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公告日期：111-10-27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子 111 偵 7591 洗錢防制法等 檢○官簽分 陳○源 起訴

仁 111 偵 1351 詐欺等 基二分局 林○毅 不起訴處分

仁 111 偵 5412 交通過失傷害 基二分局 石○夫 不起訴處分

仁 111 偵 5412 交通過失傷害 基二分局 洪○娥 不起訴處分

仁 111 偵 7394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三分局 曹○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11 偵 7402 詐欺 龜山分局 周○忠 不起訴處分

仁 111 偵 7596 不能安全駕駛 金山分局 潘○清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11 偵緝 485 詐欺 瑞芳分局 楊○才 不起訴處分

仁 111 偵緝 842 交通過失傷害 基二分局 劉○汶 起訴

仁 111 調偵 286 交通過失傷害 基市暖暖區所 游○溢 起訴

仁 111 調偵 287 交通過失傷害 基市暖暖區所 鄭○福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1590 侵占 基三分局 鄭○桃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5103 詐欺 歸仁分局 李○瑩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6454 藥事法 航空刑大 吳○君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7143 竊盜 基一分局 洪○朋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11 偵 7295 詐欺 蘆洲分局 李○恩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 7339 洗錢防制法等 大同分局 林○萍 不起訴處分

公 111 偵緝 604 洗錢防制法等 三重分局 蔡○成 起訴

公 111 撤緩偵 26 不能安全駕駛 本股 陳○楷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11 調偵 280 交通過失傷害 基市安樂區所 曾○祺 不起訴處分

平 109 毒偵 1058 毒品防制條例 礁溪分局 許○宏 不起訴處分

平 110 毒偵 163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謝○銘 無施傾向處分

平 111 毒偵 657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謝○銘 無施傾向處分

孝 111 偵 7236 詐欺 基四分局 游○涵 不起訴處分

孝 111 偵 7242 傷害 基二分局 張○楷 起訴

孝 111 偵 7242 傷害 基二分局 陳○昂 起訴

孝 111 偵 7254 毀棄損壞 基二分局 聶○嶽 不起訴處分

孝 111 偵 7262 妨害自由 基二分局 楊○敬 不起訴處分

孝 111 偵緝 863 洗錢防制法等 內湖分局 廖○成 起訴

孝 111 偵緝 867 洗錢防制法等 基三分局 游○毅 起訴

孝 111 偵緝 877 洗錢防制法等 基二分局 謝○穎 起訴

孝 111 毒偵 1230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朱○財 不起訴處分

孝 111 毒偵 1264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簽分 廖○杰 不起訴處分

孝 111 毒偵 1354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康○潔 不起訴處分

孝 111 毒偵 1426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詹○笙 不起訴處分

良 111 毒偵緝 517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黃○鈞 無施傾向處分

信 110 偵續 2 詐欺 臺灣高檢 李○英 不起訴處分

勤 111 毒偵 726 毒品防制條例等三重分局 譚○凰 緩起訴處分

勤 111 毒偵 1132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王○樺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11 毒偵 1149 毒品防制條例等基二分局 譚○凰 緩起訴處分

勤 111 撤緩毒偵 6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游○香 不起訴處分

愛 111 速偵 160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張○賜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11 速偵 161 賭博 基二分局 宋○慶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11 毒偵 65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王○河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1 毒偵 414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王○河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1 毒偵 848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王○河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1 毒偵 1246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王○河 無施傾向處分

愛 111 毒偵 136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高○瑞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11 毒偵緝 250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警局 劉○軒 不起訴處分

敬 111 毒偵 1190 毒品防制條例等基四分局 詹○罄 緩起訴處分

敬 111 毒偵 133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陳○安 不起訴處分

敬 111 毒偵 1378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林○山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11 毒偵緝 518 毒品防制條例 金山分局 游○祥 無施傾向處分

敬 111 毒偵緝 519 毒品防制條例 金山分局 游○祥 無施傾向處分

謙 111 偵 6504 詐欺等 基二分局 蕭○偉 起訴

謙 111 偵 7185 竊盜 基四分局 蕭○偉 起訴

謙 111 偵 7207 詐欺等 基一分局 蕭○偉 起訴

謙 111 偵緝 667 背信 基一分局 蕭○偉 起訴

謙 111 速偵 159 不能安全駕駛 基一分局 名○妍 緩起訴處分

謙 111 毒偵緝 520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戴○恆 無施傾向處分

謙 111 毒偵緝 521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戴○恆 無施傾向處分

謙 111 毒偵緝 522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戴○恆 無施傾向處分

謙 111 毒偵緝 523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戴○恆 無施傾向處分

謙 111 毒偵緝 524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戴○恆 無施傾向處分

謙 111 撤緩 9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徐○萍 撤銷原決定

讓 111 毒偵 87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和分局 李○靜 無施傾向處分

讓 111 毒偵 1421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潘○立 無施傾向處分

讓 111 毒偵緝 479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陳○強 無施傾向處分

讓 111 毒偵緝 480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陳○強 無施傾向處分

讓 111 毒偵緝 481 毒品防制條例等基市刑大 陳○強 無施傾向處分

讓 111 毒偵緝 482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陳○強 無施傾向處分

讓 111 撤緩毒偵 19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陳○強 無施傾向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