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公告日期：110-10-01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10 偵 5520 毀棄損壞 瑞芳分局 褚○杰 不起訴處分

平 110 偵 2890 肇事逃逸 基二分局 謝○民 不起訴處分

平 110 速偵 170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許○着 緩起訴處分

平 110 調偵 171 妨害自由 基市安樂區所 唐○鴻 不起訴處分

平 110 調偵 174 交通過失傷害 基市仁愛區所 許○閔 起訴

平 110 調偵 199 著作權法 新北三重區所 林○雄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偵 460 竊盜 金山分局 方○南 起訴

孝 110 偵 1012 誣告等 檢○官簽分 張○璟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偵 5609 交通過失傷害等 檢○官簽分 蕭○賢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孝 110 偵 5684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林○財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10 偵緝 163 侵占 本股 沈○宇 不起訴處分

忠 110 偵 2719 家庭暴力防治 基四分局 劉○立 起訴

信 109 毒偵 1164 毒品防制條例等 板橋分局 黃○年 無施傾向處分

信 110 偵 4487 詐欺 臺東分局 戴○香 不起訴處分

信 110 毒偵 1017 毒品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檢 黃○年 無施傾向處分

信 110 撤緩 76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呂○忠 撤銷原決定

勤 110 偵 5106 肇事逃逸 基二分局 江○衛 不起訴處分

勤 110 調偵 150 傷害 新北瑞芳區所 李○緒 起訴

勤 110 調偵 176 傷害 基市仁愛區所 謝○維 起訴

愛 110 毒偵 487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黃○德 緩起訴處分

愛 110 毒偵 59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和分局 黃○德 緩起訴處分

愛 110 毒偵 128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黃○ 緩起訴處分

愛 110 毒偵 149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黃○德 緩起訴處分

慎 110 毒偵 857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吳○芬 緩起訴處分

慎 110 毒偵 149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劉○助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10 偵 2596 交通過失傷害 基二分局 李○明 起訴

誠 110 偵 5439 竊盜 基二分局 曾○修 不起訴處分

嚴 109 偵 2396 妨害自由 臺灣高檢 陳○霖 起訴

嚴 109 偵 2396 恐嚇取財得利等 臺灣高檢 吳○坤 不起訴處分

嚴 109 偵 2396 恐嚇取財得利等 臺灣高檢 黃○宸 不起訴處分

嚴 109 偵 2397 妨害自由 臺灣高檢 陳○霖 起訴

嚴 109 偵 2397 妨害自由等 臺灣高檢 柯○忠 起訴

嚴 109 偵 2397 恐嚇取財得利等 臺灣高檢 吳○坤 不起訴處分

嚴 109 偵 2397 恐嚇取財得利等 臺灣高檢 黃○宸 不起訴處分

嚴 110 偵 1204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楊○元 起訴

嚴 110 偵 3149 詐欺 淡水分局 徐○宏 不起訴處分

嚴 110 偵 5135 對未成年性交 基市婦隊 陳○豪 起訴

嚴 110 毒偵 896 毒品防制條例 金山分局 鄭○民 緩起訴處分

讓 110 毒偵 419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連○呈 無施傾向處分

讓 110 毒偵 624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簽分 陳○如 緩起訴處分

讓 110 毒偵 82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陳○樺 不起訴處分

讓 110 毒偵 937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簽分 陳○如 緩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