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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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108 毒偵 2110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馮○源 緩起訴處分

日 108 毒偵 2374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廖○麟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偵 13306 重利 臺灣高檢 廖○宏 起訴

出 108 偵 13306 重利 臺灣高檢 廖○賢 起訴

出 108 偵 13307 重利 臺灣高檢 廖○賢 起訴

出 108 偵 13307 重利 臺灣高檢 廖○宏 起訴

成 108 毒偵 453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何○修 緩起訴處分

臣 108 偵 10413 竊盜 萬華分局 侯○富 起訴

臣 108 偵 10432 竊盜 萬華分局 侯○富 不起訴處分

臣 108 偵 15068 竊盜 萬華分局 侯○富 起訴

臣 108 偵 15185 竊盜 中正二局 侯○富 起訴

君 108 毒偵 150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呂○賢 緩起訴處分

君 108 毒偵 2379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李○彥 聲請簡易判決

改 108 毒偵 1484 毒品防制條例 新店分局 柯○雄 不起訴處分

改 108 毒偵 206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丁○威 不起訴處分

改 108 毒偵 2218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林○興 聲請簡易判決

改 108 撤緩 269 毒品防制條例 守○ 賴○銘 撤銷緩起訴處分

來 108 毒偵 1156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房○勳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毒偵 1245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吳○輝 起訴

來 108 毒偵 2060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室 晏○辛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8 毒偵 2131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吳○輝 起訴

來 108 撤緩毒偵 128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晏○辛 聲請簡易判決

定 108 偵 12191 臺灣大陸條例 臺北市專勤隊 張○彥 緩起訴處分

定 108 偵 16421 詐欺等 新店分局 李○仁 起訴

定 108 偵 16644 臺灣大陸條例 本股 速○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定 108 偵 16644 臺灣大陸條例 本股 張○彥 緩起訴處分

定 108 偵 16645 詐欺等 本股 陳○震 不起訴處分

定 108 偵 16645 詐欺等 本股 徐○博 不起訴處分

定 108 偵 16645 詐欺等 本股 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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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108 偵 16646 偽造文書 本股 林○添 不起訴處分

定 108 撤緩毒偵 139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李○倫 聲請簡易判決

定 108 撤緩 241 公共危險 守○ 白○輝 撤銷緩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15147 過失傷害 中正二局 陳○傑 起訴

宙 108 偵 16673 著作權法 瘋○概念股份有限公司（法代：李國澐） 阮○嘉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撤緩 275 毒品防制條例 守○ 邱○婷 緩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800 偽造有價證券等 曹○瑋 葉○源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13453 妨害名譽 松山分局 張○玟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14500 妨害名譽 松山分局 姜○譯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16592 過失傷害 中正一局 周○廷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毒偵 1430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郭○睿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調偵緝 156 業務侵占 北市中山區所 張○陵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3987 公共危險 萬華分局 洪○緯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緝 701 竊盜 新店分局 劉○緯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調偵 744 業務過失傷害 北市文山區所 荊○文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調偵 744 業務過失傷害 北市文山區所 王○璽 起訴

荒 108 調偵 745 業務過失傷害 北市文山區所 李○?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調偵 745 業務過失傷害 北市文山區所 王○璽 起訴

荒 108 調偵 745 業務過失傷害 北市文山區所 蔡○合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調偵 1769 過失傷害 北市文山區所 鄭○強 起訴

崑 108 偵 8129 偽造文書 刑事警局 林○丞 不起訴處分

崑 108 偵 8331 偽造文書 袁○天 杜○傑 不起訴處分

崑 108 偵 8331 偽造文書 袁○天 袁○麗 不起訴處分

崑 108 偵 8331 偽造文書 袁○天 杜○飛 不起訴處分

崑 108 調偵 1035 妨害名譽 北市松山區所 李○材 不起訴處分

景 108 偵 9596 侵占 文山一局 連○興 聲請簡易判決

景 108 偵 13222 侵占 中正一局 王○平 聲請簡易判決

景 108 偵 16976 誣告 本股 黃○昌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撤緩毒偵 131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莊○祥 聲請簡易判決

閏 108 偵 7692 詐欺 萬華分局 李○瑋 起訴．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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閏 108 毒偵 197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張○健 緩起訴處分

閏 108 毒偵 200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黃○裕 緩起訴處分

歲 108 毒偵 1511 毒品防制條例 信義分局 王○璟 起訴

虞 108 聲撤 13 洗錢防制法 張○勝 不起訴處分

劍 108 毒偵緝 59 毒品防制條例 三重分局 杜○衛 不起訴處分

談 107 偵 16201 侵占等 L○N RISHYL ANCINO 起訴

談 108 偵 14611 詐欺 中山分局 張○馨 起訴

談 108 偵 15407 竊盜 中正一局 李○偉 聲請簡易判決

談 108 偵 15826 詐欺 中山分局 張○馨 起訴

談 108 偵緝 913 詐欺 中市刑大 翁○楓 不起訴處分

賢 108 毒偵 1992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周○緯 緩起訴處分

餘 108 偵 4720 竊盜 信義分局 蕭○明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8 偵緝 1240 詐欺 頭份分局 謝○秀 不起訴處分

餘 108 調偵 1738 詐欺 北市萬華區所 蕭○成 不起訴處分

餘 108 調偵 1742 過失致死 北市中山區所 許○龍 起訴

餘 108 調偵 1802 過失傷害 北市中正區所 陳○全 不起訴處分

餘 108 調偵 1839 過失傷害 新北永和區所 張○峻 起訴

藏 108 毒偵 2388 毒品防制條例 信義分局 沈○謙 不起訴處分

藏 108 毒偵 2657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曹○晨 起訴

麗 108 毒偵 312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潘○劼 起訴

麗 108 撤緩毒偵 132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潘○劼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