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分 108 偵 24569 非駕業務傷害 簽○ 范姜○雯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24581 傷害 大園分局 呂○婷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24581 傷害 大園分局 邱○予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24650 妨害自由 平鎮分局 姜○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24650 妨害自由 平鎮分局 劉○瑋 不起訴處分

文 108 偵 2428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藍○滄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8 偵 2430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陳○杰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8 偵 2432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林○德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8 偵 2453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喻○鋮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8 偵緝 1811 竊盜 平鎮分局 葉○傑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8 偵 20828 詐欺 桃園分局 吳○政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8 偵 20853 傷害 中壢分局 董○吟 不起訴處分

令 108 偵 22246 傷害 中壢分局 邱○儀 起訴．不起訴處分

令 108 偵 22862 傷害 八德分局 王○昌 不起訴處分

令 108 偵 24176 竊盜 桃園分局 林○潔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8 偵 24198 竊盜 航空刑大 楊○鳴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8 偵 2453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邱○興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8 偵 24654 竊盜 平鎮分局 陳○甫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8 偵 22658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徐○傑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8 偵 22658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簡○溟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8 偵 22765 非駕業務傷害 國道六隊 李○慧 不起訴處分

永 108 偵 22765 非駕業務傷害 國道六隊 張○緯 不起訴處分

永 108 偵 22798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黃○秋 不起訴處分

永 108 偵 22859 竊盜 中壢分局 胡○華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8 偵 24095 詐欺 中壢分局 徐○宸 不起訴處分

永 108 偵 24109 侵占 桃園分局 陳○平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8 偵 2427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余○光 起訴

永 108 偵 2429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邱○智 起訴

永 108 偵 2431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S○KAMONWILAI NATTHAWAT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8 偵 24477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N○UYEN VAN HAI 不起訴處分

永 108 偵 24507 侵占 中壢分局 劉○翔 不起訴處分

永 108 偵 24528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吳○修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偵 24159 妨害名譽 大溪分局 李○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2430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王○堂 起訴

地 108 速偵 416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呂○揮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7 偵 20972 偽造文書 龍潭分局 鄭○芳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2502 性騷擾防治法 簽○ 許○騰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14624 妨害自由 汐止分局 黃○琴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15696 詐欺 臺灣高檢 蔡○貞 起訴

行 108 偵 19173 偽造文書 龍潭分局 陳○昀 緩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20977 詐欺 中壢分局 吳○元 追加起訴

行 108 偵 20977 詐欺 中壢分局 陳○庭 追加起訴

行 108 偵 20977 詐欺 中壢分局 詹○恩 追加起訴

辰 107 毒偵 6367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黃○雄 起訴

辰 108 毒偵 203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彬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250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毅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260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駱○傑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2614 毒品防制條例 中二分局 鄧○敦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2735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周○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2978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林○宗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3179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陳○葳 起訴

辰 108 毒偵 3182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徐○聯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327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陳○儀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335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林○玲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356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番○恆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369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毅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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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108 毒偵 4640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曾○倫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續 3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張○華 起訴

辰 108 撤緩毒偵 39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 起訴

辰 108 撤緩毒偵 40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微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撤緩毒偵 40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朱○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撤緩毒偵 44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廷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撤緩 685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謝○明 撤銷緩起訴處分

岡 108 毒偵 224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詹○丞 不起訴處分

岡 108 毒偵 224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詹○丞 不起訴處分

岡 108 毒偵 418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秋 起訴

岡 108 毒偵 4431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朱○霖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22792 竊盜 桃園分局 吳○亮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2417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刑大 林○智 起訴

松 108 偵 24379 竊盜 中壢分局 陳○全 起訴

松 108 偵 24437 竊盜 龍潭分局 銀○雄 起訴

雨 107 偵 6257 恐嚇取財得利 蘆竹分局 余○松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6257 恐嚇取財得利 蘆竹分局 張○發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6257 恐嚇取財得利 蘆竹分局 陳○香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6257 恐嚇取財得利 蘆竹分局 蔡○賜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6257 恐嚇取財得利 蘆竹分局 蔡○奕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14502 竊盜 中壢分局 蔡○清 起訴

建 107 少連偵 307 詐欺 臺灣高檢 謝○臻 不起訴處分

建 108 偵續 8 毀棄損壞 臺灣高檢 葉○兆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8 毒偵 4462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林○宏 起訴

建 108 少連偵 34 詐欺 蘆竹分局 黃○屏 不起訴處分

建 108 少連偵 34 詐欺 蘆竹分局 謝○臻 不起訴處分

建 108 少連偵 34 詐欺 蘆竹分局 羅○閔 起訴

建 108 撤緩 649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潘○華 撤銷緩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12560 詐欺 刑偵七隊 曾○珍 起訴

為 107 偵 15118 詐欺 刑偵一隊 王○生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15118 詐欺 刑偵一隊 曾○珍 起訴

為 107 偵 17966 詐欺 中正一局 王○生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17966 詐欺 中正一局 洪○銘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17966 詐欺 中正一局 莊○綺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17966 詐欺 中正一局 曾○珍 起訴

