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文 108 偵 24180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呂○蒨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8 偵 2420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尹○錦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8 偵 25939 竊盜 簽○ 張○登 不起訴處分

文 108 偵 25939 竊盜 簽○ 劉○雲 不起訴處分

文 108 偵 25939 竊盜 簽○ 劉○光 不起訴處分

冬 107 偵 23009 藥事法 簽○ 傅○松 起訴．不起訴處分

冬 107 偵 27644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陳○燐 起訴

冬 107 偵 27644 藥事法 竹東分局 傅○松 不起訴處分

冬 107 偵 27644 藥事法 竹東分局 萬○萱 起訴．不起訴處分

冬 107 偵 27644 藥事法 竹東分局 劉○逢 不起訴處分

冬 107 偵 27644 藥事法 竹東分局 鍾○豐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4101 營利姦淫猥褻 中壢分局 林○達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679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宋○軒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679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燁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679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汗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679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涵 起訴．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679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萬○海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679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簡○慈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679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珍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19055 偽造文書 簽○ 簡○彬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19055 偽造文書 簽○ 簡○傑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19055 偽造文書 簽○ 簡吳○妹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19055 偽造文書 簽○ 簡○軒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20241 營利姦淫猥褻 簽○ 周○珍 起訴

冬 108 偵 2040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趙陳○妹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8 速偵 457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S○IBUNRUEANG BUAWORN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8 速偵 4575 竊盜 中壢分局 鄭○皓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8 速偵 4576 竊盜 桃園分局 何○輝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8 速偵 4577 竊盜 中壢分局 古○正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8 速偵 457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李○威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8 速偵 457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鳳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8 速偵 458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8 速偵 458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張○祥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8 速偵 458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王○傑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 2385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謙 起訴

生 108 偵 2385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毅 起訴

生 108 毒偵 4938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楊○傑 起訴

收 108 毒偵 353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梁○賓 起訴

竹 108 偵緝 1940 商業會計法 航空警局 曾○興 起訴

竹 108 撤緩 49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陳○安 撤銷緩起訴處分

良 107 毒偵 6471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陳○婷 起訴

良 107 毒偵 6472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陳○孝 起訴

良 107 毒偵 746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古○豪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17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周○童 起訴

良 108 毒偵 17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翁○怡 起訴

良 108 毒偵 59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翁○怡 起訴

良 108 毒偵 195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鄭○雄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243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黃○笙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254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韓○德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262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林○達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2679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許○惠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275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潘○芳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302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陳○辰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312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劉○欣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3202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鍾○玉 起訴

良 108 毒偵 3203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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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 108 毒偵 322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緯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358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林○良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360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陶○允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367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戴○勝 起訴

良 108 毒偵 3688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黃○煌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375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謝○鈞 起訴

良 108 毒偵 375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郭○文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386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蕭○文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387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黃○益 起訴

良 108 毒偵 3893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彭○旺 起訴

良 108 毒偵 3895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蔡○洋 起訴

良 108 毒偵 3965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張○皓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3970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陳○緯 起訴

良 108 毒偵 409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李○豪 起訴

良 108 毒偵 4141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莊○仁 起訴

良 108 毒偵 4144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蔡○遑 起訴

良 108 毒偵 4149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林○羽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4170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彭○旺 起訴

良 108 毒偵 4173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曾○元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4312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廖○生 起訴

良 108 毒偵 4314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范○傑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4317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汪○法 起訴

良 108 毒偵 431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曾○燕 起訴

良 108 毒偵 432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黃○益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433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徐○良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4348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林○德 起訴

良 108 毒偵 439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S○WANDEE NATTAWAN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439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黃○淵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4412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李○億 起訴

良 108 毒偵 461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塗○玲 起訴

良 108 毒偵 467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彭○鈞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4583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黃○慧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撤緩 43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許○其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撤緩 578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張○倫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撤緩 61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邱○彰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撤緩 620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蕭○勝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撤緩 641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魏○權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撤緩 666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楊○謙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撤緩 66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楊○謙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撤緩 668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陳○瑋 撤銷緩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2785 肇事逃逸 大溪分局 林○雅 起訴

