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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104 撤緩 169 偽造文書 執○科簽分 戴○仁 撤銷緩起訴處分

日 104 速偵 2584 公共危險 大園分局 林○山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速偵 2585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陳○烈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速偵 2586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何○杰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速偵 2587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李○東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速偵 2588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鮮○民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速偵 2589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陳○忠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速偵 2590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N○UYEN VAN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速偵 2591 公共危險 龜山分局 蕭○龍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速偵 2592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江○璋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4 速偵 2593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周○煌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4 毒偵 744 毒品防制條例 岸巡花緝 蕭○宏 起訴

月 104 戒毒偵 3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任○傑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17655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鄭○軒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22553 偽造文書 簽○ 鍾○仁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22554 偽造文書 簽○ 宋○蓮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22554 偽造文書 簽○ 盧謝○緞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22554 偽造文書 簽○ 謝○蓮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22554 偽造文書 簽○ 謝○珠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22554 偽造文書 簽○ 謝○玉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毒偵 4704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林○鑫 起訴

月 103 毒偵 4769 毒品防制條例 桃縣刑大 林○杰 不起訴處分

月 104 偵 3314 侵占 簽○ 張○盛 不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46 公共危險 大園分局 陳○安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47 公共危險 大園分局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4 速偵 2448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張○銘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4 速偵 2449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黃○昌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4 速偵 2450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范○城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4 速偵 2452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林○晨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4 速偵 2453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張○之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4 速偵 2454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蘇○輝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55 公共危險 龍潭分局 陳○岳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56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蔡○慧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57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陳○森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58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王○松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59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曾○予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60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張○杰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61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田○柔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62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陳○美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63 公共危險 桃市刑大 蔡○融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4 速偵 2464 公共危險 大園分局 葉○忠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4 速偵 2465 公共危險 桃市刑大 江○舟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4 速偵 2466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葉○昌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4 速偵 2467 公共危險 桃市刑大 杜○達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68 公共危險 大園分局 羅○文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69 公共危險 八德分局 陳○毅 緩起訴處分

平 104 速偵 2470 公共危險 國道六隊 黃○棟 緩起訴處分

正 104 速偵 2480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田○燁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481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彭○光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482 公共危險 八德分局 黃○明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483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Q○INAGORAN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484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趙○雅 緩起訴處分

正 104 速偵 2485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陳○禎 緩起訴處分

正 104 速偵 2486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謝○東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487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黃○育 緩起訴處分

正 104 速偵 2488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羅○宏 緩起訴處分



正 104 速偵 2489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黃○發 緩起訴處分

正 104 速偵 2490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韋○進 緩起訴處分

正 104 速偵 2491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戴○祥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492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曾○忠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493 公共危險 大園分局 江○勤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494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游○弘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495 公共危險 龍潭分局 徐○欽 緩起訴處分

正 104 速偵 2496 公共危險 龜山分局 何○霖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497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黃○璿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498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劉○輝 緩起訴處分

正 104 速偵 2499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郭○豪 緩起訴處分

正 104 速偵 2500 公共危險 國道二隊 鍾○光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501 公共危險 國道一隊 歐○祐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速偵 2502 公共危險 國道一隊 王○瑜 緩起訴處分

正 104 調偵 545 過失傷害 桃市大溪調委 吳○翔 起訴

正 104 調偵 546 過失傷害 桃市大溪調委 鄭○鐘 起訴

正 104 毒偵 776 毒品防制條例 蘆竹分局 林○惠 不起訴處分

正 104 毒偵緝 91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莊○義 不起訴處分

正 104 毒偵 34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何○旭 起訴

正 104 毒偵 34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惠 起訴

正 104 毒偵 92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六分局 溫○安 不起訴處分

正 104 毒偵 117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六分局 李○ 起訴

正 104 毒偵 117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六分局 吳○倫 起訴

正 104 偵 7466 妨害名譽 江○ 葉○怡 不起訴處分

正 104 偵 8053 賭博 簽○ 楊○秀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4 偵 8053 賭博 簽○ 羅○安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4 偵 7751 妨害名譽 簽○ 張○溢 不起訴處分

收 104 偵 6092 侵占 簽○ 黃○石 不起訴處分

收 104 偵 6095 500 簽○ 吳○灶 緩起訴處分

收 104 偵 7070 竊盜 桃園分局 區○強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4 偵 4966 竊盜 龜山分局 謝○鵬 起訴