為 107 偵 17966 詐欺 中正一局 詹○玲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17966 詐欺 中正一局 劉○麟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17966 詐欺 中正一局 劉○里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24385 詐欺 桃園市調查處 曾○珍 起訴

為 108 偵 17225 詐欺 簽○ 王○強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偵 17225 詐欺 簽○ 曾○珍 起訴

為 108 偵 17226 詐欺 簽○ 吳○恩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偵 17226 詐欺 簽○ 曾○珍 起訴

珍 108 偵 23981 電遊場業管理 龍潭分局 陳○榕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23981 電遊場業管理 龍潭分局 漆○宏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23994 電遊場業管理 中壢分局 賴○仲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23997 電遊場業管理 中壢分局 賴○仲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速偵 412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T○AI VAN PHUOC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2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C○AIHONGSA SUWAROT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28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黃○軒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29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高○忠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3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楊○農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3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黃○仁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3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貝○凱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3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呂○文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3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呂○葦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3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陳○偉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3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楊○麟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37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徐○威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3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吳○儒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39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林○翊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4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楊○村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41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一隊 傅○萱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4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一隊 陳○洋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4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洪○婷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4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葉○輝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45 妨害公務 龜山分局 梁○力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4146 營利姦淫猥褻 龍潭分局 馮○珍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19851 竊盜 桃園分局 何○松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0656 植物防疫檢疫 航空刑大 曾○筠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1315 肇事逃逸 平鎮分局 高○星 不起訴處分

要 108 偵 21324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廖○科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1377 非駕業務傷害 國道一隊 洪○謙 不起訴處分

要 108 偵 21630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楊○中 不起訴處分

修 108 偵 17024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楊○杰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8 偵 19296 過失傷害 簽○ 楊○華 不起訴處分

修 108 偵 19463 非駕業務傷害 楊梅分局 蘇○傑 起訴

修 108 偵 19944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游○騏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8 偵 21368 非駕業務傷害 龍潭分局 陳○惠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8 調偵 1413 非駕業務傷害 新北三重調委 郭○宏 不起訴處分

修 108 調偵 1417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蔡○呈 不起訴處分

修 108 調偵 1500 駕駛業務傷害 桃市楊梅調委 陳○文 起訴

修 108 調偵 1510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唐○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8 調偵 1511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8 調偵 1520 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陳○君 起訴

張 108 速偵 4148 竊盜 楊梅分局 蔡○昌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49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彭○谷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415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泓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415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夫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415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M○YORGA ANTEZANA RAMIRO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415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祥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415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曾○鈞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415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歐○謙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56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徐○生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5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5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徐○瑋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5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方○庭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60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陳○奇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6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古○鍍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6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張○杰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6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郭○招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6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王○興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65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鍾○昌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6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林○傑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6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楊○霖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16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S○PROMIN SIRIWAT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7 偵 30410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張○林 起訴

愛 107 偵 30410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張○容 起訴

敬 108 偵緝 1660 竊盜 龍潭分局 徐○祥 起訴

敬 108 偵緝 1661 竊盜 龍潭分局 徐○祥 起訴

敬 108 偵緝 1662 竊盜 龍潭分局 徐○祥 起訴

萬 108 偵 17166 藥事法 龍潭分局 謝○謚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偵 22277 侵占 簽○ 王○家 起訴．不起訴處分

萬 108 偵 22278 侵占 簽○ 王○家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偵 2317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簡○宏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8 偵 2351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陳○坤 聲請簡易判決



團 108 偵 15143 詐欺 八德分局 藍○鈞 追加起訴

團 108 偵 15961 詐欺 八德分局 蔡○玄 追加起訴

團 108 偵 19715 詐欺 平鎮分局 藍○鈞 追加起訴

團 108 偵 20563 詐欺 平鎮分局 蔡○玄 追加起訴

團 108 偵 21798 詐欺 臺灣高檢 蔡○玄 追加起訴

團 108 偵 21798 詐欺 臺灣高檢 藍○鈞 追加起訴

團 108 偵 21799 詐欺 臺灣高檢 藍○鈞 追加起訴

團 108 偵 22020 詐欺 八德分局 黃○燊 追加起訴

團 108 偵 24060 詐欺 臺灣高檢 藍○鈞 追加起訴

鳳 107 偵 24254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劉○程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速偵 4214 竊盜 桃園分局 范○維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8 偵緝 1921 妨害風化罪 南港分局 馮○玲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8 偵 16888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陳○益 不起訴處分

歡 108 偵 17354 肇事逃逸 桃園分局 楊○勳 不起訴處分

歡 108 偵 19263 竊盜 中壢分局 楊○桑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8 偵 19471 非駕業務傷害 國道一隊 梁○德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8 偵 22360 非駕業務傷害 大溪分局 岩○翔 不起訴處分

歡 108 偵 24485 詐欺 桃園地院 簡○翰 不起訴處分

歡 108 偵 24508 侵占 中壢分局 吳○榮 不起訴處分

歡 108 偵 24607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張○龍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