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日 107 偵 20229 妨害自由 大園分局 李○玲 不起訴處分

日 107 偵 20229 妨害自由 大園分局 林○燕 不起訴處分

日 107 偵 20229 妨害自由 大園分局 曾○淇 不起訴處分

日 108 偵 9680 傷害 桃園分局 任○寬 不起訴處分

日 108 偵 12732 詐欺 簽○ 林○毅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97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宸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97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宏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976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蘇○隆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977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陳○興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97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懷○彤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97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廖○傑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98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邱○絹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98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鍾○洪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98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詹○杰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98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楊○瑜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98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洪○榮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98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張○政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989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洪○欣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990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謝○安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99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陳○田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996 竊盜 中壢分局 蔡○昌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7 撤緩毒偵 23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銘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7 撤緩毒偵 23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余○儀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7 毒偵 591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朱○山 緩起訴處分

竹 107 毒偵 6623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鍾○均 緩起訴處分

竹 107 毒偵 711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鍾○君 緩起訴處分

竹 107 毒偵 725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呂○媛 緩起訴處分

竹 108 毒偵 123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朱○山 緩起訴處分

竹 108 毒偵 175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慶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8 毒偵 175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朱○山 緩起訴處分

竹 108 毒偵 188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黃○雄 起訴

竹 108 撤緩毒偵 16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彭○揚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8 撤緩毒偵 23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俊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8 撤緩毒偵 23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雄 起訴

行 107 偵 28299 偽造文書 龍潭分局 陳○君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289 偽造文書 簽○ 李○揚 緩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1869 妨害自由 大溪分局 盧○忠 起訴

行 108 偵 3136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劉○泯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3531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8 偵 7418 妨害名譽 楊梅分局 劉○泯 起訴

行 108 偵 12629 傷害 楊梅分局 姚○靜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12629 傷害 楊梅分局 黃○玲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緝 255 詐欺 桃園地檢 陳○華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撤緩偵 7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高○霞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8 撤緩偵 7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曾○祥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8 毒偵 169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陳○耘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8 毒偵 1874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陳○耘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8 撤緩 30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方○宗 撤銷緩起訴處分

岡 108 撤緩 325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賴○盟 撤銷緩起訴處分

往 107 偵續 284 槍砲彈刀條例 臺灣高檢 江○郎 起訴

往 108 偵 10625 傷害 桃園分局 簡○鴻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軍偵 70 陸海空軍刑法 桃園憲兵 林○穎 緩起訴處分

金 107 偵 25005 過失致死 國道六隊 古○翔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 25005 過失致死 國道六隊 林○聖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 28749 非駕業務致死 簽○ 古○翔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 28749 非駕業務致死 簽○ 林○聖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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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8 偵 3052 竊盜 中壢分局 N○UYEN NGOC ANH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6535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朱○臻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8841 非駕業務傷害 楊梅分局 劉○智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9006 業務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蔡○憲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9006 業務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蔡○宏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少連偵 310 詐欺 中壢分局 丘○ 起訴

昃 107 少連偵 310 詐欺 中壢分局 何○翰 起訴

昃 108 偵 9923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楊○順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12714 詐欺 簽○ 何○翰 起訴

昃 108 偵 12715 偽造文書 簽○ 鍾○樺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速偵 1842 妨害公務 楊梅分局 張○龍 緩起訴處分

昃 108 醫偵 3 醫師業務傷害 吳○芳 任○遠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16633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周○諭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7 偵 16633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陳○哲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16633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賴○銓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7 偵 25329 詐欺 大園分局 徐○鍾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7 偵 28347 竊盜 中壢分局 彭○強 起訴

為 107 偵 32699 妨害公務 桃園分局 彭○強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偵 228 槍砲彈刀條例 航空刑大 S○EHAKRAI PRAWIT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偵 8857 非駕業務致死 簽○ 余○枝 起訴

為 108 偵 10536 竊盜 桃園分局 何○翰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偵 11076 妨害公務 中壢分局 曾○業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偵 11261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黃○財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調偵 564 詐欺 桃市中壢調委 朱○福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946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市調查處 莊○承 起訴

寒 108 偵 12942 偽造文書 桃園市專勤隊 郭○艷 起訴

翔 108 偵 1320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丁○援 起訴

翔 108 偵 13572 侵占 簽○ 呂李○卿 不起訴處分

量 108 偵 10197 家庭暴力防治 龍潭分局 葉○龍 起訴

黃 107 偵 31647 竊盜 中壢分局 陳○中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毒偵 398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何○雄 起訴

萬 108 毒偵 1903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杜○忠 起訴

團 107 偵 32733 詐欺 臺灣高檢 陳○震 不起訴處分

團 108 偵 1335 竊盜 中壢分局 鄭○貴 起訴

團 108 偵 4986 竊盜 大園分局 鄭○貴 起訴

團 108 偵 5945 竊盜 八德分局 鄭○貴 起訴

團 108 偵 7031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沈○曜 起訴

團 108 偵 1285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雷○雲 起訴

團 108 偵緝 919 竊盜 中壢分局 王○雁 不起訴處分

團 108 撤緩偵 8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范○恩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偵 13111 詐欺 簽○ 黃○威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毒偵 1187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許○? 起訴

精 108 毒偵 1608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洪○欽 起訴

精 108 毒偵 1726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丁○城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毒偵 1748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施○宏 起訴

精 108 毒偵緝 7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地檢 尤○宜 不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9910 詐欺 臺灣高檢 張○叡 不起訴處分

龍 108 偵 11478 妨害名譽 邱○章 謝○雄 不起訴處分

龍 108 偵 12651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李○儒 起訴

龍 108 毒偵 74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莊○芬 緩起訴處分

龍 108 毒偵 160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李○忠 緩起訴處分

龍 108 毒偵緝 16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羅○瓏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