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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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偵 503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楊○婷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8 毒偵 6803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黃○龍 起訴

日 108 偵 21906 妨害自由 蘆竹分局 王○宗 不起訴處分

日 108 偵 33882 妨害名譽 桃市刑大 彭○壽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1914 毀棄損壞 簽○ 姚○惠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1915 妨害名譽 簽○ 林○宏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1915 妨害自由 簽○ 林○玉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1915 偽造文書 簽○ 趙○珠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2131 偽造文書 簽○ 張○筠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13942 傷害 中壢分局 曹○鴻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冬 108 偵 26589 妨害自由 蘆竹分局 李○樂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33405 妨害家庭 簽○ 徐○涔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33405 妨害家庭 簽○ 翁○?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33452 竊盜 八德分局 黃○輔 起訴

冬 108 偵緝 1782 非駕業務傷害 龍潭分局 李○忠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830 妨害婚姻家庭 八德分局 張○明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1382 妨害名譽 簽○ 古○明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撤緩偵 1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吳○寒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續一 5 個人資料保護 臺灣高檢 陳○仁 不起訴處分

玄 109 偵 25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江○侖 不起訴處分

玄 109 偵 355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吳○珠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34378 強盜 桃園分局 楊○元 起訴

列 108 偵 28496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王○辰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28496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吳○清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28496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林○杰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28496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詹○憲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29057 強盜 龜山分局 沈○益 起訴

列 108 偵 29302 妨害自由 大園分局 呂○煥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4355 傷害 桃園分局 劉○忠 起訴

地 108 偵 6249 強制猥褻 中壢分局 王○偉 起訴

地 108 毒偵 635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高○嵐 起訴

地 108 毒偵 6596 毒品防制條例 蘆洲分局 蔡○明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毒偵 660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曾○文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毒偵 6952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羅○琴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9 偵 67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昇 起訴

地 109 偵 1122 竊盜 桃園分局 潘○丞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5566 毒品防制條例 蘆竹分局 張○鈞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558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彭○禹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567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揚 起訴

良 108 毒偵 5870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蕭○誠 起訴

良 108 毒偵 5871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陳○華 起訴

良 108 毒偵 6035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李○明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626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彭○禹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6265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莊○川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6306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曾○銘 起訴

良 108 毒偵 6737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洪○華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6782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陳○緯 起訴

良 108 毒偵 691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曾○修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692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王○虎 起訴

良 108 毒偵緝 422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張○誠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續 3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辰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408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陳○名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5446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張○旺 起訴

辰 108 毒偵 564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良 起訴

辰 108 毒偵 5645 毒品防制條例 竹山分局 游○鴻 起訴

辰 108 毒偵 565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宇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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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108 毒偵 5996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林○羿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601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李○瑋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663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王○錦 起訴

辰 108 毒偵 6702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洪○雄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675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良 起訴

辰 108 毒偵 676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王○錦 起訴

辰 108 毒偵 676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張○雲 起訴

辰 108 毒偵 676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黃○益 起訴

辰 108 毒偵 682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良 起訴

辰 108 毒偵 6827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賴○豪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6859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楊○林 起訴

辰 108 毒偵 6871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李○忠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撤緩毒偵 68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俊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11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美 起訴

辰 109 毒偵 320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黃○良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3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徐○惠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毒偵 2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萱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毒偵 2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花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7 偵 20200 詐欺 岡山分局 陳○銘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26501 妨害電腦使用 臺灣高檢 譚○漢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26502 詐欺 臺灣高檢 譚○漢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31723 傷害 桃園分局 林○豪 起訴

來 108 偵 31723 傷害 桃園分局 胡○泰 起訴

來 108 偵 31723 傷害 桃園分局 胡○銘 起訴

來 108 偵 32510 商標法 保二一01 羅○妤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9 偵 945 銀行法 簽○ 吳○合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1501 著作權法 簽○ 簡○凌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1978 商標法 保二一03 羅○妤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9 調偵 48 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林○義 不起訴處分

岡 108 偵 6327 電遊場業管理 中壢分局 錢○价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8 偵 15515 電遊場業管理 中壢分局 錢○价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8 偵 27323 傷害 中壢分局 劉○昇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岡 108 偵 30245 家庭暴力防治 大園分局 謝○堂 不起訴處分

岡 109 調偵 128 非駕業務傷害 林○娟 黃○隆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2734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王○堡 起訴