宙 108 偵 2785 肇事逃逸 大溪分局 許○麟 起訴

宙 108 偵 23555 妨害自由 龜山分局 吳○美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2380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張○維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續 178 槍砲彈刀條例 臺灣高檢 劉○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5265 竊盜 劉○星 高○政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偵 5265 竊盜 劉○星 廖○評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偵緝 909 詐欺 臺灣高檢 林○豪 起訴

往 108 偵緝 1413 竊盜 大園分局 高○政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調偵 1470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蘆竹調委 林○村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撤緩 707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范○慧 撤銷緩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24402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邱○翔 起訴

忠 108 偵 2573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徐○倫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毒偵 3134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郭○文 起訴

忠 108 毒偵 3461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陸○明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3462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曾○池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346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施○節 起訴

忠 108 毒偵 3996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廖○辰 起訴



忠 108 毒偵 4355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廖○辰 起訴

松 108 偵 20675 毀棄損壞 龍潭分局 呂○義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20874 非駕業務傷害 龜山分局 李○囿 不起訴處分

松 108 偵 20874 非駕業務傷害 龜山分局 張○賢 不起訴處分

松 108 偵 22684 竊盜 中壢分局 陳○全 起訴

松 108 偵 22778 非駕業務傷害 大溪分局 黃○敏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24587 誣告 楊梅分局 羅○輝 不起訴處分

松 108 偵 25163 非駕業務傷害 八德分局 莊○棟 不起訴處分

松 108 偵 25596 竊盜 中壢分局 劉○珍 不起訴處分

松 108 偵 26220 家庭暴力防治 大溪分局 許○宏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8 偵 26238 竊盜 八德分局 劉○庭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偵 2318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徐○雄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偵 2353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林○生 起訴

河 108 偵緝 1674 侵占 基港總隊 詹○明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調偵 1571 毀棄損壞 竹縣新豐調委 黃○棋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調偵 1571 毀棄損壞 竹縣新豐調委 蔡○升 不起訴處分

知 107 偵 29058 妨害性自主罪 蘆竹分局 李○龍 不起訴處分

知 107 偵 31915 詐欺 簽○ 葉○妤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4152 營利姦淫猥褻 龜山分局 王○惠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4152 營利姦淫猥褻 龜山分局 鄭○成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9683 家庭暴力防治 蘆竹分局 江○婷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11816 妨害自由 簽○ 吳○進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12590 詐欺 中壢分局 陳○瑋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12630 妨害自由 楊梅分局 呂○文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17119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徐○平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17119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陳○軒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17119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魏○顥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18200 性犯罪防治法 簽○ 黃○權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8 偵 25234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張○智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52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林○毅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5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朱○豪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5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徐○宏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5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梅○麗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5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姜○元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57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邱○傑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58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陳○田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5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張○翔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60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林○忠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61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盧○炳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6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林○傑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6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彭○紘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6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江○倫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65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林○正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6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楊○錦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6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鄭○明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68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徐○均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69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侯○良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7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麟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71 竊盜 中壢分局 楊○國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72 竊盜 桃園分局 蘇○三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473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邱○宣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速偵 449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江○儒 緩起訴處分

昃 108 速偵 449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王○勤 緩起訴處分

昃 108 速偵 449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張○輝 緩起訴處分

昃 108 速偵 449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中 緩起訴處分

昃 108 速偵 449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沈○葦 緩起訴處分

昃 108 速偵 450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邱○鈞 緩起訴處分

昃 108 速偵 4504 竊盜 桃園分局 許○義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速偵 456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吳○忠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速偵 4568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徐○雄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速偵 456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傅○國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速偵 457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林○飛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速偵 4571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徐○良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速偵 457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楊○生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速偵 457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黃○瑋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8 偵 24963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危○山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信 108 偵 25235 侵占 桃園分局 葉○菁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8 偵 26042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賴○俊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調偵 1293 詐欺 桃市八德調委 鄭○穎 不起訴處分

秋 108 毒偵 2650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林○耀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毒偵 4038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王○國 起訴

