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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103 偵 2974 重利 中壢分局 余兆寬 不起訴處分

玄 103 偵 7339 詐欺 心順食品有限公司 胡惠珊 不起訴處分

玄 103 偵 7539 偽造文書 王秀珍 張麗娟 不起訴處分

玄 103 偵 7996 建築法 簽分 鍾菊金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3 毒偵 889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倪景育 不起訴處分

玄 103 毒偵 890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張峻豪 不起訴處分

地 103 偵 7463 偽證 簽分 陳雲嬌 不起訴處分

地 103 偵 7463 偽證 簽分 陳益妹 不起訴處分

地 103 偵 7664 過失傷害 龍潭分局 楊淳仁 不起訴處分

和 103 偵 6707 竊盜 大溪分局 李亞容 追加起訴

和 103 偵 3637 竊盜 龜山分局 李亞容 追加起訴

和 103 偵 8019 竊盜 大溪分局 李亞容 追加起訴

建 103 毒偵 137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明鴻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3 偵 3150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賴英龍 起訴

建 103 偵 5600 就業服務法 簽分 曾瑞珠 起訴

建 103 偵 5600 就業服務法 簽分 佳洋國際企 起訴

建 103 偵 6822 詐欺 龜山分局 卓文俊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3 偵 7690 公共危險 簽分 王偉翔 起訴

建 103 撤緩偵 124 公共危險 簽分 江金磚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3 偵 7894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謝永平 起訴

律 103 毒偵 1422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徐傑忠 起訴

律 103 撤緩毒偵 15 毒品防制條例 簽分 覃吉龍 起訴

律 103 毒偵 48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劉伸 起訴

律 103 偵 8037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林亮 起訴

致 103 撤緩 151 公共危險 執行科簽分 郭勇 撤銷緩起訴處分

荒 103 速偵 2116 公共危險 大園分局 呂啟諒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3 速偵 2117 公共危險 龍潭分局 錢行德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3 速偵 2118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徐飛鴻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3 速偵 2119 公共危險 桃縣刑大 薛承昌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3 速偵 2120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游健君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3 速偵 2121 公共危險 國道六隊 謝群宏 緩起訴處分

荒 103 速偵 2122 公共危險 國道六隊 鄧金漢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3 速偵 2123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陳宏維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3 速偵 2124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麥瑞文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3 速偵 2125 公共危險 龍潭分局 廖建雄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3 調偵 489 妨害名譽 桃園市調委會 林欣男 不起訴處分

慎 103 偵 7340 詐欺 簽分 周永義 不起訴處分

慎 103 偵 5452 詐欺 臺灣高檢 陳春田 不起訴處分

慎 103 偵 5452 詐欺 臺灣高檢 陳昭如 不起訴處分

慎 103 偵 5173 過失傷害 蘆竹分局 郭玫貴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2 偵 21832 重利 楊梅分局 翁嘉河 緩起訴處分

敬 103 速偵 2106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李祖聰 緩起訴處分

敬 103 速偵 2107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李詩河 緩起訴處分

敬 103 速偵 2108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鄒永男 緩起訴處分

敬 103 速偵 2109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張仲育 緩起訴處分

敬 103 速偵 2110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林雅婷 緩起訴處分

敬 103 速偵 2111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嚴永星 緩起訴處分

敬 103 速偵 2112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ANAYA EDWA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3 速偵 2113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宋飛廣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3 速偵 2114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陳建儒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3 速偵 2115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陳俊憲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2 偵 20428 恐嚇 大園分局 徐立得 不起訴處分

鳳 102 偵 20428 恐嚇 大園分局 徐立理 不起訴處分

鳳 103 偵 284 詐欺 臺灣高檢 徐劭暐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3 偵 5002 詐欺 簽分 陳光桂 不起訴處分

鳳 103 調偵 51 傷害 桃園市調委會 朱桂強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3 調偵 53 過失傷害 桃縣平鎮調委 巫世樺 起訴

鳳 103 調偵 54 過失傷害 桃縣大園調委 許靜雯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3 調偵 149 毀棄損壞 桃縣平鎮調委 梁興俊 不起訴處分

鳳 103 調偵 182 傷害 桃縣八德調委 朱桂強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3 偵緝 121 竊盜 龍潭分局 謝大為 不起訴處分

餘 103 毒偵 1352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葉冠裕 不起訴處分

餘 103 偵 5387 竊盜 平鎮分局 胡建中 起訴

餘 103 偵 5387 竊盜 平鎮分局 林世忠 不起訴處分

餘 102 偵 21569 強盜 平鎮分局 永焜 起訴

餘 103 偵 4603 竊盜 中壢分局 張世昌 不起訴處分

餘 103 偵 7328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王聖凱 緩起訴處分

餘 103 偵 7989 詐欺 簽分 簡志騰 不起訴處分

騰 102 偵 25215 槍砲彈刀條例 八德分局 鍾立宏 起訴

騰 102 調偵 1841 過失傷害 桃縣龜山調委 陳勝元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偵 5592 恐嚇 簽分 莊玉明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偵 6275 恐嚇 龜山分局 莊玉明 不起訴處分

騰 103 偵 8000 公共危險 八德分局 鄭家慶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3 調偵 228 過失傷害 桃園市調委會 廖永德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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