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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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103 偵 20335 商標法 新北市刑大 黃○娟 聲請簡易判決

少 103 偵 24717 著作權法等 臺灣高檢 張○誠 緩起訴處分

少 103 偵緝 1742 詐欺 松山分局 武○暘 不起訴處分

少 103 偵緝 1742 詐欺 松山分局 佘○珠 不起訴處分

少 104 偵 7487 商標法 保二總隊 林○如 聲請簡易判決

少 104 偵 8565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李○忠 起訴

日 104 偵 7771 藥事法 新北市調查處 邱○如 緩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6666 公共危險等 松山分局 徐○金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6814 竊盜 文山一局 董○志 起訴

月 104 偵 2654 公共危險等 大安分局 李○民 不起訴處分

月 104 偵 8763 妨害自由 蕭○仁 李○嶸 不起訴處分

月 104 偵 8763 妨害自由 蕭○仁 鄭○傑 不起訴處分

月 104 偵 8763 妨害自由 蕭○仁 李○祥 不起訴處分

月 104 偵 8764 侵占 黃○欽 洪○祥 不起訴處分

月 104 偵 8765 偽造文書等 吳○泉 陳○林 不起訴處分

月 104 偵 8765 偽造文書等 吳○泉 陳○峻 不起訴處分

月 104 偵 8765 偽造文書等 吳○泉 陳○綿 不起訴處分

月 104 偵 8765 偽造文書等 吳○泉 陳○棟 不起訴處分

巨 104 偵 233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邱○洋 不起訴處分

巨 104 偵 3630 詐欺 新店分局 林○昕 起訴

玄 104 偵 5673 竊盜 萬華分局 呂○華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4 偵 7376 業務過失傷害 大安分局 陳○利 不起訴處分

玄 104 偵 7586 妨害名譽 中正一局 古○成 不起訴處分

玄 104 偵 7514 傷害 新店分局 陳○昭 不起訴處分

玄 104 偵 8670 詐欺等 周○呈 詹○霆 不起訴處分

玄 104 偵 8670 詐欺等 周○呈 江○軒 不起訴處分

玄 104 偵 8751 竊盜 中山分局 陳○雯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4 速偵 1295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蔡○生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4 速偵 1296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謝○彰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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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104 速偵 1297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楊○傑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4 速偵 1298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蔡○青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4 速偵 1299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林○秋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4 撤緩 145 毒品防制條例 周○呈 林○庭 撤銷緩起訴處分

列 103 偵續 530 詐欺 臺灣高檢 陳○橡 不起訴處分

列 103 偵 18368 貪污治罪條例 周○呈 林○水 不起訴處分

列 102 偵續 995 詐欺 臺灣高檢 陳○英 起訴

臣 103 偵 14683 詐欺 大安分局 陳○華 不起訴處分

臣 104 偵 6840 詐欺等 蔡○發 管○霖 不起訴處分

臣 104 偵 6840 詐欺等 蔡○發 黃○雲 不起訴處分

臣 104 偵 7790 商標法 保二總隊 曾○豪 聲請簡易判決

臣 104 毒偵 50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郭○豪 緩起訴處分

夜 104 毒偵 1319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分局 洪○ 起訴

夜 104 毒偵 1321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分局 廖○傑 起訴

夜 104 偵 7576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卓○賢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4 偵 7843 偽證 本股 陳○貞 不起訴處分

岡 104 偵 3625 詐欺等 中山分局 范○倫 不起訴處分

岡 104 偵 4710 偽造文書等 萬華分局 吳○霞 起訴

雨 102 偵續 379 詐欺等 臺灣高檢 陳○石 起訴

雨 102 偵續 379 詐欺等 臺灣高檢 劉○安 不起訴處分

雨 102 偵續 379 詐欺等 臺灣高檢 沈○宏 起訴

雨 102 偵續 379 詐欺等 臺灣高檢 李○財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4714 槍砲彈刀條例等 大安分局 潘○騏 起訴

信 104 偵 4715 槍砲彈刀條例等 大安分局 潘○騏 起訴

信 104 偵 7411 毒品防制條例 三重分局 林○恩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調偵 346 詐欺 北市大安區所 高○仁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毒偵 1228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 朱○傑 起訴

為 103 調偵 887 妨害名譽等 北市萬華區所 蔡○成 不起訴處分

為 103 調偵 887 妨害名譽等 北市萬華區所 陳○英 不起訴處分

為 103 調偵 887 妨害名譽等 北市萬華區所 朱○銘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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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104 偵 2241 過失傷害 松山分局 林○智 起訴

