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08 偵 740 藥事法 大園分局 李○鈺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6029 毒品防制條例 李○國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1183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蘇○中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緝 784 妨害名譽 大園分局 余○樺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2219 妨害家庭 簽○ 黃○崴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2219 妨害家庭 簽○ 鄭○錦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2779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丁○信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278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謝○華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2781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王○雲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2782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吳○智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2783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莊○振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2784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張○淯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2785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楊○貴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2786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呂○軒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278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余○真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278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呂○龍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278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曾○平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2790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王○弘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279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鍾○翰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279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杜○玲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2794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蘇○傑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279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鄧○棠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279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母○?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279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王○黃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279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郭○文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8 偵 14659 非駕業務傷害 楊梅分局 張○英 不起訴處分

田 108 偵 14686 竊盜 中壢分局 張○萍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8 偵 14723 傷害 中壢分局 王○銀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8 偵 14931 非駕業務傷害 大溪分局 陳○鴻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8 偵 14956 竊盜 八德分局 李○才 起訴

田 108 偵 14964 詐欺 八德分局 柯○傑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8 偵 15187 妨害家庭 龜山分局 唐○順 不起訴處分

田 108 偵 15187 妨害家庭 龜山分局 陳○臻 不起訴處分

辰 107 毒偵 679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朱○君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843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鍾○豐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145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陳○葶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193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詹○真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2054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徐○華 起訴

辰 108 毒偵 255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劉○琳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續 2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曹○寧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續 2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曹○寧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撤緩毒偵 32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葉○勛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撤緩毒偵 32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偉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撤緩毒偵 33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撤緩毒偵 33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撤緩毒偵 33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徐○祥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9482 非駕業務傷害 八德分局 劉○儀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9982 駕駛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邱○德 不起訴處分

松 108 偵 10037 非駕業務傷害 蘆竹分局 呂○榮 起訴

松 108 偵 11547 賭博 中六分局 喬○璟 不起訴處分

松 108 偵 11555 竊盜 中壢分局 羅○安 不起訴處分

松 108 偵 11559 竊盜 中壢分局 吳○英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11561 竊盜 中壢分局 吳○英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11647 傷害 八德分局 劉○榮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11650 竊盜 八德分局 劉○榮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11665 竊盜 龍潭分局 范○文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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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 108 偵 11682 偽造文書 楊梅分局 劉○峰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11704 竊盜 中壢分局 吳○祥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11711 竊盜 中壢分局 曾○君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12437 竊盜 中壢分局 張○上 起訴

松 108 偵 12438 妨害公務 中壢分局 楊○聖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13019 非駕業務傷害 八德分局 何○展 不起訴處分

松 108 偵 16914 偽造文書 航空刑大 游○綱 不起訴處分

松 108 少連偵 100 竊盜 八德分局 呂○華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8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馮○輝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88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邱○瑋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8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張○德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90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李○龍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9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詹○橙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9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邱○惠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9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張○智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9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輿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9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游○祥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96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吳○昱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9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謝○斌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9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潘○豪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89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簡○吉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290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葉○雄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偵 6374 詐欺 龜山分局 W○NG ONG HUA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偵 9000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徐○容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16581 詐欺 臺灣高檢 陳○潔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緝 1319 詐欺 簽○ 呂○齊 不起訴處分

結 107 選偵 118 妨害名譽 八德分局 魏○蘭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5692 竊盜 楊梅分局 黃○堂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5769 商標法 橫山分局 蘇○君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602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欣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9920 傷害 桃園分局 陳○聲 起訴

結 108 偵緝 290 竊盜 東勢分局 ?○諺 起訴

結 108 偵緝 291 竊盜 東勢分局 ?○諺 起訴

結 108 調偵 846 駕駛業務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劉○胤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調偵 1018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張○文 起訴

翔 107 毒偵 6924 毒品防制條例 三星分局 詹○容 起訴

翔 108 毒偵 178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游○竣 緩起訴處分

翔 108 毒偵 210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詹○容 起訴

翔 108 毒偵 2653 毒品防制條例 永和分局 林○毅 起訴

愛 107 偵 22404 詐欺 許○瑋 蘇○榮 不起訴處分

愛 107 偵 32010 詐欺 中壢分局 蘇○榮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5996 誣告 簽○ 劉○元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15960 強盜 平鎮分局 楊○博 起訴

儉 108 偵 2004 詐欺 龜山分局 P○OMTHONG YANNAROT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8 偵 9700 竊盜 大園分局 邱○萱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14163 詐欺 中壢分局 李○洋 起訴

儉 108 偵 14283 詐欺 中壢分局 曹○凱 起訴

儉 108 偵 1430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K○ONGSOMBAT NARONGSAK 緩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14588 竊盜 土城分局 鍾○濬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8 偵 15833 詐欺 中壢分局 陳○佑 起訴

儉 108 偵 16005 遺棄 簽○ 徐○舜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少連偵 42 傷害 大園分局 吳○東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8 少連偵 42 傷害 大園分局 林○志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8 少連偵 42 傷害 大園分局 鄭○陽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8 撤緩毒偵 34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徐○豪 起訴

闕 107 偵 8820 貪污治罪條例 廉政署 彭○山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偵 8820 貪污治罪條例 廉政署 鄒○亮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偵 8820 貪污治罪條例 廉政署 魏○蓁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226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林○庠 起訴

闕 108 偵 14048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王○元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4048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張○豪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4048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郭○孝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5723 詐欺 簽○ 郭○豪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5723 詐欺 簽○ 陳○卿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續 170 詐欺 臺灣高檢 張○宇 起訴

闕 108 偵緝 890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陳○倫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