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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04 偵 15404 著作權法 保二一03 吳○信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18140 侵占 桃園分局 陳○金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20037 過失傷害 楊梅分局 黃○啟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22847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王○麟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偵 23629 槍砲彈刀條例 航空刑大 L○E JIAW W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偵緝 1913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張○明 起訴

玄 104 偵 22858 失火燒燬建物 中壢分局 江○賦 不起訴處分

玄 104 調偵 1927 毀棄損壞 桃市復興調委 吉○克勞‧ 不起訴處分

玉 104 速偵 677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楊○祥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速偵 678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徐○宏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速偵 6781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簡○明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速偵 678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一隊 鄭○村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速偵 678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方○雲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速偵 678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徐○德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速偵 678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莊○義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速偵 6786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楊○煌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速偵 678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一隊 李○興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速偵 6788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謝○弘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速偵 678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楊○進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速偵 6790 公共危險 大園分局 高○福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速偵 679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楊○玲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速偵 679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簡○釧 緩起訴處分

生 104 偵 22930 誣告 簽○ 呂○易 不起訴處分

生 104 偵 19437 就業服務法 大溪分局 V○ VAN CHI 不起訴處分

生 104 偵 16649 藥事法 桃園市調查處 李○霖 起訴

生 104 偵 16649 藥事法 桃園市調查處 林○融 起訴

生 104 偵 7445 藥事法 簽○ 李○霖 起訴

生 104 偵 7445 藥事法 簽○ 林○融 起訴

竹 104 毒偵 4367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宋○偉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4 毒偵 5279 毒品防制條例 國道六隊 邱○富 起訴

竹 104 毒偵 367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葳 緩起訴處分

竹 104 毒偵 482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張○忠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4 毒偵 4841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吳○賢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4 毒偵 484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羅○忠 起訴

竹 104 毒偵 4710 毒品防制條例 板橋分局 楊○軒 起訴

竹 104 毒偵 471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許○軍 起訴

竹 104 毒偵 4723 毒品防制條例 蘆竹分局 呂○如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4 毒偵 4911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吳○賢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4 毒偵 4916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李○賢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4 毒偵 504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陳○枝 起訴

竹 104 毒偵 5050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莊○銘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調偵 1744 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黃陳○微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21480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劉○勳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467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黃○陽 起訴

辰 104 毒偵 5087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分局 林○銘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523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泰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473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文○明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479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張○傑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4855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曾○皓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4870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曹○立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4871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曾○皓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487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葉○華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4874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林○怡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4875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魏○興 起訴

辰 104 毒偵 487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蔡○紜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431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吳○明 起訴



辰 104 毒偵 1471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邱○詩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2924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楊○宇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331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劉○穎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3520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衛○軒 不起訴處分

宙 104 撤緩 395 妨害風化罪 執○科簽分 吳○瑞 撤銷緩起訴處分

往 104 調偵 1900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沈○田 起訴

往 104 偵 21862 詐欺 中壢分局 蘇○昶 不起訴處分

河 104 戒毒偵 9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龔○祥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速偵 6544 公共危險 桃市刑大 范○雄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速偵 6545 公共危險 龜山分局 朱○華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速偵 6546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張○華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速偵 6547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游○傑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速偵 6548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朱○鳳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速偵 6549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范○勇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速偵 6550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泰○興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10 賭博 龜山分局 張○貿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10 賭博 龜山分局 簡○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10 賭博 龜山分局 潘○城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10 賭博 龜山分局 劉○明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11 公共危險 桃市刑大 游○達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12 公共危險 桃市刑大 鍾○銘 緩起訴處分

信 104 速偵 6813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余○文 緩起訴處分

信 104 速偵 6814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彭○林 緩起訴處分

信 104 速偵 6815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謝○棋 緩起訴處分

信 104 速偵 6816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陳張○為 緩起訴處分

信 104 速偵 6817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張○鈴 緩起訴處分

信 104 速偵 6818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莊○星 緩起訴處分

信 104 速偵 6819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王○樹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20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林○基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21 公共危險 龍潭分局 石○民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22 公共危險 大園分局 古○夏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23 公共危險 龜山分局 林○娟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24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唐○足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25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郭○義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26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黃○輝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27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魏○治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828 公共危險 大園分局 邱○得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3 偵 23506 詐欺 簽○ 洪○弦 起訴

