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公 108 偵 14577 詐欺 桃園分局 呂○臻 不起訴處分

公 108 偵 17705 詐欺 桃園分局 呂○臻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16474 非駕業務傷害 大園分局 梁○來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17364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地院 許○承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19200 肇事逃逸 龜山分局 余○得 起訴．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19459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吳○弘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19868 詐欺 蘆竹分局 李○瑟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19878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廖○億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19888 非駕業務傷害 大溪分局 林○峰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19898 肇事逃逸 中壢分局 雷○武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20038 竊盜 蘆竹分局 黃○文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20095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黃○榆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20106 竊盜 桃園分局 顏○帆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20141 竊盜 八德分局 陳○遠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22330 竊盜 楊梅分局 管○賢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22416 竊盜 桃園分局 邱○仁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22456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林○佑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22456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葉○譽 不起訴處分

日 108 偵 21016 入出國移民法 國境事務大隊 M○MIK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8 偵 21981 竊佔 簽○ 林○欣 不起訴處分

日 108 偵 21982 誣告 簽○ 沈○璟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5090 竊盜 桃園分局 莊○萱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5090 竊盜 桃園分局 陳○嵐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5090 竊盜 桃園分局 董○瑩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11047 肇事逃逸 龍潭分局 陳○良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22165 公共危險 簽○ 陳○莉 緩起訴處分

月 108 偵續 7 詐欺 臺灣高檢 李○惠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緝 1700 非駕業務傷害 文山一局 朱○偉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調偵 638 肇事逃逸 桃市平鎮調委 王○維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調偵 1176 妨害名譽 桃市中壢調委 吳○嫻 不起訴處分

水 107 偵 33196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顏○渝 起訴

水 108 偵 16788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林○裕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1863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霖 起訴

水 108 偵 18725 駕駛業務致死 簽○ 張○能 緩起訴處分

平 108 偵 18708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A○TUMMA SUNTI 起訴

平 108 偵 18708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陳○蘭 起訴

收 107 偵 28056 竊盜 桃園分局 馮○仁 起訴．不起訴處分

收 108 偵 14747 詐欺 土城分局 廖○伶 不起訴處分

收 108 偵 21632 傷害 簽○ 劉○任 不起訴處分

收 108 選偵 94 選舉罷免法 簽○ 黃○杰 不起訴處分

收 108 選偵 102 選舉罷免法 簽○ 黃朱○娥 不起訴處分

竹 108 毒偵 223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章○華 緩起訴處分

竹 108 毒偵 223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陳○庸 緩起訴處分

竹 108 毒偵緝 23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唐○宏 不起訴處分

竹 108 戒毒偵 3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郎○昌 不起訴處分

竹 108 撤緩毒偵 41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池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8 撤緩毒偵 41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柯○章 起訴

竹 108 撤緩毒偵 41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昌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8 撤緩毒偵 41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池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偵 18478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李○人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偵 18478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鍾○如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偵 18478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魏○安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偵 21462 誣告 簽○ 陳○雲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偵 21463 誣告 簽○ 陳○雲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偵 21464 偽造文書 簽○ 郭○泓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偵 21464 偽造文書 簽○ 戴○琪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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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108 偵 21466 恐嚇取財得利 簽○ 林○成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偵 21466 恐嚇取財得利 簽○ 劉○華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速偵 363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張○錞 緩起訴處分

呂 108 速偵 3632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王○遠 緩起訴處分

呂 108 速偵 363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李○ 緩起訴處分

呂 108 速偵 363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呂○甄 緩起訴處分

呂 108 速偵 3635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T○ANGKRATOK SUPOT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3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S○EFUNG SOMPHONG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3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曾○雄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38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許○騵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3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林○生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4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楊○豐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4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朱○興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42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張○德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43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方○泉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44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梁○豪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45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謝○承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46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陳○賢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4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王○南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4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佑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49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曾○利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50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王○維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速偵 3651 竊盜 大溪分局 古○琳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7 毒偵 6978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梁○宗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1055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賴○億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1275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胡○樂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201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四分局 梁○宗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208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賴○億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236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呂○禮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2457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賴○億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253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張○輝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2689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古○龍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2779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賴○華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360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陞 起訴

良 108 毒偵 3683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李○豪 起訴

良 108 毒偵 3685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陳○福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3773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吳○蘭 起訴

良 108 毒偵 3775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徐○成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軍毒偵 3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蔡○ 不起訴處分

來 107 偵 27618 銀行法 簽○ 張○銘 起訴

來 107 偵 27641 銀行法 桃園市調查處 張○銘 起訴

來 108 偵 16605 肇事逃逸 桃園分局 楊○欣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16605 肇事逃逸 桃園分局 劉○蓮 不起訴處分

岡 108 偵 1438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瑄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8 偵 18187 詐欺 國道一隊 許○成 不起訴處分

岡 108 偵 1827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郭○仁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8 偵 2109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莊○國 起訴

