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上 109 偵 369 妨害自由 龍潭分局 邵○素 不起訴處分

上 109 偵 1713 傷害 平鎮分局 李○ 聲請簡易判決

上 109 偵 1713 傷害 平鎮分局 陳○恩 聲請簡易判決

上 109 偵 2257 侵占 中壢分局 游○迪 不起訴處分

上 109 偵 2394 竊盜 平鎮分局 李○英 不起訴處分

上 109 偵 2823 竊盜 大園分局 李○英 不起訴處分

上 109 偵 2849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姚○濱 聲請簡易判決

上 109 偵 4016 竊盜 龜山分局 陳○嘉 不起訴處分

上 109 偵 4374 非駕業務傷害 八德分局 施○興 不起訴處分

上 109 偵 4491 交通過失傷害 龍潭分局 謝陳○英 聲請簡易判決

上 109 偵 4786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曾○ 聲請簡易判決

上 109 偵 4839 交通過失傷害 蘆竹分局 汪○孝 聲請簡易判決

上 109 偵 5259 竊盜 中壢分局 游○雄 聲請簡易判決

上 109 偵 5677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姚○濱 聲請簡易判決

上 109 偵 670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曾○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8 偵 10405 公平交易法 苗栗調查站 林○宏 不起訴處分

公 108 偵 10405 公平交易法 苗栗調查站 曾○讚 不起訴處分

公 108 調偵 1717 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陳○利 起訴．不起訴處分

公 108 調偵 1717 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曾○祐 不起訴處分

公 108 調偵 1717 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鍾○謙 起訴．不起訴處分

公 108 少連偵緝 25 詐欺 臺灣高檢 張○成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922 詐欺 平鎮分局 廖○真 起訴

公 109 偵 2624 竊盜 桃園分局 金○祥 起訴

公 109 偵 6333 詐欺 白沙分局 邱○芳 起訴

公 109 偵 709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吳○賢 追加起訴

公 109 偵 709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銘 追加起訴

公 109 偵緝 467 詐欺 桃園地檢 張○標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撤緩偵 5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王○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8 毒偵 651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郭○達 起訴

文 109 偵 592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郭○達 起訴

文 109 偵 592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宏 起訴

文 109 偵 592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郭○達 起訴

文 109 毒偵 9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郭○達 起訴

文 109 毒偵 41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李○宏 起訴

水 108 偵 13088 詐欺 簽○ 張○陽 起訴

水 108 偵 13361 詐欺 金城分局 張○陽 起訴

令 108 偵 26253 非駕業務傷害 龜山分局 黃○閔 起訴

令 108 偵 29774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詹○信 不起訴處分

令 108 偵 31563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田○添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8 偵 31563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邱○效 不起訴處分

令 108 偵 33208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游○文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690 非駕業務傷害 龜山分局 周○雅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2435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賴○鼎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5262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鄧○雯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6644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姜○龍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669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洪○輝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671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吳○慶 起訴

令 109 偵 6817 傷害 楊梅分局 陳○勇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6817 傷害 楊梅分局 蘇○誠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6843 電遊場業管理 中壢分局 廖○文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6893 傷害 龜山分局 黃○傑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7230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余○玲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7296 毀棄損壞 八德分局 陳○愷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7354 詐欺 簽○ 王○綱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緝 269 毀棄損壞 平鎮分局 賴○鼎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調偵 461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八德區所 龍○浩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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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08 毒偵 6146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高○清 緩起訴處分

正 108 毒偵 6405 毒品防制條例 中四分局 黃○舜 緩起訴處分

正 109 毒偵 25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四分局 林○平 緩起訴處分

正 109 毒偵 25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四分局 張○瑋 緩起訴處分

正 109 毒偵 82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李○彬 緩起訴處分

正 109 撤緩毒偵 16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信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撤緩毒偵 16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簡○雯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撤緩毒偵 16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羅○議 起訴

正 109 撤緩毒偵 16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涂○?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5919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范○亮 起訴

玄 108 毒偵 6799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范○亮 起訴

玄 109 毒偵 612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穆○方 起訴

玄 109 撤緩毒偵 10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蕙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9 撤緩毒偵 16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葉○誠 起訴