河 108 偵 2734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林○鈞 起訴

信 109 速偵 29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鍾○章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速偵 29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吳○慶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速偵 300 竊盜 龜山分局 王○妤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速偵 30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蔡○鴻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速偵 30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禹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速偵 30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寶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速偵 30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王○強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速偵 30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廖○銘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速偵 30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劉○志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8 偵 10487 誣告 簽○ 呂○粲 不起訴處分

建 108 偵 10487 誣告 簽○ 呂○倫 不起訴處分

建 108 偵 16191 詐欺 蘆竹分局 D○ENAS EDMOND CAPULONG 不起訴處分

建 108 偵 16191 詐欺 蘆竹分局 張○瑋 起訴

建 108 調偵 592 傷害 桃市大園調委 吳○哲 起訴

建 108 調偵 592 傷害 桃市大園調委 柯○勳 起訴

建 108 調偵 592 傷害 桃市大園調委 柯○憲 不起訴處分

建 108 調偵 592 傷害 桃市大園調委 黃○頤 不起訴處分

建 108 撤緩 832 肇事逃逸 執○科簽分 黃○豪 撤銷緩起訴處分

建 108 撤緩 971 肇事逃逸 執○科簽分 宋○華 撤銷緩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28440 竊盜 楊梅分局 吳○逸 起訴

荒 108 偵 32796 妨害名譽 楊梅分局 蕭○奇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軍偵 23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憲兵 張○偉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1622 誣告 簽○ 江○祐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1623 傷害 簽○ 劉○綾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1625 竊盜 簽○ 劉○憲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調偵 32 妨害名譽 新北新莊調委 李○榮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軍偵 4 妨害婚姻家庭 簽○ 陳○軒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軍偵 4 妨害婚姻家庭 簽○ 賴○君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偵 12761 詐欺 平鎮分局 陳○如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23987 竊盜 大溪分局 施○宏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23987 竊盜 大溪分局 莊○臻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1898 強制猥褻 簽○ 黎○煌 起訴

溫 108 偵 25736 公共危險 簽○ 陳○宇 不起訴處分

溫 108 偵 27452 竊盜 中壢分局 張○翔 起訴．不起訴處分

萬 107 偵 30603 藥事法 龜山分局 王○平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偵 23866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陳○光 起訴．不起訴處分

萬 108 偵 31240 詐欺 簽○ 徐○恒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調偵 887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鄭○英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調偵 1209 妨害名譽 北市大安調委 謝○中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調偵 1894 詐欺 桃市楊梅調委 葉○偉 起訴

萬 108 少連偵 357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陳○光 起訴．不起訴處分

萬 108 撤緩 1022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陳○文 撤銷緩起訴處分

萬 109 速偵 15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李○春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53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陳○文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5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蘇○泉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55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邱○財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5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王○謙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57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彭○康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58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全○環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59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鄒○順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60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黃○忠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6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賴○真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6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顏○廷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63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傅○文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6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張○台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6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黃○軒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6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徐○育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6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董○官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6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松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69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田○興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9 速偵 170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王○君 緩起訴處分

精 108 毒偵 6592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胡○妮 起訴

精 109 撤緩毒偵 3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安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8 偵 24660 傷害 龜山分局 鄧○仁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8 偵 29530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朱○鳳 不起訴處分

龍 108 偵 32240 竊盜 桃園分局 劉○光 不起訴處分

龍 108 偵 32419 竊盜 八德分局 梁○煒 不起訴處分

龍 108 偵 32435 竊盜 龜山分局 葉○榮 不起訴處分

龍 108 毒偵 404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山 起訴

龍 108 毒偵 540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山 起訴

龍 109 偵 252 竊盜 桃園分局 王○銘 起訴

龍 109 偵 378 妨害名譽 平鎮分局 廖○蓉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偵 646 詐欺 臺灣高檢 許○龍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偵 1668 詐欺 臺灣高檢 陳○銘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偵緝 174 槍砲彈刀條例 桃市刑大 簡○賢 緩起訴處分

龍 109 撤緩毒偵 3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簡○維 起訴

龍 109 撤緩毒偵 3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簡○維 起訴

龍 109 撤緩毒偵 3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和 起訴

藏 109 偵 29 竊盜 土城分局 張○祖 不起訴處分

藏 109 偵 106 妨害秘密 平鎮分局 邵○達 起訴



藏 109 偵 143 傷害 簽○ 葉○蒂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