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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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呂○軒 起訴

公 108 偵 1739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呂○強 起訴

分 108 偵 20131 非駕業務傷害 平鎮分局 張○寶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22426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陳○全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22726 肇事逃逸 八德分局 楊○智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24078 非駕業務傷害 楊梅分局 鍾○佑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25621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B○I DUC AN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25637 非駕業務傷害 簽○ 許○庭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25638 非駕業務傷害 簽○ 呂○憲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調偵 1575 肇事逃逸 桃市龍潭調委 陳○怡 不起訴處分

少 108 偵 22345 肇事逃逸 桃園分局 江○? 不起訴處分

少 108 偵 22384 肇事逃逸 龍潭分局 杲○興 不起訴處分

少 108 偵 22394 非駕業務傷害 平鎮分局 王○惟 不起訴處分

少 108 偵 22436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詹○哲 聲請簡易判決

少 108 偵 22753 竊盜 楊梅分局 莊○傑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7 毒偵 7274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康○恩 起訴

文 107 調偵 2565 詐欺 南投埔里調委 林○記 不起訴處分

文 108 偵 18431 竊盜 龜山分局 屈○翔 起訴

文 108 毒偵 71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康○恩 起訴

文 108 毒偵 1666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何○脩 緩起訴處分

文 108 毒偵 278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康○恩 起訴

文 108 毒偵 334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康○恩 起訴

文 108 毒偵 353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徐○忠 緩起訴處分

文 108 毒偵 371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康○恩 起訴

文 108 毒偵 390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蕭○龍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8 毒偵 391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梁○維 起訴

文 108 毒偵 408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黃○龍 起訴

文 108 毒偵續 2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龍 起訴

文 108 毒偵續 2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龍 起訴

文 108 毒偵續 23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龍 起訴

文 108 毒偵續 2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龍 起訴

文 108 毒偵續 2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龍 起訴

文 108 毒偵續 2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龍 起訴

文 108 調偵 1468 肇事逃逸 桃市八德調委 游○財 不起訴處分

文 108 撤緩 63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張○杰 撤銷緩起訴處分

文 108 撤緩 63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張○禮 撤銷緩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14753 駕駛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田○雄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毒偵 250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林○成 起訴

水 108 毒偵 447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姜○承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毒偵 4919 毒品防制條例 國道一隊 呂○儀 起訴

冬 108 偵 14461 妨害風化罪 臺灣高檢 V○ BA CHAN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14461 妨害風化罪 臺灣高檢 張○發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14228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彭○雄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14674 詐欺 屏東分局 彭○麗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14683 搶奪 中壢分局 黃○強 起訴

玄 108 偵 14954 詐欺 八德分局 黃○麟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撤緩 684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周○潔 撤銷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撤緩 661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郭○瑋 撤銷緩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17127 強盜 平鎮分局 林○賢 起訴

往 108 偵 23306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徐○論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偵 2379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古○妘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軍偵 131 傷害 龜山分局 吳○凱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軍偵 131 傷害 龜山分局 張○祈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8 偵 22740 詐欺 楊梅分局 籃○辛 起訴

律 108 偵緝 1768 竊盜 南三分局 張○凱 追加起訴

律 108 偵緝 1769 竊盜 南三分局 張○凱 追加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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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108 偵 20014 妨害自由 龍潭分局 方伍○青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1686 詐欺 蘆竹分局 秦○逸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2244 竊盜 中壢分局 邱○昌 起訴

要 108 偵 22341 傷害 桃園分局 陳○山 不起訴處分

要 108 偵 22341 傷害 桃園分局 趙○榮 不起訴處分

要 108 偵 22361 傷害 大溪分局 童林○珠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2379 竊盜 龍潭分局 徐○澔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2390 竊盜 八德分局 柯○傑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2420 肇事逃逸 龜山分局 陳○俊 不起訴處分

要 108 偵 22449 竊盜 大園分局 藍○荏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513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游○旺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537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劉○青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5428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李○勤 不起訴處分

要 108 偵 2552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黃○和 起訴

要 108 偵 25643 非駕業務傷害 簽○ 謝○榮 不起訴處分

倫 108 速偵 4170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楊○榮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7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張○帆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72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魏○華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7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刑大 S○WANGWONG NARUECHA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7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游○奇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7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高○華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7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徐○廷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7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李○明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7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龍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79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蔡○祐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8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范○義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8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黃○龍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82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張○朝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83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李○昇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84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王○皓 緩起訴處分

倫 108 速偵 4185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馬○興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86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徐○弘 緩起訴處分

倫 108 速偵 418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李○威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8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楊○甫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8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刑大 K○OEKCHIAPWUT PHALAPHON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190 竊盜 桃園分局 鄧○華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43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彭○煌 緩起訴處分

