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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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108 毒偵 206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廖○翔 起訴

宇 108 毒偵緝 92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王○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緝 93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王○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緝 94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王○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緝 116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李○諺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緝 132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曾○薇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毒偵 173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銘 起訴

成 108 毒偵 1762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分局 陳○銘 起訴

良 108 偵 11518 傷害 萬華分局 呂○生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11518 傷害 萬華分局 李○怡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11519 過失傷害 中山分局 朱○玉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偵 11629 過失傷害 中正二局 李○雄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11639 過失傷害 萬華分局 羅○文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偵 11640 業務過失傷害 萬華分局 詹○然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偵 12644 業務過失傷害 信義分局 蘇○慶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8 毒偵 135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鄭○宸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毒偵 135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鄭○宸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毒偵 1845 毒品防制條例 林口分局 包○安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撤緩 211 毒品防制條例 意○ 晏○辛 撤銷緩起訴處分

岡 108 偵 14986 妨害名譽 本股 李○鈺 不起訴處分

岡 108 撤緩 235 毒品防制條例 守○ 郭○成 撤銷緩起訴處分

知 108 毒偵 198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簡○庭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8 偵 5615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龔○慈 起訴

信 108 偵 5615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蔡○斌 起訴

信 108 偵 5615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薛○輝 起訴

得 107 毒偵 356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林○英 聲請簡易判決

得 108 毒偵 827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范○林 聲請簡易判決

得 108 毒偵 132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黃○詳 起訴

得 108 毒偵 1406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黃○宏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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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108 毒偵 173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宇 緩起訴處分

得 108 毒偵續 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余○瑋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毒偵 193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王○庭 起訴

結 108 毒偵緝 16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吳○俊 起訴

結 108 撤緩毒偵 107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李○翰 起訴

結 108 撤緩毒偵 108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李○翰 起訴

結 108 撤緩毒偵 109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李○翰 起訴

陽 108 毒偵 1533 毒品防制條例 中正二局 何○緯 不起訴處分

雲 108 毒偵 2133 毒品防制條例 海山分局 王○榮 起訴

黃 108 毒偵 1075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I○RAHIM YISIAKU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毒偵 1538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蘇○翔 緩起訴處分

慶 108 毒偵緝 127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蔡○樺 不起訴處分

慶 108 毒偵緝 128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蔡○樺 不起訴處分

贊 108 速偵 1396 公共危險 松山分局 謝○軍 緩起訴處分

贊 108 速偵 1397 公共危險 新店分局 孫○婷 緩起訴處分

贊 108 速偵 1398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蔡○豪 緩起訴處分

贊 108 速偵 1399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彭○楠 緩起訴處分

贊 108 速偵 1400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楊○忠 緩起訴處分

贊 108 速偵 1401 公共危險 文山二局 蘇○榮 緩起訴處分

贊 108 速偵 1402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尤○俊 緩起訴處分

贊 108 速偵 1403 公共危險 大安分局 何○峰 聲請簡易判決

贊 108 速偵 1404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陳○臻 聲請簡易判決

贊 108 速偵 1405 公共危險 信義分局 萬○生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毒偵 1023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張○記 緩起訴處分

麗 108 毒偵 1554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陳○惟 不起訴處分

蘭 107 偵 27312 政府採購法 本股 張○鳴 不起訴處分

蘭 108 偵 1437 妨害名譽等 大安分局 黃○萍 不起訴處分

蘭 108 偵 1437 妨害名譽等 大安分局 陳○源 不起訴處分

蘭 108 偵 7491 公司法等 臺北調查處 劉○毅 聲請簡易判決

蘭 108 偵 7491 公司法等 臺北調查處 林○慶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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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 108 速偵 1393 公共危險 中正二局 陳○瑋 緩起訴處分

蘭 108 速偵 1394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付○慈 聲請簡易判決

蘭 108 速偵 1395 公共危險 松山分局 朱○銘 緩起訴處分

蘭 108 調偵 1399 妨害名譽 北市信義區所 馬○行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