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公告日期：111-07-22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公 111 偵 634 強制猥褻 基市婦隊 B○000-A110070B 起訴

公 111 偵 1728 詐欺 基三分局 林○用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3304 傷害 基二分局 裴○戎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3383 詐欺 基三分局 林○用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3788 家庭暴力防治 基一分局 陳○良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4103 著作權法 智財分署 盧○雲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4407 妨害自由 基二分局 諶○承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4526 妨害風化罪 鐵警臺北 王○彰 緩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4609 毀棄損壞 基二分局 陳○慊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4784 妨害自由 基二分局 巫○恩 不起訴處分

平 111 偵 5204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江○瓶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1 偵 5274 詐欺 汐止分局 鄭○昌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 433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陳○煌 無施傾向處分

孝 110 毒偵 85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煌 無施傾向處分

忠 111 偵 4404 菸酒管理法 航空刑大 S○SI ANDRIANI 緩起訴處分

忠 111 偵 4588 侵占 基四分局 江○倫 不起訴處分

忠 111 偵 4603 傷害 基四分局 林○忠 不起訴處分

忠 111 軍偵緝 1 偽造文書印文－軍等 中山分局 許○翰 起訴

忠 111 撤緩 7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陳○郝 撤銷原決定

信 110 毒偵 1921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李○吉 無施傾向處分

信 111 毒偵 544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一分局 黃○晟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11 毒偵 589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四分局 黃○晟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11 毒偵 65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張○昌 緩起訴處分

信 111 毒偵 707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黃○傑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11 毒偵 73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賴○華 不起訴處分

信 111 毒偵 820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陳○杰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11 毒偵 91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黃○傑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11 撤緩毒偵 7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朱○璋 無施傾向處分

信 111 撤緩毒偵 8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朱○璋 無施傾向處分

清 110 偵 1422 詐欺 檢○官簽分 郭○喜 不起訴處分

勤 110 偵 2945 妨害自由 基二分局 柯○哲 不起訴處分

勤 110 偵 7426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梁○均 不起訴處分

勤 111 偵 4691 毒品防制條例 金山分局 黃○偉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11 偵 4723 不能安全駕駛 金山分局 何○祐 起訴

勤 111 偵 5199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四分局 吳○平 不起訴處分

勤 111 毒偵 960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周○豪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毒偵 1299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王○禮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0 毒偵 440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王○禮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0 毒偵 1091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王○禮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0 毒偵 134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王○禮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0 毒偵 154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王○禮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0 毒偵 1658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王○禮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0 毒偵 1980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王○禮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1 偵 3369 背信 汐止分局 楊○紅 不起訴處分

愛 111 偵 3514 傷害 基一分局 李○豪 起訴

愛 111 偵 3514 傷害 基一分局 黃○諺 起訴

愛 111 偵 3514 傷害 基一分局 黃○翔 起訴

愛 111 偵 3514 傷害 基一分局 簡○梵 起訴

愛 111 偵 3527 竊盜 基二分局 蔡○祥 不起訴處分

愛 111 偵 3527 竊盜等 基二分局 柯○庭 起訴．不起訴處



愛 111 毒偵 342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王○禮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1 毒偵 365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王○禮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1 毒偵 433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王○禮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1 毒偵 819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王○禮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1 調偵 118 過失傷害 基市中正區所 林○宏 不起訴處分

愛 111 少連偵 38 妨害秩序等 基二分局 廖○樺 起訴．不起訴處

愛 111 少連偵 38 妨害秩序等 基二分局 蔡○達 不起訴處分

慎 110 偵 7506 詐欺 基一分局 賴○瑜 不起訴處分

慎 111 偵 2386 過失傷害 基三分局 林○星 不起訴處分

慎 111 偵 2471 廢棄物清理法 保七三大 吳○立 起訴

敬 109 毒偵 610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白○盛 無施傾向處分

敬 109 毒偵 807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白○盛 無施傾向處分

敬 110 毒偵 195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白○盛 無施傾向處分

敬 111 速偵 104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林○中 緩起訴處分

敬 111 速偵 105 不能安全駕駛 基二分局 楊○治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11 速偵 106 不能安全駕駛 基四分局 沈○明 緩起訴處分

敬 111 速偵 107 竊盜 基三分局 張○萍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11 速偵 108 不能安全駕駛 瑞芳分局 吳○維 緩起訴處分

敬 111 毒偵 13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白○盛 無施傾向處分

敬 111 毒偵 204 毒品防制條例等 基一分局 白○盛 無施傾向處分

誠 111 毒偵緝 298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葉○柱 不起訴處分

嚴 110 偵 7712 詐欺 基四分局 劉○恩 不起訴處分

嚴 111 速偵 109 不能安全駕駛 金山分局 范○清 緩起訴處分

讓 111 偵 563 詐欺 基四分局 李○萱 不起訴處分

讓 111 偵 629 建築法 基隆市政府 吳邱○香 起訴

讓 111 偵 644 兒少福利權益等 基市婦隊 A○000-A110693A 起訴

讓 111 偵 1594 兒少福利權益等 基市婦隊 A○000-A110693A 起訴

讓 111 偵 3397 性騷擾防治法 鐵警臺北 林○陽 不起訴處分

讓 111 偵 3404 洗錢防制法等 蘆洲分局 呂○芊 起訴

讓 111 偵 3506 洗錢防制法等 基一分局 胡○信 起訴

讓 111 偵 4049 洗錢防制法等 板橋分局 呂○芊 起訴

讓 111 偵 4990 洗錢防制法等 頭份分局 胡○信 起訴

讓 111 偵 5227 詐欺 基隆地院 周○忠 不起訴處分

讓 111 偵緝 598 洗錢防制法等 基市刑大 呂○芊 起訴

讓 111 偵緝 599 洗錢防制法等 基市刑大 呂○芊 起訴

讓 111 偵緝 600 洗錢防制法等 基市刑大 呂○芊 起訴

讓 111 偵緝 601 洗錢防制法等 基市刑大 呂○芊 起訴

讓 111 偵緝 602 洗錢防制法等 基市刑大 呂○芊 起訴

讓 111 偵緝 603 洗錢防制法等 基市刑大 呂○芊 起訴

讓 111 調偵 157 妨害名譽 基市中山區所 施○瀚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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