玄 109 撤緩 134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林○儀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玉 109 偵 7381 入出國移民法 桃園市專勤隊 N○UYEN THI BICH HAO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8 偵 33000 竊盜 龍潭分局 曹○嘉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田 109 調偵 443 傷害 桃市平鎮區所 范○煒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7 偵 31052 詐欺 中壢分局 連○珍 起訴

列 108 偵 12789 竊盜 龜山分局 羅○榮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23208 竊盜 龍潭分局 陳○榮 起訴

列 108 偵 3336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甫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毒偵 380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林○甫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偵 7041 詐欺 陳○琴 陳○謀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7041 詐欺 陳○琴 謝○麟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7044 竊盜 簽○ 林○森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8 偵 22080 貪污治罪條例 廉政署 呂○中 起訴

行 108 偵 22080 貪污治罪條例 廉政署 魏○忠 起訴

行 108 偵 24904 貪污治罪條例 簽○ 呂○中 起訴

行 108 偵 24904 貪污治罪條例 簽○ 魏○忠 起訴

行 108 偵 24905 貪污治罪條例 簽○ 魏○忠 起訴

行 108 偵 33489 失火燒燬他物 中壢分局 陳○瑞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毒偵 4895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徐○主 不起訴處分

行 109 毒偵 9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張○華 緩起訴處分

行 109 撤緩 113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周○文 撤銷緩起訴處分

行 109 撤緩 119 160 執○科簽分 劉○正 撤銷緩起訴處分

行 109 撤緩 127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陸○明 撤銷緩起訴處分

妙 109 偵 6522 侵占 龜山分局 林○聰 不起訴處分

妙 109 偵 6522 侵占 龜山分局 高○富 不起訴處分

妙 109 偵 759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呂○明 聲請簡易判決

妙 109 偵緝 519 竊盜 桃園分局 黃○德 起訴

妙 109 偵緝 520 竊盜 桃園分局 黃○德 起訴

妙 109 偵緝 521 竊盜 桃園分局 黃○德 起訴

妙 109 調偵 498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龜山調委 張○睿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9 毒偵 1039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鍾○榮 起訴

來 108 偵 26945 詐欺 臺灣高檢 莊○輔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2086 詐欺 大園分局 陳○宏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緝 132 詐欺 八德分局 林○香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31369 公司法 桃園市調查處 張○羚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3997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江○蓮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偵 3655 營利姦淫猥褻 八德分局 孫○宇 緩起訴處分

忠 109 偵 5622 竊盜 龜山分局 徐○霖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偵 640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江○蓮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偵 6630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林○宬 不起訴處分

忠 109 偵 665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蔡○新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偵 7205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蘇○益 起訴

忠 109 偵 7337 毀棄損壞 簽○ 謝○全 不起訴處分

忠 109 調偵 456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八德區所 江○燦 不起訴處分



果 108 偵 33996 詐欺 蘆竹分局 翁○瑜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894 妨害婚姻家庭 簽○ 牛○美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894 妨害婚姻家庭 簽○ 蔡○富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5580 詐欺 臺灣高檢 施○賢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偵 26968 藥事法 航空刑大 李○豪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7108 詐欺 八德分局 曾○凱 起訴

洪 109 偵 7952 入出國移民法 海偵桃園緝隊 N○O XUAN KIEM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緝 415 竊盜 嘉二分局 陳○盈 起訴

洪 109 調偵 219 侵占 桃市中壢區所 梁○鵬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偵 583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陳○翔 不起訴處分

要 109 偵 5202 詐欺 龍潭分局 王○淇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9 偵 5258 竊盜 中壢分局 潘○有 不起訴處分

要 109 偵 758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詹○杰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9 偵 761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陳○霖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9 偵 7625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徐○福 起訴

要 109 偵 7843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季○民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4742 竊盜 大園分局 宋○聖 起訴

修 109 偵 5805 交通過失傷害 八德分局 熊○彥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649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謝○份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6646 竊盜 平鎮分局 余○萬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672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吳○明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7196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余○琪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721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蘇○凱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723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邱○欽 起訴

修 109 偵 7333 失火燒燬他物 簽○ 林○廷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調偵 460 肇事逃逸 桃市八德區所 何○萍 起訴

