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類記載為準 ,公告後二星期即刪除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日 103 偵 22546 偽證 王○輿 蔡○盈 不起訴處分

日 103 偵 22546 偽證 王○輿 E○A Putria 不起訴處分

日 103 偵 22546 偽證 王○輿 柯○世 不起訴處分

日 103 偵緝 1864 侵占 苓雅分局 洪○貴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偵 8340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許○丁 聲請簡易判決

必 103 偵續 307 保險法 臺灣高檢 曾○豐 起訴．不起訴處分

必 103 偵續 307 保險法 臺灣高檢 郭○彰 起訴．不起訴處分

必 103 偵續 307 保險法 臺灣高檢 蕭○宜 起訴．不起訴處分

必 103 偵續 307 保險法 臺灣高檢 楊○林 不起訴處分

必 103 偵續 307 保險法 臺灣高檢 林○出 不起訴處分

玄 103 偵續 760 過失傷害 臺灣高檢 程○華 起訴

玄 104 偵 6587 詐欺等 大安分局 蘇○弘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4 調偵 680 恐嚇等 北市中山區所 楊○仁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君 104 調偵 821 過失傷害 北市中正區所 黃○儒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調偵 822 過失傷害 新北新店區所 許○枝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偵 8436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闕○雄 聲請簡易判決

君 104 偵緝 378 竊盜 中山分局 周○嵐 起訴

君 104 毒偵 1185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張○昕 起訴

君 104 偵 6882 詐欺等 臺灣高檢 王○雯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偵 8101 竊盜 本股 王○良 起訴

君 104 偵 8103 背信等 劉○宗 劉○縉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偵 8104 背信等 劉○宗 劉○泰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偵 8104 背信等 劉○宗 劉○強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偵 8104 背信等 劉○宗 劉○昌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偵 8104 背信等 劉○宗 劉○川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偵 8130 妨害名譽 本股 秦○康 不起訴處分

君 104 偵 7419 竊盜 萬華分局 賴○裕 起訴

君 104 偵 7498 竊盜 萬華分局 賴○裕 起訴

君 103 毒偵 389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謝○智 不起訴處分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往 103 偵 19914 侵占等 文山一局 陳○杏 不起訴處分

往 103 偵 22190 侵占等 文山一局 陳○杏 不起訴處分

往 104 毒偵 615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林○華 緩起訴處分

珠 104 調偵 701 妨害名譽等 北市萬華區所 蔡○楓 不起訴處分

珠 104 偵續 243 傷害 臺灣高檢 吳○師 不起訴處分

珠 104 偵續 243 傷害 臺灣高檢 吳○諺 不起訴處分

珠 104 偵續 243 傷害 臺灣高檢 黃○生 不起訴處分

珠 104 偵緝 308 過失傷害 大安分局 楊○福 起訴

珠 103 偵 23158 業務過失傷害 大安分局 林○文 起訴

珠 103 偵 25465 公共危險等 新店分局 林○ 起訴．不起訴處分

珠 104 偵 2869 偽造有價證券 文山一局 盧○傳 起訴

珠 104 偵 1500 偽造有價證券 中山分局 盧○傳 起訴

宿 104 偵 7149 侵占 中山分局 簡○均 不起訴處分

宿 104 偵 5796 竊盜 中正一局 歐○明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偵 6282 竊盜 信義分局 伍○樺 不起訴處分

宿 104 偵 8046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張○銘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毒偵緝 39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楊○翔 不起訴處分

宿 104 偵 8513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謝○瀚 聲請簡易判決

御 103 偵 12271 詐欺 萬○聯運有限公司 彭○熙 不起訴處分

暑 104 速偵 1224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王○程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速偵 1225 公共危險 松山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速偵 1226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方○寶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速偵 1227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張○儒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速偵 1228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張○嘉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速偵 1229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鄭○宏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速偵 1230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衛○祥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速偵 1231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陳○如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速偵 1232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鄭○仁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速偵 1233 公共危險 文山二局 陳○良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速偵 1234 公共危險 國道一隊 蔣○武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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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104 速偵 1235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池○霖 聲請簡易判決

