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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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28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楊○煌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29829 竊盜 桃園分局 吳○勻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29829 竊盜 桃園分局 周○福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34087 竊盜 大溪分局 張○棋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34136 侵占 八德分局 方○順 不起訴處分

文 108 毒偵 646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楊○瑀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8 毒偵 646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廖○諭 起訴

文 108 毒偵 650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游○隆 起訴

文 108 毒偵 663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李○宏 起訴

令 108 偵 25676 非駕業務傷害 八德分局 胡○瑋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8 偵 25676 非駕業務傷害 八德分局 許○銘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8 偵 32325 竊盜 蘆竹分局 施○駿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199 毀棄損壞 八德分局 陳○辰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272 侵占 大溪分局 李○潔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347 竊盜 中壢分局 何○龍 起訴

令 109 偵 373 竊盜 龍潭分局 劉○孟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444 侵占 大溪分局 許○議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666 家庭暴力防治 桃市婦隊 梁○雄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745 竊盜 中壢分局 何○龍 起訴

令 109 偵 746 竊盜 中壢分局 何○龍 起訴

令 109 偵 765 賭博 基一分局 曾○揚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1066 妨害名譽 龍潭分局 藍○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1093 竊盜 大園分局 莊○巡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1117 竊盜 桃園分局 施○希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1117 竊盜 桃園分局 蔡○育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1141 竊盜 龍潭分局 姜○貴 起訴

令 109 偵 1206 傷害 中壢分局 左○全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調偵 112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湯○霞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調偵 113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陳○賢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調偵 114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八德調委 郎○源 不起訴處分

正 108 撤緩 964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羅○議 撤銷緩起訴處分

正 108 撤緩 101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涂○? 撤銷緩起訴處分

永 108 偵 32838 侵占 簽○ 彭○德 不起訴處分

永 108 偵 32901 竊盜 大園分局 彭○凱 起訴

永 108 偵 32901 竊盜 大園分局 蕭○龍 起訴

永 108 偵 32937 妨害電腦使用 臺灣高檢 李○峰 不起訴處分

永 108 偵 33076 侵占 八德分局 邱○昇 不起訴處分

永 108 偵 33653 竊盜 大園分局 游○山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8 偵 33813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陳○峰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8 偵 34088 妨害自由 蘆竹分局 陳○豪 不起訴處分

永 108 偵 34088 傷害 蘆竹分局 蘇○家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永 108 偵 34102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許○詮 不起訴處分

永 108 偵 34137 交通過失傷害 八德分局 楊○銘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8 偵 34240 傷害 平鎮分局 張○傑 不起訴處分

田 108 偵 32911 竊佔 平鎮分局 楊○ 不起訴處分

田 108 偵 32993 傷害 中壢分局 鄒○銘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8 偵 33084 交通過失傷害 八德分局 蔡○叡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9 偵 729 失火燒燬他物 中壢分局 許○章 不起訴處分

田 109 調偵 85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大溪調委 任○瑞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9 調偵 89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龍潭調委 楊○儒 不起訴處分

田 109 調偵 90 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邱○? 不起訴處分

田 109 調偵 90 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游○為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毒偵 5801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駱○偉 起訴

地 108 毒偵 5802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鄧○富 起訴

地 108 毒偵 5803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向○平 起訴

地 108 毒偵 5804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陳○竹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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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108 毒偵 5805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林○強 起訴

地 108 毒偵 5806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劉○錦 起訴

地 108 毒偵 5807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蔡○貴 起訴

地 108 毒偵 660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李○霙 起訴

往 108 偵 30677 商標法 保二一02 葉○融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偵緝 1820 侵占 中和分局 謝○儀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調偵 1990 業務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黃○恭 起訴

往 108 調偵 1990 業務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葉○清 起訴

往 109 偵 502 侵占 簽○ 蔡○欽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偵 4798 性騷擾防治法 龍潭分局 郭○元 起訴．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18195 入出國移民法 簽○ 陳○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19308 詐欺 中壢分局 張○辰 起訴

雨 108 偵 31710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楊○斌 起訴

昃 108 調偵 2013 妨害自由 桃市桃園調委 漢○德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30498 侵占 臺灣高檢 田○旗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30607 傷害 龜山分局 林徐○子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30607 傷害 龜山分局 林○鼎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洪 108 偵 30607 傷害 龜山分局 張○俊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洪 109 偵 935 侵占 簽○ 吳○樺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速偵 13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丁○淑 緩起訴處分

珍 109 速偵 132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陳○齊 緩起訴處分

珍 109 速偵 133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許○毅 緩起訴處分

珍 109 速偵 13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陶○中 緩起訴處分

珍 109 速偵 135 不能安全駕駛 航空刑大 許○謨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36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戴○城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37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湯○成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3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許○文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3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呂○玲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40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洪○邦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4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莊○靜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4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刑大 鍾○偉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4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蕭○信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4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周○榮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4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彬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4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李○琪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4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簡○豐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4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古○瑋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4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莊○婷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5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廖○菁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速偵 151 竊盜 龜山分局 賴○蓉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8660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徐○玉 不起訴處分

要 108 偵 32984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方○民 不起訴處分

要 108 偵 33034 肇事逃逸 中壢分局 徐○增 不起訴處分

要 108 偵 33056 傷害 大園分局 R○HMAN KHALIL UR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33646 竊盜 八德分局 林○安 不起訴處分

要 108 偵緝 2451 妨害兵役條例 桃園分局 鄭○澤 不起訴處分

要 109 偵 462 妨害自由 簽○ 羅○弘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毒偵 285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胡○昱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毒偵 6594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鄭○?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8 撤緩毒偵 55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方○清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9 撤緩 15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張○豐 撤銷緩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24208 竊盜 八德分局 黃○泉 起訴

調 108 偵 25102 竊盜 龜山分局 楊○涵 不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25126 竊盜 八德分局 嚴○偉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8 偵 26831 竊盜 大溪分局 黃○泉 起訴

調 108 偵 29970 竊盜 中壢分局 張○超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8 偵 30283 竊盜 平鎮分局 劉○順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8 偵 31640 竊盜 平鎮分局 陸○凱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