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少 109 偵 249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蕭○秦 聲請簡易判決

少 109 偵 3635 賭博 桃園分局 黃○英 不起訴處分

少 109 偵 3881 竊盜 大園分局 梁○宗 起訴

少 109 偵 3931 家庭暴力防治 桃園分局 劉○惠 聲請簡易判決

少 109 偵 4225 藥事法 航空刑大 林○建 不起訴處分

少 109 偵 4806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林○硯 不起訴處分

少 109 偵 5146 竊盜 蘆竹分局 張○洋 起訴

少 109 偵 5211 妨害自由 龍潭分局 郭○宗 不起訴處分

少 109 偵 5251 傷害 大溪分局 L○I THI HUYNH NHU 不起訴處分

少 109 調偵 416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張○奕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398 妨害自由 楊梅分局 周○銘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1041 竊盜 楊梅分局 姜○勝 起訴

令 109 偵 1192 非駕業務傷害 龜山分局 魏○豪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1754 肇事逃逸 蘆竹分局 鄭○騰 起訴

令 109 偵 1794 妨害自由 楊梅分局 阮○嬌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2247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王○揚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2292 竊盜 桃園分局 姜○勝 起訴

令 109 偵 2355 賭博 桃市刑大 孫○弘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2449 肇事逃逸 中壢分局 彭○美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366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穎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令 109 偵 3683 植物防疫檢疫 航空刑大 黃○達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3841 妨害自由 大園分局 洪○超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4495 肇事逃逸 龍潭分局 曾○國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4740 槍砲彈刀條例 航空刑大 陳○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4855 侵占 大溪分局 陳○軒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5117 侵占 大園分局 李○保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5163 竊盜 桃市刑大 姜○勝 起訴

令 109 偵 5207 交通過失傷害 龍潭分局 王○成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5207 交通過失傷害 龍潭分局 楊○珍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5219 電遊場業管理 中壢分局 李○宇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5234 交通過失傷害 國道一隊 邱○松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5634 詐欺 桃園分局 方○唯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5668 竊盜 龜山分局 姜○勝 起訴

令 109 偵 5751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王○涵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5763 毀棄損壞 龜山分局 林○凱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5763 毀棄損壞 龜山分局 賴○烽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5763 毀棄損壞 龜山分局 簡○興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5822 侵占 平鎮分局 吳○鐎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緝 258 非駕業務傷害 平鎮分局 蔡○哲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緝 333 詐欺 中壢分局 彭○容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緝 387 傷害 平鎮分局 蕭○皓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調偵 368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黃○瑞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調偵 428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羅○華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調偵 429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周○蔚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調偵 430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陳○均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調偵 431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鄭○恩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撤緩 116 肇事逃逸 執○科簽分 申○雲 撤銷緩起訴處分

正 109 速偵 98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楊胡○宜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8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凌○濱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8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張○欽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8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許○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8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郭○煜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9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朱○良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9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鋐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9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林○成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93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趙○賢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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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09 速偵 994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陳○男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9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刑大 郭○卿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9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田○德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9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徐○洋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9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潘○皓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999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林○洺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1000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曾○淇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1001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彭○棋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1002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呂○翰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1003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1004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高○蘭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毒偵 82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王○海 緩起訴處分

正 109 毒偵 1220 毒品防制條例 蘆竹分局 蘇○鑌 起訴

玄 109 毒偵 511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傅○嘉 不起訴處分

玄 109 毒偵 512 毒品防制條例 蘆竹分局 徐○祺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8 毒偵 695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張○荏 起訴

竹 109 毒偵 41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余○滿 起訴

竹 109 撤緩毒偵 10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呂○一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9 撤緩毒偵 10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呂○一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 29223 著作權法 中正二局 陳○榆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偵 567 竊盜 楊梅分局 吳○盛 起訴

宙 109 偵 567 竊盜 楊梅分局 邱○榕 起訴

宙 109 偵 3343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林○文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偵 3348 著作權法 保二一01 陳○維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偵 3348 著作權法 保二一01 鄭○翔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偵 3384 詐欺 臺灣高檢 關○芬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偵 3431 著作權法 中六分局 陳○榆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偵 3454 著作權法 保二一01 周○涵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偵 4881 詐欺 簽○ 林○興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偵 4881 詐欺 簽○ 林○科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偵 6317 強盜 簽○ 林○宜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偵 6317 強盜 簽○ 黃○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偵 6317 強盜 簽○ 詹○輝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毒偵續一 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鍾○柔 緩起訴處分

往 108 少連偵緝 1 詐欺 臺灣高檢 陳○洋 不起訴處分

往 109 偵 5491 偽造有價證券 簽○ 朱○權 不起訴處分

往 109 偵 5491 偽造有價證券 簽○ 邱○君 不起訴處分

往 109 偵緝 406 偽造文書 簽○ 吳○林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528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張○瑋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662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祺 起訴

