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偵結公告如有謬誤，逕依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公告後三個月系統自動移除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日 104 偵 11902 恐嚇 龜山分局 洪○源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11902 恐嚇 龜山分局 李○德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15399 商標法 桃園分局 李○嫻 緩起訴處分

水 104 毒偵緝 310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譚○瀚 不起訴處分

冬 103 偵 14527 竊佔 大園分局 張○斌 不起訴處分

冬 104 偵 820 藥事法 蘆竹分局 莊○在 起訴

玉 104 偵 18713 傷害 簽○ 陳○玲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20079 誣告 鍾○華 徐○敏 不起訴處分

玉 104 偵緝 327 植物防疫檢疫 善化分局 李○華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緝 322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郭○銘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154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蔡○燊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370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郭○銘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4063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曾○君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4075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吳○文 起訴

辰 104 毒偵 4199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孫○超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4 毒偵緝 331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黃○雄 不起訴處分

來 104 毒偵緝 332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黃○雄 不起訴處分

來 104 調偵 900 詐欺 桃市中壢調委 游○昱 不起訴處分

來 104 調偵 900 詐欺 桃市中壢調委 姚○源 不起訴處分

來 104 偵緝 1504 侵占 龜山分局 吳○錩 不起訴處分

來 104 偵 20711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劉○榮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4 偵 19122 竊盜 龜山分局 周○華 起訴

來 104 偵 19123 竊盜 龜山分局 周○華 起訴

來 104 偵 17451 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吳○儀 不起訴處分

荒 104 速偵 6017 竊盜 八德分局 林○裕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6018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林○傑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6019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張○導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6020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施○榮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6021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鄭○耀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6022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楊○彬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速偵 6023 公共危險 大園分局 陳○松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4 毒偵 410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龔○文 不起訴處分

調 104 偵 18776 詐欺 簽○ 莊○忠 起訴

調 104 偵 18776 詐欺 簽○ 孫○康 起訴

藏 104 偵 19356 侵占 桃園分局 D○AN THI M 不起訴處分

藏 104 偵 19476 竊盜 桃園分局 朱○豪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4 偵 19683 侵占 簽○ 戴○宏 不起訴處分

藏 104 偵 14920 偽造文書 王○彰 周○枝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藏 104 偵 14920 偽造文書 王○彰 唐○煥 不起訴處分

藏 104 偵 14920 偽造文書 王○彰 陳○花 不起訴處分

藏 104 偵 14920 偽造文書 王○彰 梁○菊 不起訴處分

藏 104 偵 14920 偽造文書 王○彰 鍾○宏 不起訴處分

藏 104 調偵 1586 妨害名譽 桃市中壢調委 葉○旋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