岡 108 毒偵 188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王○瑄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8 撤緩毒偵 41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賴○盟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8 撤緩 50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黃○彬 撤銷緩起訴處分

岡 108 撤緩 51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劉○毅 撤銷緩起訴處分

岡 108 撤緩 514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謝○景 撤銷緩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21170 詐欺 鹽埕分局 黃○翔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288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王○君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288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李○益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288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林○筑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毒偵 288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洪○崴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346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范姜○俊 起訴



忠 108 毒偵緝 252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何○中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撤緩毒偵 38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游○文 起訴

忠 108 撤緩毒偵 38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游○文 起訴

忠 108 撤緩毒偵 38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游○文 起訴

忠 108 撤緩毒偵 38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聖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7 偵 30072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林○偉 不起訴處分

倫 108 偵 18563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林○任 起訴

倫 108 偵 18563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楊○榛 起訴

倫 108 偵 19970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林○任 起訴

倫 108 偵 19970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楊○榛 起訴

海 108 毒偵 335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吳○聰 起訴

海 108 毒偵緝 18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吳○聰 起訴

海 108 毒偵緝 24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劉○成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戒毒偵 3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華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11394 妨害自由 大園分局 郭○宏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14906 毒品防制條例 大湖分局 孔○盛 起訴

寒 108 偵 19379 毒品防制條例 大湖分局 孔○盛 起訴

寒 108 偵 21866 竊盜 簽○ 郭○宏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偵 21867 竊盜 簽○ 郭○宏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偵 2206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孔○盛 起訴

寒 108 毒偵 63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羅○祐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毒偵 123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羅○祐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毒偵 124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羅○祐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毒偵 2390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羅○祐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毒偵 2655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羅○祐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毒偵 2947 毒品防制條例 大湖分局 孔○盛 起訴

寒 108 毒偵 3250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曾○芳 緩起訴處分

寒 108 毒偵 349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孔○盛 起訴

寒 108 毒偵 353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羅○祐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毒偵 444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卓○輝 起訴

寒 108 調偵 1020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呂○棋 不起訴處分

結 107 偵 28083 公司法 中市調查處 李○文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11246 竊盜 中壢分局 蔡○羲 起訴

結 108 偵 14454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游○鈞 起訴

結 108 偵 15157 竊盜 中壢分局 蔡○羲 起訴

結 108 偵緝 1571 詐欺 中三分局 吳○惠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調偵 424 侵占 桃市桃園調委 劉○寧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17080 著作權法 中正二局 林○祐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17698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王○龍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18935 著作權法 中正二局 徐○杰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1161 偽造有價證券 簽○ 胡○勛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1162 詐欺 簽○ 李○孺 起訴

陽 108 醫偵 22 業務過失致死 簽○ 林○晉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毒偵 403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錢○宏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少連偵 199 竊盜 桃園分局 林○諺 起訴

廉 108 偵 21216 性騷擾防治法 楊梅分局 陳○松 不起訴處分

敬 107 偵 26604 竊佔 楊梅分局 彭○炫 起訴

敬 107 偵 26604 竊佔 楊梅分局 黃○堂 起訴

敬 107 偵 26604 竊佔 楊梅分局 謝○菊 不起訴處分

敬 107 偵緝 2843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翁○? 起訴

敬 108 偵 2012 詐欺 臺灣高檢 李○彰 不起訴處分

敬 108 偵 3271 商標法 芳苑分局 羅○瑄 緩起訴處分

敬 108 速偵 3662 竊盜 大園分局 彭○朗 不起訴處分

敬 108 速偵 366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范○予 緩起訴處分

敬 108 速偵 366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張○勇 緩起訴處分

敬 108 速偵 366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邱○政 緩起訴處分

敬 108 速偵 366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陳○方 緩起訴處分

敬 108 速偵 366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傅○銘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8 速偵 3669 竊盜 大溪分局 黃○如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8 速偵 3670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葉○賢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8 速偵 367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徐○龍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8 速偵 3672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楊○憲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8 速偵 367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溫○樺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8 速偵 3674 竊盜 中壢分局 林○良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8 速偵 367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羅○宏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8 速偵 367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周○賓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8 速偵 367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廖○蘭 聲請簡易判決

敬 108 速偵 367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翔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偵 16022 藥事法 航空刑大 劉○吉 緩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22134 傷害 中壢分局 呂○怡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偵 20282 詐欺 龍潭分局 王○茂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偵 20282 詐欺 龍潭分局 黃○淦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毒偵 3452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王○芬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毒偵 3628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王○芬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毒偵 3630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陳○軒 起訴

精 108 毒偵 3793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羅○憲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7 調偵 2540 妨害自由 桃市蘆竹調委 王○鳳 不起訴處分

調 107 調偵 2540 妨害自由 桃市蘆竹調委 陳○仁 起訴．不起訴處分

調 107 調偵 2540 妨害自由 桃市蘆竹調委 鍾○達 起訴．不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1821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文 不起訴處分

調 108 撤緩 568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古○宏 撤銷緩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886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方○軒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