為 103 偵 23506 詐欺 簽○ 邱○閔 起訴

為 103 偵 23506 詐欺 簽○ 邱○紳 起訴

為 103 偵 23506 詐欺 簽○ 吳○隴 起訴

為 103 偵 23506 詐欺 簽○ 趙○聖 起訴

為 103 偵 25431 詐欺 簽○ 洪○育 起訴

為 103 偵 26389 詐欺 簽○ 劉○婷 起訴

為 103 偵 26389 詐欺 簽○ 許○銘 起訴

為 103 偵 26389 詐欺 簽○ 陳○旭 不起訴處分

為 103 偵 26389 詐欺 簽○ 陳○真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094 詐欺 三峽分局 李○霆 起訴

為 104 偵 2094 詐欺 三峽分局 陳○元 起訴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洪○育 起訴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趙○聖 起訴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劉○芳 起訴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洪○漢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王○倡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洪○弦 起訴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邱○紳 起訴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吳○隴 起訴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邱○閔 起訴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許○銘 起訴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劉○婷 起訴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陳○旭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192 詐欺 刑偵七隊 陳○真 不起訴處分

珍 104 速偵 6838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姚○水 緩起訴處分

珍 104 速偵 6839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洪○輝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4 速偵 6840 公共危險 八德分局 陳○霞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4 速偵 6841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陳○章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4 速偵 6852 公共危險 國道一隊 林○發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4 速偵 6853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邱○喬 緩起訴處分

珍 104 速偵 6854 公共危險 國道一隊 尤○翔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6768 竊盜 桃園分局 杜○一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676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張○晨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6770 竊盜 桃園分局 梁○翰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6770 竊盜 桃園分局 洪○軒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6771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古○源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677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邱○杭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677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王○源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677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李○貴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677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財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677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鍾○桓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6777 妨害公務 蘆竹分局 葉○豪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4 偵 19852 商標法 龍潭分局 盧○助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23532 詐欺 簽○ 蔡○瑢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23532 詐欺 簽○ 詹○梅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23752 期貨交易法 松山分局 陳○吉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8711 妨害性自主罪 楊梅分局 彭○尉 起訴

秋 104 偵 12538 竊盜 龜山分局 N○UYEN THI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16706 妨害性自主罪 平鎮分局 林○民 起訴

秋 104 偵 22997 詐欺 周○霖 梁○軒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22998 詐欺 簽○ 吳○進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22450 公共危險 龜山分局 林○瑞 起訴

秋 104 偵 18110 詐欺 大溪分局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4 偵 20115 竊盜 樹林分局 B○I VAN KI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20163 竊盜 桃園分局 何○鴻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20752 竊盜 中壢分局 陳○瑜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4 偵 20773 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林○斌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20904 竊盜 平鎮分局 李○瑋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21166 詐欺 八德分局 吳○娟 不起訴處分

秋 104 偵 21376 期貨交易法 松山分局 陳○吉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17004 公共危險 龍潭分局 李○德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16719 過失傷害 八德分局 徐○億 起訴

能 104 偵 18763 個人資料保護 張○鳳 王○宇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偵 23912 竊盜 中壢分局 詹○娥 聲請簡易判決

能 104 偵 23740 公共危險 八德分局 劉○成 起訴

能 104 偵緝 1593 侵占 桃園分局 陳○珍 聲請簡易判決

能 104 調偵 1906 詐欺 桃市八德調委 詹○立 不起訴處分

能 104 調偵 1936 妨害名譽 桃市龜山調委 劉○宗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4 毒偵 4691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徐○孟 起訴

寒 104 撤緩偵 331 戶籍法 簽○ 薛○忠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4 毒偵 366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徐○孟 起訴

寒 104 偵 1682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徐○孟 不起訴處分

寒 104 偵 14445 侵占 龜山分局 潘○進 起訴

暑 104 偵 24236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俞○楠 起訴

暑 104 毒偵緝 393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邱○傑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少連偵 211 竊盜 桃園分局 林○三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少連偵 211 竊盜 桃園分局 郭○新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緝 1955 侵占 國道六隊 潘○明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24030 毀棄損壞 簽○ 王○渼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24030 毀棄損壞 簽○ 黃○琴 不起訴處分