忠 109 毒偵 50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羅○基 不起訴處分

忠 109 毒偵 693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李○川 起訴

忠 109 毒偵 694 毒品防制條例 南市刑大 陳○祺 起訴

松 108 偵 32340 侵占 平鎮分局 吳○正 不起訴處分

松 108 調偵 1963 肇事逃逸 桃市桃園調委 李○賓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455 毀棄損壞 簽○ 戴○卲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1042 妨害名譽 楊梅分局 范姜○科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1094 肇事逃逸 大園分局 游○彥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1574 毀棄損壞 簽○ 陳○瑩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1576 詐欺 簽○ 陳○為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3792 非駕業務傷害 航空刑大 林○婷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調偵 53 傷害 桃市觀音調委 龍○帆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調偵 102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平鎮調委 廖○瑜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106 妨害名譽 桃市桃園調委 王○善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調偵 108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林○雲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158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楊梅區所 許○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158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楊梅區所 鄭○鈴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調偵 228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涂○智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230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吳○珊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231 業務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馬○棚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6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翁○丞 緩起訴處分

昃 109 速偵 965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邱○琪 緩起訴處分

昃 109 速偵 966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陳○淦 緩起訴處分

昃 109 速偵 96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莊○鴻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68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陳○松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69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黃○家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7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曾○瑞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7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滿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72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徐○岳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73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曾○維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7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童○胤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75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陳○閎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7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徐○樺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7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黃○山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7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廖○文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7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葉○運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80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劉○源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81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林○陞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8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凌○誠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983 詐欺 桃園分局 邱○?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7 偵 31692 詐欺 北市刑大 江○婷 不起訴處分

律 107 偵 31692 詐欺 北市刑大 羅○凱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偵 24798 藥事法 航空刑大 李○豪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偵 24860 藥事法 航空刑大 李○豪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偵 25016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陳○宇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偵 27159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林○傑 起訴

律 108 偵續二 3 業務過失傷害 臺灣高檢 鄧○昇 起訴

律 109 偵 1396 藥事法 簽○ 曾○平 緩起訴處分

律 109 偵 501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蕭○斌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偵 5414 詐欺 大園分局 劉○豪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偵 5523 詐欺 簽○ 陳○琳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偵 5524 妨害名譽 簽○ 周○建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偵 5525 誣告 簽○ 呂○景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偵 5541 藥事法 航空刑大 李○豪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偵緝 315 侵占 中三分局 蔡○志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偵緝 342 詐欺 簽○ 謝○如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選偵 3 選舉罷免法 簽○ 林○勝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少連偵 349 偽造文書 蘆竹分局 李○翔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4212 偽造印文 簽○ 徐○中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偵 5386 詐欺 桃園分局 李○財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6033 詐欺 臺灣高檢 李○財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6211 詐欺 簽○ 蕭○謙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6212 詐欺 簽○ 藍○貞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毒偵 657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鄭○財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毒偵 6666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陳○倫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9 毒偵 24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倫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9 毒偵 28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趙○培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毒偵 427 毒品防制條例 蘆竹分局 呂○儀 起訴

致 109 速偵 855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徐○鴻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5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蘇○緯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5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曾○君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5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邱○聖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5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趙○忠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60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林○傑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61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吳○樹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62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林○榆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63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魏○俊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64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黃○華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6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潘○翔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6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鄭○峰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6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高○清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6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財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6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王○華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7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信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7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劉○榮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7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C○UPAN SARANYU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7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吳○姿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74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周○菁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75 妨害公務 楊梅分局 王○華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76 賭博 桃園分局 李○章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76 賭博 桃園分局 林○寶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76 賭博 桃園分局 林○星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76 賭博 桃園分局 柯○花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77 竊盜 龍潭分局 鍾○棟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878 竊盜 桃市刑大 劉○聖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8 偵 29742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蔡○章 不起訴處分

