 賭博 基一分局 胡○強 起訴

慎 108 偵 2879 賭博 基一分局 陳○如 起訴

慎 108 偵 2879 賭博 基一分局 黃○婕 起訴

慎 108 偵 2879 賭博 基一分局 鄭○城 不起訴處分

慎 108 偵 3285 不能安全駕駛 瑞芳分局 黃○德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8 偵 3454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許○介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8 毒偵 833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一分局 陳○琦 起訴



慎 108 毒偵 1234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簽分 周○屏 起訴

慎 108 撤緩 198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楊○生 撤銷原決定

業 108 毒偵 83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嚴○輝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8 毒偵 1123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嚴○輝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8 毒偵 971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簡○通 起訴

謙 108 毒偵 1071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郭○祥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8 毒偵 123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莊○杰 起訴

謙 108 撤緩毒偵 239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簡○通 起訴

讓 108 偵 1847 賭博 基二分局 江○翰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8 偵 1847 賭博 基二分局 黃○婷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3152 背信等 檢○官簽分 沈○豪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3152 背信等 檢○官簽分 洪○瓊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3152 背信等 檢○官簽分 游○帆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3483 妨害自由等 金山分局 林○立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3483 傷害等 金山分局 簡○明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3530 妨害名譽 基一分局 洪○順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毒偵緝 35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李○珅 無施傾向處分

讓 108 毒偵緝 3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李○珅 無施傾向處分

讓 108 毒偵緝 37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李○珅 無施傾向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