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公告日期：109-04-07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公 108 偵 3981 妨害性自主罪 基市婦隊 B○000-A108029B 不起訴處分

公 108 毒偵 1901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郭○御 起訴

公 108 毒偵 194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郭○御 起訴

公 109 偵 1770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簽分 郭○御 起訴

公 109 毒偵 86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郭○御 起訴

速 108 偵 6567 竊盜 基一分局 李○龍 起訴

速 108 偵 6671 竊盜等 基二分局 李○龍 起訴

速 108 偵 6790 竊盜等 基三分局 李○龍 起訴

速 109 偵 131 竊盜等 基二分局 李○龍 起訴

速 109 偵 251 竊盜 基四分局 李○龍 起訴

速 109 偵 430 詐欺等 基一分局 胡○浩 起訴

速 109 偵 588 竊盜等 基二分局 李○龍 起訴

速 109 偵 1065 竊盜等 金山分局 李○龍 起訴

速 109 偵 1089 竊盜等 基一分局 李○龍 起訴

速 109 偵 1243 竊盜 基四分局 李○龍 起訴

速 109 偵 1350 竊盜等 基一分局 李○龍 起訴

速 109 偵 1448 竊盜等 基一分局 李○龍 起訴

速 109 偵 1451 竊盜 基一分局 李○龍 不起訴處分

速 109 偵 1452 竊盜等 基一分局 李○龍 起訴

速 109 偵 1777 竊盜等 基一分局 李○龍 起訴

智 109 偵 700 交通過失傷害 檢○官簽分 蔡○志 起訴

勤 108 毒偵 757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林○臣 無施傾向處分

勤 109 偵 1596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何○虹 緩起訴處分

勤 109 毒偵 161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陳○希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9 毒偵 25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鄭○勇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9 撤緩毒偵 89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張○凡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9 撤緩 4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李○宏 撤銷原決定

愛 109 偵 1731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張○傑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毒偵 23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林○鋒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毒偵 31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吳○俞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毒偵 40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薛○偉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8 偵 4508 非駕業務傷害 基二分局 王○豪 不起訴處分

敬 109 偵 720 交通過失傷害 基四分局 周○芳 起訴

敬 109 偵 757 交通過失傷害 基四分局 楊○吉 起訴

敬 109 偵 1125 竊盜 基二分局 鄭○安 不起訴處分

敬 109 偵 1199 妨害名譽 基二分局 林○吉 不起訴處分

敬 109 偵 1199 傷害 基二分局 張○妮 不起訴處分

敬 109 偵 1199 毀棄損壞等 基二分局 謝○枝 不起訴處分

敬 109 偵 1213 傷害 基四分局 翁○旺 不起訴處分

敬 109 偵 1213 傷害 基四分局 陳○賢 不起訴處分

敬 109 偵 1261 妨害名譽 基二分局 李○財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9 毒偵 11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張○祥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9 毒偵 229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三分局 林○盛 起訴

敬 109 毒偵 30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余○賢 起訴

敬 109 毒偵 32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王○文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9 毒偵 347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吳○華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9 毒偵 40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張○祥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9 撤緩毒偵 8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賴○郁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8 偵 4716 偽造文書等 基一分局 蘇○維 起訴

業 108 偵 6121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王○婷 不起訴處分

業 108 偵 6124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市刑大 王○婷 起訴．不起訴處分

業 108 偵 612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蘇○萱 起訴

業 108 偵 625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蘇○萱 起訴

業 109 偵 395 家庭暴力防治 基四分局 張○隆 不起訴處分

業 109 偵 1173 毒品防制條例等 本股 萬○郡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9 偵 1427 妨害性自主罪 基市婦隊 楊○懋 不起訴處分

業 109 偵 1593 竊盜 基一分局 李○山 不起訴處分

業 109 偵 1595 家庭暴力防治 基四分局 閻○芳 不起訴處分

業 109 偵緝 6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鄭○紳 不起訴處分

業 109 速偵 86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蘇杜○花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9 速偵 87 竊盜 基一分局 潘○萍 聲請簡易判決

業 109 毒偵 386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郭○成 起訴

業 109 毒偵 409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市刑大 余○賢 起訴

業 109 撤緩毒偵 40 毒品防制條例等 本股 萬○郡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8 偵 4671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董○平 不起訴處分

謙 108 偵 6158 竊盜等 基市刑大 王○祿 起訴

謙 108 調偵 173 妨害名譽 基市暖暖區所 黃○ 不起訴處分

謙 109 偵 240 賭博 瑞芳分局 林○騰 緩起訴處分

謙 109 偵 240 賭博 瑞芳分局 林○川 緩起訴處分

謙 109 偵 240 賭博 瑞芳分局 曾○? 緩起訴處分

謙 109 偵 240 賭博 瑞芳分局 黃○榮 緩起訴處分

謙 109 偵緝 98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四分局 呂○城 起訴

謙 109 毒偵 376 毒品防制條例等 檢○官簽分 呂○城 起訴

謙 109 毒偵緝 12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四分局 呂○城 起訴

謙 109 調偵 68 交通過失傷害 基市中正區所 彭○峰 起訴

嚴 108 偵 2945 營利姦淫猥褻 臺灣高檢 陸○勇 起訴

嚴 108 偵 5780 傷害 基二分局 謝○志 聲請簡易判決

嚴 108 偵緝 439 妨害兵役條例等 基四分局 王○智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嚴 108 毒偵 1810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一分局 陸○勇 起訴

嚴 109 偵 461 詐欺 基二分局 陳○翰 不起訴處分

嚴 109 偵 612 詐欺 臺灣高檢 吳○雯 不起訴處分

嚴 109 偵 612 詐欺 臺灣高檢 陳○潔 不起訴處分

嚴 109 偵 797 毀棄損壞等 檢○官簽分 徐○梅 不起訴處分

嚴 109 偵 941 詐欺 基一分局 蘇○緯 不起訴處分

嚴 109 偵 1405 詐欺 臺灣高檢 蘇○緯 不起訴處分

嚴 109 偵續 8 偽造文書等 臺灣高檢 周○瑾 起訴

嚴 109 毒偵 88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簽分 張○富 起訴

嚴 109 毒偵 151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李○訓 聲請簡易判決

嚴 109 毒偵 379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室 藍○仕 聲請簡易判決

嚴 109 調偵 79 肇事逃逸 基市暖暖區所 林○遠 不起訴處分

嚴 109 軍毒偵 2 毒品防制條例 基隆憲兵 張○中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4082 過失致死 瑞芳分局 蕭○中 起訴

讓 108 偵 4839 過失致死 檢○官簽分 蕭○中 起訴

讓 108 偵 6083 洗錢防制法等 瑞芳分局 簡○良 起訴

讓 108 毒偵 1728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二分局 高○順 起訴

讓 109 偵 1388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解○慈 緩起訴處分

讓 109 偵 1650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黃○泓 緩起訴處分

讓 109 偵緝 19 毀棄損壞 基二分局 陳○鴻 不起訴處分

讓 109 毒偵 32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三分局 李○鎮 緩起訴處分



讓 109 毒偵 31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楊○翔 起訴

讓 109 毒偵 32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陳○臻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9 毒偵 35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王○富 起訴

讓 109 毒偵 408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一分局 許○堅 起訴

讓 109 毒偵緝 1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康○崴 起訴

讓 109 毒偵緝 17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曾○瑋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