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07 偵 27601 竊盜 大溪分局 朱○瀚 不起訴處分

月 107 偵緝續 10 詐欺 臺灣高檢 羅○志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1225 詐欺 桃園市專勤隊 葉○耀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13899 肇事逃逸 大溪分局 林○才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毒偵 2589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陳○森 起訴

正 108 偵 1669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陳○龍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8 偵 7737 過失傷害 龍潭分局 張○華 不起訴得再議

呂 108 偵 13852 竊盜 臺灣高檢 蕭○智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偵 16201 詐欺 桃園地院 林○良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偵 16332 竊盜 臺灣高檢 蕭○智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偵緝 1147 竊盜 臺灣高檢 蕭○智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偵緝 1148 竊盜 臺灣高檢 蕭○智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偵緝 1302 竊盜 桃園分局 張○ 起訴

辰 108 撤緩 37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洪○宏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撤緩 436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孫○玄 撤銷緩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4346 侵占 桃園分局 李○薇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4346 侵占 桃園分局 簡○瀅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7105 商標法 保二一01 許○宣 起訴

來 108 偵 11971 竊盜 桃園分局 李○龍 起訴

來 108 偵 11971 竊盜 桃園分局 謝○明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13179 詐欺 中壢分局 李○君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13351 詐欺 桃園分局 廖○傑 起訴

來 108 偵 14498 詐欺 中壢分局 曾○鈞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14532 妨害名譽 簽○ 陳○?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14532 妨害名譽 簽○ 陳○月 起訴

來 108 偵 14591 著作權法 大安分局 彭○榮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16312 營業秘密法 簽○ 邱○筠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30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亭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12868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陳○ 起訴

宙 108 偵 15280 偽證 簽○ 許○為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15280 偽證 簽○ 傅○毅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少連偵 97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張○婷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少連偵 97 詐欺 臺灣高檢 陳○ 起訴

往 107 偵 23907 詐欺 桃園分局 陳○禎 起訴．不起訴處分

往 107 偵 32621 詐欺 平鎮分局 丁○苔 起訴

往 108 偵 8253 駕駛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陳○津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17224 妨害名譽 簽○ 李○都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17224 妨害名譽 簽○ 黃○庭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緝 646 詐欺 臺灣高檢 丁○苔 起訴

建 108 速偵 2848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曾○章 緩起訴處分

建 108 速偵 284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張○璋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8 速偵 2850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詹○銨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8 速偵 285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富○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8 速偵 285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高○利 緩起訴處分

建 108 速偵 285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蕭○昌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8 速偵 285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軒 緩起訴處分

建 108 速偵 285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彭○橋 緩起訴處分

建 108 速偵 285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林○偉 緩起訴處分

建 108 速偵 285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榮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8 速偵 285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劉○谷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8 速偵 285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彭○堂 緩起訴處分

建 108 速偵 2860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鐘○松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8 速偵 2861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呂○堂 緩起訴處分

建 108 速偵 286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如 緩起訴處分

建 108 速偵 286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古鄭○玲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8 速偵 286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朝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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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108 速偵 286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婷 緩起訴處分

建 108 速偵 286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張○勝 緩起訴處分

建 108 速偵 2867 偽造文書 蘆竹分局 袁○杰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8 速偵 2868 竊盜 桃園分局 張○凱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戒毒偵 2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婷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戒毒偵 3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羅○容 不起訴處分

恭 107 偵 25310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呂○志 聲請簡易判決

恭 107 偵 25310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張○昌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 14550 詐欺 蘆竹分局 蕭○慧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 15384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余○永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 15384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陳○豪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 15384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陳○倫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 15384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黃○惟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緝 1185 詐欺 臺灣高檢 A○ARLI MUSTAFA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緝 1280 傷害 大園分局 ?○源 聲請簡易判決

能 108 偵 16580 竊盜 臺灣高檢 呂○銓 聲請簡易判決

能 108 偵 16676 竊盜 簽○ 張○忠 聲請簡易判決

能 108 偵緝 1170 竊盜 鹿港分局 D○ONG VAN THANG 不起訴處分

能 108 醫偵 11 業務過失致死 簽○ C○AI CHIAH YANG 不起訴處分

能 108 醫偵 12 業務過失傷害 張○芬 蔡○揚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5899 詐欺 桃園分局 李○茹 起訴．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8670 妨害自由 龍潭分局 王○輝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13086 非駕業務致死 賴○蘭 楊○威 緩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16567 妨害名譽 簽○ 林○雄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16567 妨害名譽 簽○ 陳○印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16674 妨害自由 簽○ 彭○鈞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緝 789 竊盜 航空刑大 張○強 起訴

陽 108 調偵 107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龍潭調委 賴○珍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敬 108 偵 13744 商標法 陳○得 潘○艾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毒偵 1610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范○軍 起訴

精 108 毒偵 2848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賴○營 起訴

精 108 毒偵 2849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陳○慈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毒偵 2850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謝○正 起訴

精 108 撤緩毒偵 21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凡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撤緩毒偵 30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鍾○輝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