倫 108 速偵 4344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胡○恩 緩起訴處分

倫 108 速偵 4345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陳○珠 緩起訴處分

倫 108 速偵 434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張○順 緩起訴處分

倫 108 速偵 434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賴○軍 緩起訴處分

倫 108 速偵 434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范○山 緩起訴處分

倫 108 速偵 434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謝○夫 緩起訴處分

倫 108 速偵 4350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范○晟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5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羅○盛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52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曹○龍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5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J○A CHANDAN KUMAR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5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魏○道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55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劉○祥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56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林○宸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5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楊○傑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5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徐○峰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5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游○凱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6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葉○修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6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游○雄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8 速偵 436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N○UYEN VAN MINH 聲請簡易判決

恭 107 偵續 196 恐嚇取財得利 臺灣高檢 林○輝 不起訴處分

恭 107 偵續 196 恐嚇取財得利 臺灣高檢 紀○維 不起訴處分



恭 107 偵續 197 侵占 臺灣高檢 林○輝 不起訴處分

恭 107 偵緝 2545 詐欺 新湖分局 馮○守 起訴

恭 108 偵 7227 公共危險 簽○ 韋○于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 12777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柯○至 起訴

恭 108 毒偵 424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廖○君 起訴

恭 108 毒偵 4477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廖○昌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毒偵 4479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徐○豐 起訴

張 108 速偵 438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吳○仁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4386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鹿○順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438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森○明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4388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李○裕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438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楊○泰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390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林○澔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39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蘇○興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393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鄒○平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394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蔡○宇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39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朱○賜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39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戴○福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397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鄧○有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39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周○雄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39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楊○仁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40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劉○卉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401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林○晰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40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賀○鳳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40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刑大 邱○輝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404 不能安全駕駛 航空刑大 詹○春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4405 竊盜 中壢分局 游○偉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偵 1036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連○福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1127 偽造文書 中壢分局 林○誼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10996 竊盜 桃市刑大 張○芝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11029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吳徐○釵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13224 侵占 平鎮分局 莊○中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13348 傷害 中壢分局 徐○忠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13348 傷害 中壢分局 陳○榤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13469 公共危險 龍潭分局 羅○湧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1379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曾○友 起訴

結 108 偵 16678 妨害名譽 簽○ 張○玲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23265 侵占 平鎮分局 莊○中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調偵續緝 3 毀棄損壞 中六分局 王○玲 起訴

翔 108 偵 15717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廖○燕 不起訴處分

翔 108 偵 1852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彭○達 起訴

翔 108 偵 2316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黃○瑋 起訴

翔 108 偵 23510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何○錦 聲請簡易判決

翔 108 偵 25782 強盜 龍潭分局 李○龍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3015 詐欺 平鎮分局 周○惠 起訴

陽 108 偵 3015 詐欺 平鎮分局 馮○隆 起訴

陽 108 偵 19177 商標法 保二一01 孫○翔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19177 商標法 保二一01 聶○萍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2168 詐欺 簽○ 余○中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2168 詐欺 簽○ 李○龍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2168 詐欺 簽○ 林○凱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2168 詐欺 簽○ 康○偉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2168 詐欺 簽○ 張○瑋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2168 詐欺 簽○ 張○能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2168 詐欺 簽○ 曾○嵐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2168 詐欺 簽○ 蔡○陞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2168 詐欺 簽○ 應○叡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3937 詐欺 中山分局 吳○山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4248 誣告 簽○ 尤○彰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4248 誣告 簽○ 彭○宴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4248 誣告 簽○ 彭○銨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4248 誣告 簽○ 彭○壽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緝 1927 竊盜 簽○ 邱○森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調偵 1421 妨害公務 桃市龍潭調委 王○問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毒偵 352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林○晃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毒偵 436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乃○均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7 偵 31728 妨害自由 平鎮分局 吳○陽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愛 108 偵 672 妨害性自主罪 中壢分局 鍾○偉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調偵 1289 毀棄損壞 桃市平鎮調委 李○鎮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偵 24949 詐欺 簽○ 邱○榕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撤緩毒偵 48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龔○堯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8 偵 2023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簡○君 起訴

龍 108 偵 21007 竊盜 桃園分局 許○函 不起訴處分

龍 108 毒偵 53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簡○君 起訴

龍 108 毒偵 143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簡○君 起訴

龍 108 毒偵 227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簡○君 起訴

龍 108 毒偵 246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簡○君 起訴

龍 108 撤緩 64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張○霞 撤銷緩起訴處分

龍 108 撤緩 648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李○華 撤銷緩起訴處分

龍 108 撤緩 658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黃○國 撤銷緩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7309 偽造文書 關務署臺北關 張○綺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11418 妨害名譽 蘆竹分局 周○淵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11418 妨害名譽 蘆竹分局 欒○松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24737 妨害名譽 簽○ A○IR TZHORI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調偵 1259 詐欺 桃市桃園調委 劉○汝 起訴

藏 108 偵 23124 詐欺 簽○ 張○奇 不起訴處分

藏 108 偵 23332 家庭暴力防治 桃園分局 賴○龍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8 偵 23793 恐嚇取財得利 中壢分局 張○偉 起訴．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