收 103 少連偵 13 詐欺 大溪分局 彭○緯 起訴

收 103 少連偵 13 詐欺 大溪分局 N○MBOONLA 不起訴處分

收 104 偵 8422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顏○英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4 偵緝 248 妨害兵役條例 中壢分局 鄧○鴻 不起訴處分

收 104 偵緝 347 詐欺 八德分局 黃○震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1215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楊○翰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130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何○德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130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徐○立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1313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黃○昇 起訴

辰 104 毒偵 1314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陳○武 起訴

辰 104 毒偵 133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鄧○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141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許○豪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1521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張○徵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95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許○雄 不起訴處分

辰 104 毒偵 96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房○美 起訴

辰 104 毒偵 96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管○華 起訴

辰 104 毒偵 100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徐○華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101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柯○憲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4 毒偵 101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林○駿 起訴

辰 104 毒偵 1017 毒品防制條例 國道六隊 謝○斌 起訴

辰 104 毒偵 109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古○賢 起訴

辰 104 毒偵 110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張○旭 起訴

辰 104 毒偵 14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高○偉 起訴

辰 104 毒偵 489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謝○君 起訴

辰 104 毒偵 72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劉○妏 起訴

辰 104 毒偵 86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柯○宏 不起訴處分

宙 104 速偵 2472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黃○瑞 緩起訴處分



宙 104 速偵 2473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林○亨 緩起訴處分

宙 104 速偵 2474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徐○聖 緩起訴處分

宙 104 速偵 2475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黃○生 緩起訴處分

宙 104 速偵 2476 公共危險 八德分局 黃○憲 緩起訴處分

宙 104 速偵 2477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鍾○富 緩起訴處分

宙 104 速偵 2478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李○哲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4 速偵 2479 公共危險 龜山分局 莊○和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4 偵 8384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葉○煜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4 偵 8416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張○運 起訴

雨 104 調偵 121 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匡○忠 起訴

雨 104 選偵 25 選舉罷免法 龍潭分局 高○彥 不起訴處分

雨 104 偵緝 619 背信 瑞芳分局 黃○謙 不起訴處分

雨 104 偵緝 668 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徐○梅 不起訴處分

雨 104 偵緝 669 性犯罪防治法 桃園分局 簡○明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4 偵 106 妨害名譽 楊梅分局 朱○槿 不起訴處分

雨 104 偵 1809 詐欺 桃園分局 張○元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4102 傷害 桃園分局 謝○俞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7909 公共危險 龜山分局 高○傳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7695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藍○俊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8196 詐欺 簽○ 詹○傑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緝 43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謝○勇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緝 43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謝○勇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信 104 偵緝 44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謝○勇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信 104 偵緝 44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謝○勇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律 104 偵緝 628 稅捐稽徵法 簽○ 楊○發 不起訴處分

律 104 毒偵緝 88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萬○銘 不起訴處分

律 103 偵 24720 侵占 龜山分局 潘○慶 不起訴處分

洪 104 偵 4432 妨害兵役條例 桃園市後指部 胡○昱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4 偵 2870 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陳○偉 起訴

洪 104 偵 3321 詐欺 簽○ 吳○婷 不起訴處分

洪 104 偵 2042 過失傷害 大溪分局 洪○佐 起訴

洪 104 偵 8041 誣告 簽○ 黃○滿 不起訴處分

洪 104 偵 7190 搶奪 簽○ 張○發 不起訴處分

洪 104 偵 4904 竊盜 中壢分局 羅○瓏 起訴

洪 104 偵 4905 竊盜 中壢分局 羅○瓏 起訴

洪 104 偵 5505 賭博 桃園分局 郭○香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4 調偵 279 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游○崑 起訴

