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列 108 撤緩 1000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高○芸 撤銷緩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30552 著作權法 桃園分局 李○禾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30552 著作權法 桃園分局 邱○鈴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30552 著作權法 桃園分局 黃○源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31796 商標法 保二一01 黃○娥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8 撤緩 925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游○瑞 撤銷緩起訴處分

岡 108 撤緩 92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朱○典 撤銷緩起訴處分

岡 108 撤緩 95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宋○文 撤銷緩起訴處分

岡 108 撤緩 954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蔡○亦 撤銷緩起訴處分

岡 108 撤緩 991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湯○權 撤銷緩起訴處分

岡 108 撤緩 99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林○翰 撤銷緩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8047 強制猥褻 中壢分局 王○翔 起訴

雨 108 偵 10582 性騷擾防治法 蘆竹分局 黃○坤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20313 恐嚇取財得利 大園分局 張○珍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20333 詐欺 龜山分局 黃○鈴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29014 妨害婚姻家庭 簽○ 謝○哲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33825 詐欺 簽○ 戴○如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少偵 37 強盜 桃園地院 林○豪 起訴

雨 108 少偵 37 強盜 桃園地院 森○男 起訴

盈 108 偵 3275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警局 李○如 追加起訴

盈 108 偵 3383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警局 唐○倫 追加起訴

盈 108 偵 3439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玲 追加起訴

盈 108 偵 3439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凱 追加起訴

盈 108 偵 3439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詹○勳 追加起訴

盈 108 偵 3439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廖○羽 追加起訴

盈 109 偵 1449 毒品 桃市刑大 李○如 追加起訴

盈 109 偵 144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吳○穎 併案

盈 109 偵 144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唐○倫 追加起訴

宿 108 毒偵 6116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陳○忠 緩起訴處分

宿 108 撤緩 1024 肇事逃逸 執○科簽分 彭○晏 撤銷緩起訴處分

黃 108 毒偵 644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張○瑋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毒偵 663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翁○隆 聲請簡易判決

團 108 速偵 6225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賴○民 聲請簡易判決

團 108 速偵 6226 竊盜 桃園分局 蔡○青 聲請簡易判決

團 108 速偵 622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朱○藝 聲請簡易判決

團 108 速偵 6228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N○UYEN XUAN HUNG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8 偵 32348 肇事逃逸 平鎮分局 黃○勝 不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32378 非駕業務傷害 國道六隊 張○維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8 偵 32422 肇事逃逸 平鎮分局 曾○鴻 不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32438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姚○德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調 109 調偵 18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龍潭調委 陳○惠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調偵 67 肇事逃逸 桃市蘆竹調委 陳○義 不起訴處分

龍 108 毒偵 648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鄒○成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8 毒偵 648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林○慧 起訴

龍 109 戒毒偵 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隆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戒毒偵 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隆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戒毒偵 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元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戒毒偵 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元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戒毒偵 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元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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