結 104 偵 19537 竊盜 蘆竹分局 黃○榮 不起訴處分

翔 104 速偵 6707 妨害公務 大園分局 謝○宏 緩起訴處分

翔 104 速偵 6708 公共危險 國道六隊 周○瀚 聲請簡易判決

翔 104 速偵 6709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林○娟 緩起訴處分

翔 104 速偵 6711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郭○同 聲請簡易判決

翔 104 速偵 6712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賴○芳 緩起訴處分

翔 104 速偵 6713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陳○正 聲請簡易判決

翔 104 速偵 6718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古○煌 緩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23626 詐欺 中壢分局 傅○鈺 起訴

陽 104 偵 23152 毀損債權 簽○ 黃○容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緝 1092 竊盜 龍潭分局 李○忠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緝 1093 竊盜 龍潭分局 李○忠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緝 1094 竊盜 龍潭分局 李○忠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緝 1095 竊盜 龍潭分局 李○忠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緝 1096 竊盜 龍潭分局 李○忠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19017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褚○鎮 緩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22499 竊盜 蘆竹分局 吳○弘 緩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22499 竊盜 蘆竹分局 謝○昌 緩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22623 化粧品法 桃○市政府衛生局 康○國際貿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22623 化粧品法 桃○市政府衛生局 孫○代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22624 竊佔 簽○ 黃○蘭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21869 竊盜 平鎮分局 房○青 起訴

陽 104 撤緩 359 竊盜 執○科簽分 林○倫 撤銷緩起訴處分

陽 104 調偵 1875 過失傷害 桃園地檢 陳○霖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調偵 1876 業務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李○枝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4 調偵 1824 公共危險 桃市大園調委 陳○泉 起訴

團 104 調偵 1842 業務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吳○忠 不起訴處分

團 104 調偵 1477 過失傷害 桃市八德調委 廖○東 聲請簡易判決

團 104 偵 22036 詐欺 中壢分局 顧○紘 起訴

團 104 偵 21780 勞動基準法 簽○ 摩○股份有 緩起訴處分

團 104 偵 21780 勞動基準法 簽○ 尤○義 緩起訴處分

團 104 偵 22687 過失傷害 蘆竹分局 王○方 不起訴處分

團 104 偵 14574 妨害性自主罪 龜山分局 林○華 起訴

團 104 偵 15342 傷害 蘆竹分局 董○儀 起訴

團 104 偵 15342 傷害 蘆竹分局 董○晟 起訴

團 104 偵 15342 傷害 蘆竹分局 洪○惠 起訴

團 104 偵 15342 傷害 蘆竹分局 楊○凱 起訴

團 104 偵 14426 妨害性自主罪 龜山分局 何○勝 起訴

團 104 偵 16710 妨害性自主罪 龜山分局 李○銓 起訴

團 104 偵 15484 妨害風化罪 八德分局 邱○幸 不起訴處分

團 104 偵 15484 妨害風化罪 八德分局 阮○茜 不起訴處分

團 104 偵 15484 妨害風化罪 八德分局 武氏○梅 不起訴處分

團 104 偵 15484 妨害風化罪 八德分局 喬○庭 不起訴處分

團 104 偵緝 1446 性犯罪防治法 桃市刑大 葉○豪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4 速偵 6872 公共危險 桃市刑大 楊○豪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4 速偵 6873 公共危險 國道六隊 王○明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4 速偵 6874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邱○義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4 速偵 6875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張○義 緩起訴處分

鳳 104 速偵 6876 公共危險 八德分局 黃○勇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4 速偵 6877 公共危險 國道一隊 徐○哲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4 速偵 6878 公共危險 國道一隊 林○毅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4 偵 22693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徐○榮 起訴

調 104 偵 23016 傷害 黃○灃 王○壹 不起訴處分

蘭 104 速偵 6829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江○銘 聲請簡易判決

蘭 104 速偵 6830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陳○城 聲請簡易判決



蘭 104 速偵 6831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高○明 緩起訴處分

蘭 104 速偵 6832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鄒○偉 緩起訴處分

蘭 104 速偵 6833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曾○瑄 緩起訴處分

蘭 104 速偵 6834 公共危險 桃市刑大 彭○郁 聲請簡易判決

蘭 104 速偵 6835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陳○陽 聲請簡易判決

蘭 104 速偵 6836 公共危險 龍潭分局 葉○修 聲請簡易判決

蘭 104 速偵 6837 公共危險 龍潭分局 卓○道 緩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