洪 104 偵緝 568 偽造文書 簽○ 黃○焱 不起訴處分

洪 104 偵 8418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林○華 起訴

為 104 偵 5948 竊盜 大園分局 邱○雲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4775 公共危險 龜山分局 黃○成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4 偵 4827 公共危險 大園分局 林○紋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4 偵 5094 公共危險 大溪分局 卓○祖 緩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5164 傷害 八德分局 李○英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4 偵 5503 賭博 蘆竹分局 陳蘇○素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5503 賭博 蘆竹分局 陳○珠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8054 過失傷害 簽○ 許○舜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6399 竊盜 桃園分局 林○貴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4925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陳○榮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060 竊佔 大園分局 楊○生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060 竊佔 大園分局 楊○田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060 竊佔 大園分局 楊○珠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060 竊佔 大園分局 楊○雲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060 竊佔 大園分局 楊○茹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060 竊佔 大園分局 陳○雅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060 竊佔 大園分局 楊○賢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060 竊佔 大園分局 楊○祺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060 竊佔 大園分局 武○原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060 竊佔 大園分局 叢○滋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2684 公共危險 八德分局 李○齊 緩起訴處分

為 103 偵 25328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D○DEVSKI A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為 104 偵 1402 詐欺 龍潭分局 李○木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4 偵 3565 賭博 平鎮分局 楊○五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4 偵 3320 詐欺 簽○ 石○權 不起訴處分

為 104 偵 4656 竊盜 平鎮分局 許○義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3 偵 24138 過失傷害 楊梅分局 許○郎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3 偵 24628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吳○霖 不起訴處分

為 103 偵 18519 竊盜 桃園分局 李○玲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3 調偵 1844 業務侵占 桃縣八德調委 鄭○鴻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偵 4695 竊盜 蘆竹分局 林○萱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3090 竊盜 臺灣高檢 李○偉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偵 4334 竊盜 臺灣高檢 林○惠 起訴

盈 104 偵 1568 竊盜 臺灣高檢 林○惠 起訴

盈 104 偵 4873 竊盜 中壢分局 江○豪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偵緝 382 傷害 中壢分局 葉○償 起訴

盈 104 調偵 303 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何○通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調偵 304 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姜○宏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撤緩偵 132 公共危險 簽○ 賴○芳 起訴

致 104 速偵 2416 公共危險 國道六隊 劉○如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4 速偵 2417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林○田 緩起訴處分

致 104 速偵 2419 公共危險 桃市刑大 蔡○財 緩起訴處分

致 104 速偵 2420 公共危險 國道一隊 黃○彰 緩起訴處分

致 104 速偵 2421 公共危險 龍潭分局 黃○凡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4 速偵 2422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潘○能 聲請簡易判決

恭 104 偵 5067 賭博 桃園分局 林○憲 不起訴處分

恭 104 偵 5067 賭博 桃園分局 簡○在 起訴

恭 104 偵 5650 賭博 桃園分局 簡○在 起訴

恭 104 偵 5651 賭博 桃園分局 簡○在 起訴

恭 104 偵 5652 賭博 桃園分局 簡○在 起訴

恭 104 偵 3068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劉○群 起訴．不起訴處分

海 104 偵 3677 侵占 簽○ 楊○達 不起訴處分

海 104 偵 3677 侵占 簽○ 林○晨 不起訴處分

海 104 偵 3838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黃○瑋 起訴

海 104 偵 2720 過失傷害 龜山分局 蔡○儒 不起訴處分

海 103 偵 23428 侵占 蘆竹分局 楊○達 不起訴處分

海 104 偵 5655 賭博 中壢分局 鄒○中 起訴

海 104 偵 5655 賭博 中壢分局 彭○豪 起訴

海 104 偵 5655 賭博 中壢分局 張○仁 起訴

海 104 偵 5680 竊盜 大園分局 蔡○真 不起訴處分

海 104 偵 5838 竊盜 楊梅分局 林○聰 起訴

海 104 偵 5998 竊盜 楊梅分局 林○聰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4 偵 5480 竊盜 八德分局 曾○祺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4 偵 6200 過失傷害 楊梅分局 吳○玲 不起訴處分

海 104 偵 7461 過失傷害 簽○ 柯○ 不起訴處分

海 104 偵 7916 公共危險 龍潭分局 黃○龍 起訴

海 104 偵 8398 公共危險 桃園分局 李○昇 起訴

海 104 偵 8430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許○棋 起訴

張 104 偵 8486 詐欺 臺灣高院 吳○曄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7211 詐欺 簽○ 彭○雄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偵 8113 誣告 簽○ 李○義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8113 誣告 簽○ 簡○發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8114 過失傷害 簽○ 沈○浩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3 偵 22026 詐欺 蘆竹分局 鄒○杰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偵 22026 詐欺 蘆竹分局 曾○知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偵 22026 詐欺 蘆竹分局 郭○群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偵 22026 詐欺 蘆竹分局 劉○聰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1464 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王○茵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3 偵緝 866 詐欺 大溪分局 黃○月 不起訴處分

