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 ,公告後二星期即下架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08 偵 12863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鍾○書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偵 13043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林○松 聲請簡易判決

化 108 偵 12065 業務過失傷害 新店分局 陳○文 起訴

化 108 偵 12287 侵占 新店分局 陳○豪 起訴

化 108 偵緝 884 竊盜 土城分局 郭○峰 不起訴處分

化 108 調偵 1487 著作權法 北市大安區所 宸○有限公司 不起訴處分

化 108 調偵 1487 著作權法 北市大安區所 楊○鎬 不起訴處分

月 107 偵 20300 詐欺 信義分局 林○勤 不起訴處分

月 107 偵 20300 詐欺 信義分局 許○德 起訴

月 107 偵 26440 詐欺等 張○敏 楊○茂 不起訴處分

月 107 偵 26441 詐欺等 張○敏 邱○娟 不起訴處分

月 107 偵 26441 詐欺等 張○敏 楊○茂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9151 詐欺 臺灣高檢 許○德 起訴

玉 107 毒偵 5060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分局 陳○ 起訴

吉 108 偵 9020 詐欺 中正二局 鄭○羽 不起訴處分

吉 108 偵 12256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張○文 不起訴處分

吉 108 偵 12598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夏○緯 緩起訴處分

吉 108 偵 12670 竊盜 萬華分局 尹○娟 起訴

吉 108 偵 12670 竊盜 萬華分局 陳○豪 起訴

吉 108 偵 12904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葉○堂 緩起訴處分

吉 108 偵 13871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向○緣 聲請簡易判決

年 108 偵 4473 詐欺 大安分局 劉○仁 不起訴處分

年 108 偵 6841 詐欺等 陳○名 李○和 不起訴處分

年 108 偵 6841 詐欺等 陳○名 社○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不起訴處分

年 108 偵 10367 商標法 溪湖分局 陳○婷 聲請簡易判決

年 108 偵 11543 商標法 中港總隊 陳○婷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7 偵 23924 詐欺 萬華分局 劉○育 緩起訴處分

成 107 偵 23924 詐欺 萬華分局 林○辰 緩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4898 詐欺等 本股 顏○靈 緩起訴處分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成 108 偵 5981 妨害自由等 松山分局 黃○文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5981 妨害自由等 松山分局 李○璿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9453 家庭暴力之傷害 中山分局 高○寶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11350 毀棄損壞 文山一局 江○之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偵緝 894 詐欺等 本股 李○淵 不起訴處分

來 107 毒偵 5138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謝○?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毒偵 1247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林○昇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毒偵 1685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林○鋒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毒偵 1862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朱○毅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速偵 1345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林○強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速偵 1346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林○沅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速偵 1347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陳○妤 緩起訴處分

松 108 速偵 1348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林○亭 緩起訴處分

松 108 速偵 1349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翁○洵 緩起訴處分

松 108 速偵 1350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呂○炫 緩起訴處分

松 108 速偵 1351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劉○偉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速偵 1352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張○慧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速偵 1353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林○豪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速偵 1354 公共危險 松山分局 李○宏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速偵 1355 公共危險 中正一局 黃○德 緩起訴處分

松 108 速偵 1356 公共危險 文山一局 簡○菘 緩起訴處分

松 108 速偵 1357 公共危險 文山一局 闕○圳 緩起訴處分

松 108 速偵 1358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蘇○彰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速偵 1359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高○春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速偵 1360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陳○宇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速偵 1361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王○澤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速偵 1362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林○暉 緩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13689 家庭暴力之傷害 信義分局 董○圻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13508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廖○俊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撤緩 221 毒品防制條例 守○ 葉○忠 撤銷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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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108 速偵 1363 公共危險 松山分局 甘○安 緩起訴處分

能 108 毒偵 1643 毒品防制條例 文山一局 鄭○偉 起訴

能 108 毒偵 2186 毒品防制條例 文山一局 鄭○偉 起訴

能 108 撤緩 215 毒品防制條例 意○ 涂○榛 撤銷緩起訴處分

能 108 撤緩 218 毒品防制條例 守○ 陳○? 撤銷緩起訴處分

崑 108 偵 10114 詐欺等 臺灣高檢 劉○誠 不起訴處分

崑 108 偵 10442 傷害等 中山分局 葉○琪 起訴

崑 108 偵 10864 過失傷害 中山分局 黃○郎 起訴

崑 108 偵 11254 傷害等 中正二局 彭○華 起訴

崑 108 偵 12866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黃○源 緩起訴處分

崑 108 偵 13029 詐欺 陳○惠 林○樺 不起訴處分

崑 108 偵 13031 妨害名譽 路○倩 胡○華 不起訴處分

崑 108 偵 13032 業務過失傷害 楊○宏 周○愛 不起訴處分

御 108 偵 5759 竊盜等 新店分局 吳○義 不起訴處分

御 108 偵 5759 竊盜等 新店分局 賴○華 不起訴處分

御 108 偵 5759 竊盜等 新店分局 劉○興 不起訴處分

御 108 偵 10075 妨害名譽 松山分局 丁○忠 不起訴處分

御 108 偵 10296 竊盜 大安分局 張○皓 起訴

御 108 偵 11071 詐欺 中山分局 林○仲 不起訴處分

御 108 偵 12254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王○塗 緩起訴處分

御 108 毒偵 183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林○民 起訴

黃 107 偵 8765 誣告等 吳○總 起訴

黃 108 偵 3593 妨害名譽 信義分局 何○珍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3593 妨害名譽 信義分局 陳○洪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5065 誣告等 吳○總 起訴

黃 108 撤緩 201 公共危險 守○ 鄭○山 撤銷緩起訴處分

歲 107 偵 17416 業務過失致死 新店分局 何○燕 不起訴處分

歲 108 偵 11087 詐欺 新店分局 鄭○政 不起訴處分

歲 108 偵 13680 詐欺 卓○勳 劉○璽 不起訴處分

歲 108 偵 13681 誣告等 黃○婷 葉○艷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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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108 速偵 1339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謝○諺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8 速偵 1340 公共危險 松山分局 強○翔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8 速偵 1341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謝○珊 緩起訴處分

歲 108 速偵 1342 公共危險 中山分局 魏○倩 緩起訴處分

歲 108 速偵 1343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林○濬 緩起訴處分

歲 108 速偵 1344 竊盜 中正一局 黃○官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8 調偵 1493 傷害 北市大安區所 蔡○霖 不起訴處分

歲 108 調偵 1493 傷害 北市大安區所 蔡○汶 不起訴處分

歲 108 調偵 1494 過失傷害 北市中山區所 徐○勳 不起訴處分

歲 108 調偵 1494 過失傷害 北市中山區所 林○ 不起訴處分

賢 108 撤緩調偵 6 詐欺 本股 曾○雄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8 偵 12098 傷害 松山分局 鄭○晏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8 偵 13524 妨害名譽 大安分局 吳○伯 不起訴處分

麗 107 偵 19296 偽造文書等 蘇○誠 彭○清 不起訴處分

麗 107 偵 19296 偽造文書等 蘇○誠 邱○民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緝 953 性騷擾防治法 臺北市政府 O○ADA SHINJI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