要 109 偵 3936 漏逸氣體 桃園分局 陳○祥 不起訴處分

要 109 偵 4410 營利姦淫猥褻 桃園分局 何氏○紅 不起訴處分

要 109 偵 4463 失火燒燬建物 平鎮分局 賴○芳 不起訴處分

修 108 偵 30840 誣告 簽○ 蕭○強 不起訴處分

修 108 偵 33774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林○弘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8 偵 34159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柯○祥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1194 非駕業務傷害 龜山分局 謝○年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1578 詐欺 簽○ 吳○宏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1821 侵占 鐵警臺北 李○騰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2802 交通過失傷害 龜山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修 109 偵 2910 妨害名譽 楊梅分局 鄭○義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2913 傷害 楊梅分局 黃○堂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2988 詐欺 龜山分局 杜○卉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3843 妨害自由 大園分局 陳○浩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4456 交通過失傷害 大溪分局 藍○花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4526 交通過失傷害 國道一隊 邱○軒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5695 傷害 中壢分局 曾○立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5709 交通過失傷害 楊梅分局 廖○俊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5775 竊盜 大溪分局 李○祥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578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簡○龍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578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周○春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578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張○凱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579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王○金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582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財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調偵 127 妨害名譽 桃市中壢區所 許○堅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調偵 127 妨害自由 桃市中壢區所 石○南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調偵 234 肇事逃逸 桃市觀音區所 朱○良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調偵 348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大園調委 林○昌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調偵 349 交通過失傷害 新竹市調委會 胡○照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調偵 366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八德調委 楊○雯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調偵 367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龍潭調委 洪○樺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調偵 391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許○華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3554 詐欺 桃園分局 阮○驊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5367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王○銘 起訴

宿 109 偵 5375 賭博 中山分局 徐○貞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5379 偽造文書 航空刑大 許○溝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5398 毀棄損壞 龍潭分局 劉○鉦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5448 誣告 臺灣高檢 林○宏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6045 賭博 臺灣高檢 吳○謙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6045 賭博 臺灣高檢 張○瑋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6221 偽造文書 簽○ 李○泓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撤緩偵 43 賭博 臺灣高檢 林○斌 不起訴處分

暑 109 偵 1256 交通過失致死 簽○ 毛○ 起訴

暑 109 偵 4330 入出國移民法 桃園市專勤隊 T○RINAH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573 妨害名譽 八德分局 楊○評 起訴

翔 109 偵 814 詐欺 中壢分局 張○瀾 起訴

翔 109 偵 586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胡○程 起訴

量 108 偵 29412 家庭暴力防治 楊梅分局 傅○兆 不起訴處分

量 108 偵 30400 妨害自由 楊梅分局 丁○文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量 108 偵 30400 傷害 楊梅分局 吳○璇 不起訴處分

量 109 偵 5924 竊盜 中壢分局 鄭○琪 起訴

溫 108 偵 15338 竊盜 中壢分局 許○煌 起訴

溫 108 偵 17862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賴○凱 不起訴處分

溫 108 偵 21521 竊盜 大溪分局 簡○村 不起訴處分

溫 108 偵 33515 詐欺 水上分局 張○捷 不起訴處分

溫 108 毒偵 306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洪○隆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毒偵 10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洪○隆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毒偵 11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洪○隆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毒偵 265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洪○隆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毒偵緝 43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洪○隆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毒偵緝 44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洪○隆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毒偵緝 45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洪○隆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毒偵緝 46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洪○隆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24264 誣告 簽○ 沈○山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25304 偽造文書 簽○ 游○錦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緝 1154 詐欺 桃園地檢 黃○頡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緝 1155 詐欺 桃園地檢 張○羽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緝 1427 洗錢防制法 桃園分局 許○南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偵 27367 妨害性自主罪 A○000-A108002 吳○銚 起訴．不起訴處分

精 108 偵 33964 妨害性自主罪 大園分局 吳○銚 起訴．不起訴處分

精 108 毒偵 587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如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毒偵 809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鄭○元 起訴

鳳 108 偵 14620 妨害名譽 大溪分局 邱○志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14620 妨害名譽 大溪分局 邱劉○鳳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14620 妨害名譽 大溪分局 邱○卲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24875 竊盜 桃園分局 江○鵬 起訴

鳳 108 偵 27739 詐欺 桃園分局 陳○妹 起訴

龍 109 偵 367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江○賢 起訴

龍 109 偵 3846 妨害公務 龜山分局 林○卲 緩起訴處分

龍 109 偵 3871 偽造印文 龍潭分局 王○賢 起訴

龍 109 偵 3896 駕駛業務傷害 平鎮分局 魏○辰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偵 4046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田○傑 起訴

龍 109 偵 4295 非駕業務傷害 簽○ 莊○婷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偵緝 319 藥事法 嘉市刑大 謝○? 起訴

霜 108 偵 25298 傷害 陳○穎 張○櫻 起訴

霜 109 偵 4284 詐欺 簽○ 王○杰 起訴

歡 109 偵 2350 賭博 桃市刑大 李○耀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4449 非駕業務傷害 八德分局 鄭○尹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4749 公共危險 楊梅分局 吳○蓉 緩起訴處分

歡 109 偵 4797 竊盜 桃園分局 蕭○人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4952 傷害 桃園分局 胡○恩 不起訴處分

歡 109 偵 4967 竊盜 楊梅分局 張○英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4995 竊盜 八德分局 黃○?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5629 交通過失傷害 蘆竹分局 吳○煌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