海 108 偵 27165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林○煥 起訴

海 108 偵 2718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林○煥 起訴

海 108 偵 31430 詐欺 臺灣高檢 劉○坤 起訴

海 108 偵 3342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徐○倫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2751 妨害自由 蘆竹分局 林○祿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4607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林○偉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5585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邱○忠 起訴

海 109 偵 6932 侵占 簽○ 林○財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6933 洗錢防制法 簽○ 邱○誠 起訴

海 109 偵緝 88 洗錢防制法 大園分局 邱○忠 起訴

張 108 偵 17753 詐欺 中壢分局 林○安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27170 槍砲彈刀條例 北市刑大 黃○壬 起訴

張 108 偵 31855 詐欺 簽○ 陳○? 起訴

張 109 偵 1948 毀棄損壞 大溪分局 吳○和 不起訴處分

翔 108 偵 25715 詐欺 簽○ 吳○易 不起訴處分

翔 108 偵 32516 詐欺 楊梅分局 彭○緣 不起訴處分

翔 108 偵 33696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張○賢 起訴

翔 108 毒偵 574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李○安 不起訴處分

翔 108 毒偵 6656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張○賢 起訴

翔 109 毒偵 1240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盧○威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毒偵 80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徐○崇 起訴

愛 109 速偵 111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陳○京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15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曾○慶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16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吳○雄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17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李○騰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1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語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19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黃○榮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20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吳○家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2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王○雄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2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古○德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2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富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2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涼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2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何○榮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2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劉○慈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2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范○源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2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姜○豪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2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崔○騰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3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山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3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楊○福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32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李○凱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3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許○文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1134 賭博 桃園分局 楊○馭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4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邱○烈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4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莊○茗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50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楊○章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51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謝○龍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52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呂○雄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53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宋○暘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5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林○邦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55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鄧○?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56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陳○文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5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江○翰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5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沈○宙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5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蔣○銘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60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林○發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61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唐○盛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6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宋○德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6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洪○士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6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邱○?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6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鄧○偉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6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生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6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謝○全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1268 竊盜 八德分局 黃○豪 聲請簡易判決

團 108 偵 5255 侵占 簽○ 林○逢 不起訴處分

團 108 偵 14014 對未成年性交 平鎮分局 曾○宏 不起訴處分

團 109 調偵 26 過失致死 桃市觀音調委 朱○雄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精 109 撤緩 45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梁○凱 撤銷緩起訴處分

精 109 撤緩 46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吳○芳 撤銷緩起訴處分

鳳 108 調偵 1993 妨害自由 桃市中壢調委 楊○秀 起訴．不起訴處分

龍 109 偵 3920 侵占 龍潭分局 吳○枝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偵 650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郭○龍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9 偵 669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許○清 起訴

龍 109 偵 669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劉○賢 起訴

龍 109 偵 687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張○業 起訴

龍 109 毒偵緝 40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張○綺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撤緩 124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廖○華 撤銷緩起訴處分

龍 109 撤緩 13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胡○鋐 撤銷緩起訴處分

霜 109 偵 32 詐欺 臺灣高檢 陳○均 不起訴處分

霜 109 偵 96 重利 大溪分局 廖○為 不起訴處分

霜 109 偵 2601 詐欺 八德分局 莊○燁 不起訴處分

霜 109 選偵 26 賭博 基二分局 林○濱 不起訴處分

霜 109 選偵 26 賭博 基二分局 農○櫻 不起訴處分

藏 109 偵 5298 兒少性剝削 簽○ 呂○澤 起訴

藏 109 偵 6180 兒少性剝削 北市少隊 黃○揚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藏 109 偵 6249 傷害 桃園分局 L○ ELVIE GRACE ESPADA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9 少連偵 81 傷害 楊梅分局 楊○毅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243 傷害 桃園分局 許○凱 不起訴處分

歡 109 偵 243 傷害 桃園分局 ?○誠 不起訴處分

歡 109 偵 2296 370 桃園分局 李○鋐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5229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許○斌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5730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鍾○翰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668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李○修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6713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林○福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678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L○AL YAZER DULAY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6887 竊盜 臺灣高檢 黃○忠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7392 過失傷害 簽○ 許○斌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