致 108 偵 2385 賭博 中正二局 古○榮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2385 賭博 中正二局 江○韋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2385 賭博 中正二局 周○羽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2385 賭博 中正二局 陳○凌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2385 賭博 中正二局 黃○銓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4300 肇事逃逸 桃園分局 王○雄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16152 商標法 簽○ 鄭○鑫 起訴

致 108 偵 16249 詐欺 臺灣高檢 姜○謙 起訴

致 108 偵 18308 詐欺 八德分局 張○翔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18344 詐欺 楊梅分局 王○妮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20445 妨害名譽 大園分局 簡○芸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22913 詐欺 簽○ 歐○秀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續 172 詐欺 臺灣高檢 姜○謙 起訴

致 108 偵緝 983 賭博 平鎮分局 胡○瑋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緝 2022 竊盜 桃市刑大 李○偉 起訴

致 108 毒偵 237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翁○恒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撤緩 643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黃○發 撤銷緩起訴處分

致 108 撤緩 704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范○德 撤銷緩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17516 詐欺 臺灣高檢 游○丞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23439 詐欺 桃園分局 王○鈞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緝 1010 毀棄損壞 航空刑大 易○庭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緝 135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黃○貞 不起訴處分

能 108 偵 16729 詐欺 大園分局 林○頡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14331 詐欺 臺灣高檢 王○俊 起訴

荒 108 偵 18486 詐欺 中壢分局 王○俊 起訴

荒 108 偵 19079 詐欺 臺灣高檢 王○俊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20318 詐欺 大園分局 陳○清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20909 詐欺 臺灣高檢 王○俊 起訴

荒 108 偵 22189 詐欺 臺灣高檢 王○俊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22190 詐欺 臺灣高檢 王○俊 起訴

荒 108 偵 23106 詐欺 臺灣高檢 王○俊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24243 詐欺 簽○ 王○俊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速偵 4583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林○發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8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郭○朗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85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李○德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86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羅○利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87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簡○佐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8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V○ VAN VINH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8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陳○陞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9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劉○發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9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尤○銘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9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李○緯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9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潘○郎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9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郭○宜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9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屏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9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戴○萱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9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江○哲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599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W○RARAT MONGKHONCHAI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60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范○慶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60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謝○賢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60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文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4603 妨害公務 桃園分局 簡○揚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8 偵 253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偉 起訴

暑 108 偵 10732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吳○偉 起訴

暑 108 偵 2170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彭○政 起訴

溫 108 毒偵 237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徐○琴 緩起訴處分

溫 108 毒偵 2372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王○ 緩起訴處分

溫 108 毒偵 2385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余○山 起訴

溫 108 毒偵 3555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郭○榮 起訴

溫 108 毒偵 3821 毒品防制條例 永和分局 龔○儒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偵 1861 非駕業務傷害 平鎮分局 玉○ 起訴

精 108 偵 6505 殺人未遂 桃園分局 洪○祥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偵 7118 妨害家庭 平鎮分局 徐○蘭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偵 7118 妨害家庭 平鎮分局 郭○讚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偵 24290 肇事逃逸 龍潭分局 羅○芳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偵 24313 家庭暴力防治 楊梅分局 莊○泓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偵 24474 竊盜 桃園分局 林○玲 緩起訴處分

精 108 偵 24522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李○諺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8 撤緩 706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陳○文 撤銷緩起訴處分

龍 108 偵 22325 妨害性自主罪 中壢分局 徐○翰 起訴．不起訴處分

龍 108 偵 22325 妨害性自主罪 中壢分局 張○凱 起訴．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4399 駕駛業務傷害 大園分局 林○庭 起訴

霜 108 偵 20423 詐欺 臺灣高檢 石○成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22162 非駕業務致死 簽○ 戴○勝 緩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22163 非駕業務致死 簽○ 宋○涵 緩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24735 誣告 簽○ 楊○賢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調偵 1533 非駕業務致死 桃市大溪調委 張○鴻 起訴

闕 108 毒偵 446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洪○欽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8 毒偵 447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徐○宏 追加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