閏 104 毒偵 33 毒品防制條例 海山分局 謝○文 起訴

閏 104 毒偵 303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陳○興 聲請簡易判決

閏 103 偵 15014 偽造文書 中正二局 馬○銘 不起訴處分

閏 104 偵 3650 毀棄損壞 新店分局 黃○暄 不起訴處分

閏 104 偵 4375 偽造文書 鐵刑警隊 黃○彬 起訴

閏 104 偵 4549 賭博 大同分局 黃○土 聲請簡易判決

閏 104 偵 4549 賭博 大同分局 呂○清 聲請簡易判決

閏 104 偵 4549 賭博 大同分局 曹○吉 聲請簡易判決

閏 104 偵 92 公共危險 中正一局 黃○棟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緝 329 詐欺等 航空警局 C○RISTOPHE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撤緩偵 112 公共危險 守○ 陳○偉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4 撤緩偵 113 公共危險 意○ 周○霖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4 調偵 349 竊盜 北市信義區所 路○一 起訴

歲 104 調偵 349 竊盜 北市信義區所 程○龍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7660 業務過失傷害 呂○龍 趙○雄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7660 業務過失傷害 呂○龍 朱○偉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7660 業務過失傷害 呂○龍 江○瑞 起訴

歲 104 偵 7660 業務過失傷害 呂○龍 徐○絜 起訴

歲 104 偵 7660 業務過失傷害 呂○龍 何○棣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7660 業務過失傷害 呂○龍 高○頌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7660 業務過失傷害 呂○龍 曾○谷 起訴

歲 104 偵 7661 業務過失傷害 呂○龍 谷田○司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7661 業務過失傷害 呂○龍 嘉藤○光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7661 業務過失傷害 呂○龍 今井○彥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7661 業務過失傷害 呂○龍 謝○賢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7661 業務過失傷害 呂○龍 溥○仁 不起訴處分

調 104 偵 7226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湯○茵 緩起訴處分

調 104 偵 5840 公共危險 松山分局 臧○富 緩起訴處分

調 104 偵 5354 詐欺 內湖分局 申○芹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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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104 偵 5733 偽造文書 楊○君 顏○喜 不起訴處分

調 104 偵 5733 偽造文書 楊○君 顏吳○桂 不起訴處分

調 104 調偵 817 公共危險 北市中正區所 吳○鈞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4 撤緩 173 毒品防制條例 守○ 駱○安 撤銷緩起訴處分

賢 104 偵 8432 不能安全駕駛 萬華分局 王○傑 起訴

藏 104 偵緝 332 偽造有價證券等 松山分局 賴○生 起訴

藏 104 偵緝 333 偽造有價證券等 松山分局 賴○生 起訴

藏 104 偵 7848 偽造文書 臺○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蕭○義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4 偵 7848 偽造文書 臺○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許○誌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4 偵 7848 偽造文書 臺○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曾○文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偵 251 過失傷害 萬華分局 吳○文 起訴

麗 104 偵 1651 詐欺等 鍾○瑩 金○忠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偵 7696 業務過失傷害 新店分局 黃○翰 起訴

麗 104 偵 7783 恐嚇 中山分局 李○昇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偵 8392 傷害 陳○宇 孫○聲 起訴

騰 103 少連偵 70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吳○志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少連偵 70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諸○均 起訴

騰 103 少連偵 70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郭○伯 起訴

騰 103 少連偵 70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於○男 起訴

騰 103 少連偵 70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黃○勝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少連偵 70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李○樵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少連偵 70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陳○樺 起訴

騰 103 少連偵 70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高○鈞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偵 11878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吳○志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偵 11878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諸○均 起訴

騰 103 偵 11878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郭○伯 起訴

騰 103 偵 11878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於○男 起訴

騰 103 偵 11878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黃○勝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偵 11878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李○樵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偵 11878 恐嚇取財等 新北市刑大 陳○樺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