珠 103 偵 17132 強制猥褻 中山分局 黃○裕 不起訴處分

珠 103 偵 19700 贓物等 萬華分局 胡○傑 起訴．不起訴處分

珠 103 偵 19700 贓物等 萬華分局 鄭○明 起訴．不起訴處分

珠 103 偵 13324 妨害性自主罪 新店分局 鄧○立 起訴

珠 104 偵 8668 業務過失傷害 陳○妮 孫○祖 起訴

能 104 偵 3903 組織犯罪條例等 松山分局 江○緯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3904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林○伶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3905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郭○廷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3906 恐嚇等 萬華分局 林○恩 起訴．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3906 恐嚇等 萬華分局 曹○玥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3906 恐嚇等 萬華分局 蔡○翠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4776 家庭暴力防治等 松山分局 蘇○洪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5008 妨害名譽 文山一局 呂○明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4562 竊盜等 中山分局 郭○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6662 兒少性交易 大安分局 齊○然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7428 竊盜 萬華分局 蘇○長 起訴

能 104 偵 6789 妨害風化罪 信義分局 沈○瑢 起訴

能 104 偵 8578 過失傷害 葉○美香 林○期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8580 妨害名譽 陳○吉 張○傑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8580 妨害名譽 陳○吉 余○山 不起訴處分

荒 104 速偵 1254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王○靖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55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潘○君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56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陳○春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57 公共危險 文山一局 黎○安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58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黃○富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59 公共危險 文山一局 李○賓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60 公共危險 文山二局 洪○生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61 公共危險 文山二局 賴○強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62 公共危險 中正一局 林○斌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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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104 速偵 1263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徐○益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64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李○諺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65 公共危險 國道九隊 謝○財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66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林○財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67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李○賢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68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黃○哲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69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陳○旭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1270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鍾○羽 緩起訴處分

荒 104 速偵 1271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葉○強 緩起訴處分

荒 104 速偵 1272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傅○順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73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彭○榮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74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陳○旻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75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李○忠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76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江○宏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77 公共危險 文山二局 高○星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78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許○貴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79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嚴○嘯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80 公共危險 文山二局 翁○雄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81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黃○鴻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82 公共危險 國道九隊 林○坤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83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陳○達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84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王○ 緩起訴處分

宿 104 速偵 1285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陳○德 緩起訴處分

宿 104 速偵 1286 公共危險 文山二局 楊○和 緩起訴處分

宿 104 速偵 1287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徐○賢 緩起訴處分

宿 104 速偵 1288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石○中 緩起訴處分

宿 104 速偵 1289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劉○甫 緩起訴處分

宿 104 速偵 1290 公共危險 中正一局 朱○宗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91 公共危險 中正一局 賴○雯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92 公共危險 國道九隊 潘○成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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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104 速偵 1293 公共危險 國道九隊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速偵 1294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陳○甫 聲請簡易判決

崑 104 偵 8714 竊盜 信義分局 劉○妏 起訴

崑 104 偵 8372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黃○庭 聲請簡易判決

得 104 偵 8265 竊盜 萬華分局 陳○順 起訴

得 104 偵 8472 不能安全駕駛 萬華分局 陳○盛 聲請簡易判決

得 104 偵 5659 竊盜 萬華分局 陳○順 起訴

得 104 偵 6903 妨害風化罪 中山分局 謝○蘭 起訴

得 104 偵 5903 傷害 新店分局 葉○城 不起訴處分

得 104 偵 5985 竊盜 萬華分局 陳○順 起訴

得 104 偵 6104 竊盜 萬華分局 陳○順 起訴

得 103 少連偵 91 恐嚇 信義分局 王○瑞 不起訴處分

得 103 少連偵 91 恐嚇 信義分局 楊○澤 不起訴處分

得 103 少連偵 91 恐嚇 信義分局 余○潭 不起訴處分

得 103 少連偵 91 恐嚇 信義分局 林○章 不起訴處分

得 104 調偵 799 傷害 北市文山區所 許○榮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撤緩偵 111 竊盜 弗○ 林○柏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4 毒偵 1177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 李○傑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4 偵 8493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王○悅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4 偵 7195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孫○文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2 調偵 1704 詐欺 北市中正區所 黃○峰 不起訴處分

雲 102 調偵 1705 詐欺 北市中正區所 謝○海 不起訴處分

雲 103 調偵 866 妨害秘密 北市大安區所 李○匡 起訴

歲 103 偵 24848 詐欺等 中山分局 簡洪○裳 不起訴處分

歲 103 偵 24848 詐欺等 中山分局 陳○秀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7069 詐欺 中山分局 葉○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8665 誣告 高○鈴 高○強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8665 誣告 高○鈴 高○焜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偵 8665 誣告 高○鈴 高○冠 不起訴處分

歲 104 調偵 823 過失傷害 北市信義區所 吳○傑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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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104 偵緝 349 詐欺 本股 謝○龍 不起訴處分