暑 104 偵 263 傷害 楊梅分局 江○嵐 起訴

暑 104 偵 263 傷害 楊梅分局 范○仁 起訴

暑 104 偵 4133 傷害 簽○ 翁○昌 起訴

暑 103 偵 20705 搶奪 楊梅分局 邱○良 起訴

暑 103 偵 20705 搶奪 楊梅分局 黃○涵 不起訴處分

暑 104 偵 6062 偽造文書 楊梅分局 蘇○江 起訴

暑 104 偵 6080 妨害風化罪 簽○ 劉○喜 起訴

暑 104 偵 6819 傷害 中壢分局 李○惟 不起訴處分

暑 104 偵 7170 妨害名譽 簽○ 古○坤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偵 4923 竊盜 中壢分局 董○賢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偵 5029 妨害風化罪 中壢分局 胡○玉 起訴

暑 104 偵 5872 家庭暴力防治 龜山分局 鄧○貴 不起訴處分

暑 104 偵 5979 竊盜 楊梅分局 張○凡 不起訴處分

暑 104 偵緝 20 竊盜 斗六分局 李○勳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4 偵緝 606 詐欺 蘆竹分局 李○揚 起訴

暑 104 調偵 567 恐嚇 桃市中壢調委 吳○鳳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4 偵續 128 傷害 臺灣高檢 蘇○雲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6033 竊盜 平鎮分局 徐○權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4 偵 6033 竊盜 平鎮分局 張○錦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5708 竊盜 桃園分局 游○明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7148 竊盜 桃園分局 游○明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6356 公共危險 龜山分局 劉○瑛 不起訴處分

陽 104 偵 7858 過失傷害 廖○波 江○廷 不起訴處分

陽 103 偵 21625 侵占 北○國觀天社區管理委員會 莊○安 起訴

陽 104 偵 4242 竊盜 龍潭分局 買○諱 起訴

愛 103 偵 25014 偽造文書 簽○ 陳○鳳 緩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25014 偽造文書 簽○ 張○欽 緩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25014 偽造文書 簽○ 林○青 緩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25014 偽造文書 簽○ 羅○文 緩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25014 偽造文書 簽○ 趙○美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少偵 56 強盜 桃園地院 李○鉉 起訴

愛 104 偵 7864 偽造文書 簽○ 趙○蓉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8253 稅捐稽徵法 簽○ ○斌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偵 6206 竊盜 楊梅分局 陳○寧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6522 著作權法 基市刑大 阮○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6051 商標法 航空刑大 蔡○婷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緝 95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張○雄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緝 170 稅捐稽徵法 龜山分局 ○助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戒毒偵 4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汪○義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毒偵緝 7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沈○慶 不起訴處分

敬 104 偵 5162 殺人未遂 簽○ 楊○妙 不起訴處分

敬 103 偵 24472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葉○能 不起訴處分

敬 103 偵 21592 殺人未遂 楊○妙 蔡○瑛 不起訴處分

敬 103 偵 20146 詐欺 桃園分局 高○瑄 不起訴處分

敬 104 偵 4597 公共危險 簽○ 吳○晨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3 偵 25879 詐欺 桃園分局 黃○ 緩起訴處分

談 103 偵 17709 詐欺 龜山分局 廖○崴 不起訴處分

談 104 毒偵 26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黎○東 起訴

騰 103 偵 9737 毀損債權 簽○ 許○南 起訴

騰 103 偵 9737 毀損債權 簽○ 李○霞 起訴

騰 103 偵 22418 傷害 龍潭分局 林○全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4 偵 222 妨害名譽 龍潭分局 陳○菁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4 偵 4795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李○ 緩起訴處分

騰 104 偵 6413 詐欺 中壢分局 卓○中 緩起訴處分

騰 104 偵 8265 妨害名譽 簽○ 莊○翰 不起訴處分

蘭 104 偵 7121 竊盜 桃園分局 D○I WAHYU 聲請簡易判決



蘭 103 偵 20604 殺人未遂 八德分局 D○NG TIEN 不起訴處分

蘭 104 偵緝 735 過失傷害 大溪分局 馬○．阿韻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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