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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104 偵 5684 公共危險 大同分局 王○東 不起訴處分

守 104 偵 13083 性騷擾防治法 北投分局 蔡○原 不起訴處分

守 104 偵緝 361 詐欺 羅東分局 饒○珠 不起訴處分

守 104 調偵 933 妨害名譽 北市南港區所 王○英 不起訴處分

守 104 調偵緝 6 詐欺 北市士林區所 張○前 不起訴處分

收 105 速偵 147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陳○銓 緩起訴處分

收 105 速偵 14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林○諺 緩起訴處分

收 105 速偵 14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李○郎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5 速偵 15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王○揚 聲請簡易判決

定 103 偵 10295 稅捐稽徵法 臺北國稅局 陸○名 起訴

定 103 偵 10295 稅捐稽徵法 臺北國稅局 劉○君 不起訴處分

定 103 偵 10295 稅捐稽徵法 臺北國稅局 李○修 不起訴處分

定 103 偵 10295 稅捐稽徵法 臺北國稅局 林○燕 不起訴處分

定 103 偵 10295 稅捐稽徵法 臺北國稅局 鄧○吉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偵 6566 毀棄損壞 士林分局 王○慈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偵 11928 竊盜 士林分局 吳○漢 起訴

忠 104 偵 13292 非駕業務傷害 蔣○安 劉○章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偵 13293 過失傷害 劉○章 蔣○安 起訴

忠 104 偵 14473 竊盜 蘆洲分局 王○君 起訴

忠 104 偵 14653 竊盜 淡水分局 吳○漢 起訴

忠 104 偵 13500 竊盜 淡水分局 楊○益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5 偵 173 竊盜 北投分局 劉○秀 起訴

忠 104 毒偵 2773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劉○昇 起訴

忠 105 偵 591 竊盜 汐止分局 倪○正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5 偵 1163 竊盜 淡水分局 吳○漢 起訴

忠 105 偵 1164 竊盜 淡水分局 吳○漢 起訴

忠 104 偵 14815 竊盜 淡水分局 吳○漢 起訴

忠 104 偵 14816 竊盜 淡水分局 吳○漢 起訴

忠 104 毒偵 1832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鄭○方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毒偵 1898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地院 胡○崴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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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104 毒偵 1997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地院 胡○崴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毒偵 2221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朱○穎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毒偵 2278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朱○穎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毒偵 2590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華○嘉 起訴

忠 104 毒偵 2603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劉○謙 起訴

忠 104 毒偵 2608 毒品防制條例 本○ 華○嘉 起訴

忠 105 偵 1440 竊盜 淡水分局 吳○漢 起訴

忠 105 偵 1593 竊盜 淡水分局 吳○漢 起訴

忠 105 偵 1673 傷害 北投分局 陳○琪 起訴

忠 105 偵 1917 竊盜 北投分局 魏○陞 起訴

忠 105 偵 1922 非駕業務傷害 內湖分局 吳○恒 不起訴處分

忠 105 偵 1992 駕駛業務傷害 蔡○文 蔡○倫 起訴

忠 105 偵 2815 竊盜 內湖分局 戴○威 起訴

忠 105 偵緝 55 竊盜 本股 吳○漢 起訴

忠 105 偵 2057 竊盜 淡水分局 陳○華 起訴

忠 105 偵 2264 竊盜 汐止分局 鄭○昌 不起訴處分

忠 105 毒偵 389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李○祥 起訴

忠 105 調偵 142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南港區所 林○翰 不起訴處分

忠 105 毒偵緝 15 毒品防制條例 三重分局 徐○豪 不起訴處分

法 105 偵 2036 不能安全駕駛 蘆洲分局 張○華 聲請簡易判決

法 103 偵 9840 背信 信義分局 張○麟 不起訴處分

法 104 偵 11327 妨害公務 李○富 陳○昌 不起訴處分

法 104 偵 11327 妨害公務 李○富 斯張○代 不起訴處分

法 104 偵 4575 殺人未遂 北市刑大 盧○偉 起訴

治 104 毒偵 2733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李○麗 起訴

治 105 毒偵緝 22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鄭○欽 起訴

寒 105 調偵緝 2 竊盜 新北汐止區所 賴○惠 不起訴處分

寒 105 毒偵 214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高○峰 起訴

寒 105 偵 2051 詐欺 臺灣高檢 張○群 不起訴處分

寒 105 偵 2325 竊盜 江○玲 何游○蓮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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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105 毒偵 19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高○峰 起訴

寒 105 毒偵 114 毒品防制條例 南港分局 黃○明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5 偵 1434 非駕業務傷害 吳○秀蘭 王○其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5 偵 1524 竊盜 士林分局 翁○騏 緩起訴處分

寒 104 毒偵 2748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周○龍 起訴

寒 104 毒偵 2441 毒品防制條例 本○ 高○峰 起訴

寒 104 毒偵 2475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羅○亮 起訴

寒 104 毒偵 2296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黃○峰 緩起訴處分

寒 104 偵緝 996 妨害兵役條例 內湖分局 劉○翰 不起訴處分

寒 105 偵 1036 非駕業務傷害 士林分局 鄭○鈴 起訴

寒 105 偵 824 竊盜 汐止分局 黃○銓 起訴

寒 105 偵 892 竊盜 內湖分局 薛○琳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4 調偵 1033 毀棄損壞 北市內湖區所 韓○平 不起訴處分