稱 104 偵緝 349 詐欺 本股 張○一 不起訴處分

稱 104 偵緝 350 詐欺 本股 謝○龍 不起訴處分

稱 104 偵緝 350 詐欺 本股 劉○妤 不起訴處分

稱 104 偵緝 350 詐欺 本股 謝○露 不起訴處分

稱 104 偵 8053 瀆職 廉政署 李○國 緩起訴處分

稱 103 偵 6584 貪污治罪條例 本股 徐○義 不起訴處分

稱 103 偵 6584 貪污治罪條例 本股 李○禮 起訴

稱 103 偵 6584 貪污治罪條例 本股 陳○龍 不起訴處分

稱 103 偵 6584 貪污治罪條例 本股 許○晉 起訴

稱 103 偵 6584 貪污治罪條例 本股 張○恩 不起訴處分

稱 103 偵 6584 貪污治罪條例 本股 古○民 起訴

稱 103 偵 6584 貪污治罪條例 本股 李○澔 起訴

稱 103 偵 12969 詐欺等 廉政署 張○娥 起訴

稱 103 偵 12969 詐欺等 廉政署 謝○慧 起訴

稱 103 偵 12969 詐欺等 廉政署 蔡○忠 起訴

稱 103 偵 13613 貪污治罪條例 廉政署 李○禮 起訴

稱 103 偵 13613 貪污治罪條例 廉政署 許○晉 起訴

稱 103 偵 13613 貪污治罪條例 廉政署 古○民 起訴

稱 103 偵 13613 貪污治罪條例 廉政署 李○澔 起訴

稱 103 偵 13788 政府採購法等 廉政署 祥○科技股 起訴

稱 103 偵 13788 政府採購法等 廉政署 光○光纖有 起訴

稱 103 偵 13788 政府採購法等 廉政署 慧○系統整 起訴

稱 103 偵 13788 政府採購法等 廉政署 陳○雯 起訴

稱 103 偵 13788 政府採購法等 廉政署 駱○國 起訴

稱 103 偵 13788 政府採購法等 廉政署 邱○群 起訴

稱 103 偵 13788 政府採購法等 廉政署 吳○菱 起訴

稱 103 偵 13788 政府採購法等 廉政署 林○瑋 起訴

劍 104 偵 4498 賭博 萬華分局 呂○生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04 偵 4498 賭博 萬華分局 劉○華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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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 104 偵 7344 竊盜 中山分局 林○恆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04 偵 7499 竊盜 萬華分局 方○智 起訴

劍 104 偵 7606 妨害名譽 中正一局 姜○維 不起訴處分

劍 104 偵緝 580 稅捐稽徵法等 本股 彭○玲 不起訴處分

談 104 偵緝 353 詐欺 國道一隊 陳○震 起訴

談 104 偵緝 354 詐欺 國道一隊 陳○震 起訴

談 104 偵 8826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林○福 聲請簡易判決

談 104 調偵 742 過失傷害 北市文山區所 馮○渝 起訴

談 104 偵 7819 詐欺 本股 邱○富 不起訴處分

談 104 偵 7853 侵占 本股 彭○涵 不起訴處分

談 104 偵 6978 毒品防制條例 文山二局 王○鈐 起訴

調 104 偵 7135 公共危險等 萬華分局 溫○發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調 104 偵 5264 竊盜 萬華分局 李○達 起訴

調 103 毒偵 367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吳○玹 不起訴處分

調 104 撤緩毒偵 68 毒品防制條例 守○ 林○儀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4 撤緩 186 公共危險 守○ 王○ 撤銷緩起訴處分

調 104 撤緩偵 119 公共危險 意○ 陳○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4 調偵 376 業務過失傷害 北市中正區所 陳○仁 起訴

禮 104 戒毒偵 5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廖○畫 不起訴處分

藏 104 毒偵 113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黃○中 不起訴處分

藏 104 速偵 1300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許○成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4 速偵 1301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唐○康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4 速偵 1302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李○諭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4 速偵 1303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楊○凱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4 速偵 1304 賭博 萬華分局 林陳○娥 不起訴處分

藏 104 速偵 1305 賭博 中正二局 楊○山 不起訴處分

藏 104 速偵 1305 賭博 中正二局 謝○福 不起訴處分

藏 104 偵 7368 竊盜 文山二局 詹○源 起訴．不起訴處分

闕 104 偵 8376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陳○曄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4 偵 7898 詐欺 胡○玉 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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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闕 104 偵 6906 公共危險 松山分局 陳○植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4 調偵 304 偽造文書 北市萬華區所 王○沛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毒偵 686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謝○展 起訴

麗 104 撤緩偵 116 公共危險 守○ 鄭○文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撤緩偵 117 公共危險 守○ 楊○毓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偵 8259 妨害自由等 信義分局 王○德 不起訴處分

露 104 偵 3242 侵占 大安分局 潘○安 起訴

露 104 毒偵 218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何○炫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