寒 105 偵 418 毀棄損壞 汐止分局 黃○鈴 不起訴處分

寒 105 偵 580 毀棄損壞 淡水分局 吳○理 不起訴處分

寒 104 偵 11552 非駕業務傷害 大同分局 陳○廷 不起訴處分

寒 104 偵 11552 非駕業務傷害 大同分局 詹○芬 不起訴處分

寒 104 偵 9414 非駕業務傷害 南港分局 林○宏 起訴

寒 104 偵 14232 詐欺 汐止分局 黃○埁 起訴

寒 104 偵 14657 竊盜 淡水分局 游○書 起訴

寒 104 偵 13301 詐欺 北投分局 鄭○輝 不起訴處分

揚 105 速偵 151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陳○溪 緩起訴處分

揚 105 速偵 15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龔○寧 緩起訴處分

揚 105 速偵 153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石○平 緩起訴處分

揚 105 速偵 154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黃○忠 聲請簡易判決

揚 105 速偵 15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洪○揚 聲請簡易判決

揚 105 速偵 156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陳○豪 聲請簡易判決

揚 105 速偵 157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揚 105 速偵 15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江○根 聲請簡易判決

揚 105 速偵 160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李○揚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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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105 速偵 161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古○賢 緩起訴處分

暑 105 速偵 16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李○堅 緩起訴處分

暑 105 速偵 163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林○德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5 速偵 164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廖○玫 緩起訴處分

暑 105 速偵 16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黃○賢 緩起訴處分

暑 105 速偵 166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黃○傑 緩起訴處分

暑 105 速偵 16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丁○如 緩起訴處分

暑 105 速偵 168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高○靜 緩起訴處分

暑 105 速偵 16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李○翰 緩起訴處分

暑 105 速偵 170 竊盜 淡水分局 徐○全 聲請簡易判決

會 105 偵 1733 妨害自由 劉○雯 陳○君 不起訴處分

會 104 偵 13732 遺棄 陳○文律師 梁○龍 不起訴處分

會 104 偵 13732 遺棄 陳○文律師 梁○報 不起訴處分

會 104 偵 14050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李○庭 起訴

會 104 偵 14074 傷害 淡水分局 李○龍 起訴

會 104 偵 14074 傷害 淡水分局 蘇○傑 起訴

會 104 偵 14074 傷害 淡水分局 蘇○宇 起訴

會 104 偵 14074 傷害 淡水分局 翁○翔 起訴

會 104 偵 11706 槍砲彈刀條例 汐止分局 陳○南 不起訴處分

會 104 偵 11869 妨害名譽 汐止分局 姚○妙 不起訴處分

會 104 毒偵 2413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唐○軒 起訴

會 104 毒偵 2503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唐○軒 起訴

維 104 毒偵 2389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王○裕 起訴

維 105 偵 1334 竊盜 大同分局 羅○瀚 不起訴處分

維 104 偵 13070 毀棄損壞 汐止分局 鄭○和 不起訴處分

維 104 偵 5798 駕駛業務傷害 士林分局 李○仁 起訴

維 105 偵 1910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陳○國 起訴

維 105 偵 1591 賭博 南港分局 林○琴 聲請簡易判決

維 105 毒偵 11 毒品防制條例 本○ 王○福 起訴

維 105 撤緩 31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吳○翰 撤銷緩起訴



第 5 頁，共 6 頁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公告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類記載為準

公告日期：105年2月25日

維 105 調偵 118 非駕業務傷害 北市士林區所 蔡○雄 起訴

確 105 毒偵 263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蔣○晴 起訴

確 105 毒偵緝 7 毒品防制條例 清水分局 王○仁 不起訴處分

確 105 調偵 189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石門區所 古○光 不起訴處分

確 105 調偵 196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三芝區所 林○祐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5 調偵 204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三芝區所 黃○齡 聲請簡易判決

確 105 偵緝 84 詐欺 南港分局 陳○宗 起訴

確 105 偵 1452 非駕業務傷害 淡水分局 周○山 起訴

確 105 偵 1632 非駕業務傷害 國道一隊 孫○嘉 起訴

確 105 偵 1921 駕駛業務傷害 大同分局 許○福 起訴

確 105 偵 1811 駕駛業務傷害 汐止分局 李○逸 起訴

確 105 偵 1713 非駕業務傷害 大同分局 洪○欣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偵 7568 詐欺 淡水分局 陳○德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偵 7568 詐欺 淡水分局 陳○玄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偵 10560 竊盜 南港分局 鍾○哲 起訴

確 105 偵 1242 駕駛業務傷害 北投分局 謝○男 起訴

確 105 偵 895 竊盜 內湖分局 林○樑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毒偵 2524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黃○秀 不起訴處分

確 104 毒偵 2444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陳○欽 起訴

霜 104 毒偵 2765 毒品防制條例 蘆洲分局 陳○龍 緩起訴處分

霜 105 偵 294 竊盜 北投分局 郭○良 起訴

霜 105 偵 1670 非駕業務傷害 北投分局 游○翔 不起訴處分

霜 105 偵 1631 賭博 基市刑大 吳○燐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5 毒偵 88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謝○樺 起訴

霜 105 偵緝 168 竊盜 三峽分局 于○儷 起訴

霜 105 偵緝 169 竊盜 三峽分局 于○儷 起訴

霜 105 毒偵 127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翁○嫻 起訴

霜 105 毒偵 147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朱○慧 起訴

霜 105 毒偵 169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李○川 起訴

霜 105 毒偵 195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蕭○文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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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 105 毒偵 210 毒品防制條例 汐止分局 郭○榮 起訴

霜 105 毒偵 261 毒品防制條例 北投分局 蕭○文 起訴


	Shee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