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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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64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許○坤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8 偵 32869 業務過失傷害 楊梅分局 傅○平 不起訴處分

分 108 偵 33031 傷害 中壢分局 王○澄 不起訴處分

分 109 偵 2221 妨害名譽 簽○ 林○慧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9 偵 7275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楊○鈞 不起訴處分

分 109 偵 7348 詐欺 簽○ 劉○毅 不起訴處分

分 109 偵 759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黃○松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9 偵 760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徐○政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9 偵 7622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鄧○誠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9 偵 7784 詐欺 臺灣高檢 曾○瑄 不起訴處分

分 109 偵 7862 賭博 大園分局 賴○仲 不起訴處分

孔 109 偵 198 交通過失傷害 八德分局 曾○程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2368 傷害 桃園分局 簡○郎 不起訴處分

孔 109 偵 4801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吳○豐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6470 誣告 中壢分局 胡○鈞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14599 毀棄損壞 八德分局 周○憲 起訴

永 109 偵 6513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高○維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偵 7610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邱○倉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7623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熊○豪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調偵 500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區所 陳○儒 起訴

永 109 調偵 500 藏匿人犯 桃市桃園區所 劉○涵 起訴

永 109 調偵 502 妨害名譽 桃市蘆竹區所 張○珍 不起訴處分

地 109 偵 650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鍾○昌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9 偵 664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鄭○照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9 偵 669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黃○詮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9 偵 719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潘○寶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9 調偵 434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八德區所 房陳○珠 不起訴處分

地 109 調偵 434 駕駛業務傷害 桃市八德區所 許○富 不起訴處分

好 109 偵 4492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范○豪 聲請簡易判決

好 109 偵 4519 竊盜 龜山分局 林○德 聲請簡易判決

好 109 偵 4809 竊盜 桃園分局 黃○文 聲請簡易判決

好 109 偵 4813 肇事逃逸 桃園分局 邱○瑜 不起訴處分

好 109 偵 4985 竊盜 八德分局 藍○文 聲請簡易判決

好 109 偵 5154 竊盜 龍潭分局 朱○興 聲請簡易判決

好 109 偵 5260 竊盜 中壢分局 馮○中 聲請簡易判決

好 109 偵 6546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曾邱○金 不起訴處分

好 109 偵 6642 竊盜 中壢分局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好 109 偵 6666 傷害 八德分局 林○男 不起訴處分

好 109 偵 671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興 聲請簡易判決

好 109 偵 6789 竊盜 平鎮分局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9 偵 282 妨害公務 龍潭分局 馮○宇 起訴

竹 109 偵 665 非駕業務傷害 楊梅分局 何○穎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偵 1533 侵占 簽○ 簡○興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偵 3704 詐欺 中壢分局 蕭○崴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偵 3826 傷害 楊梅分局 柯○毅 起訴

竹 109 偵 3851 妨害公務 龜山分局 簡○清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9 偵 3951 贓物 楊梅分局 陳○祥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偵 6556 毀棄損壞 平鎮分局 李○祐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偵 6556 毀棄損壞 平鎮分局 李○龍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偵 6556 毀棄損壞 平鎮分局 馮○宇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偵 6556 毀棄損壞 平鎮分局 黃○澔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偵 670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周○麟 起訴

竹 109 偵 688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闕○豪 起訴

竹 109 偵 7338 妨害秘密 簽○ 朱○蕎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調偵 453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平鎮區所 黃○達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633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簡○原 起訴

本偵結公告如有謬誤，逕依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公告後三個月系統自動移除



良 108 毒偵 6738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李○蘋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192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廖○旭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79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彭○禹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續 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藍○義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373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宋○生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544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蔡○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598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成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6189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陳○河 起訴

辰 108 毒偵 625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蔡○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663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6686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楊○林 起訴

辰 108 毒偵 6687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楊○林 起訴

辰 108 毒偵 6860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林○恩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688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黎○泰 起訴

辰 108 毒偵 6887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陳○程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28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劉○維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63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楊○林 起訴

辰 109 毒偵 119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廖○鉦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15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吳○龍 起訴

辰 109 毒偵 15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任○樺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312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游○城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333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鍾○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33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鍾○芳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34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鄭○瑋 追加起訴

辰 109 毒偵 387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魏○達 起訴

辰 109 毒偵 38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黃○慈 起訴

辰 109 毒偵 53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徐○ 起訴

辰 109 毒偵 640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姜○田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68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奎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787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陳○瑋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93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張○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102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曾○奎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1313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利 起訴

辰 109 毒偵緝 3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黃○桔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撤緩毒偵 6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雄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6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雄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10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羅○華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10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羅○華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13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鼎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毒偵 13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暉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15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倪○勝 起訴

往 108 偵 13097 槍砲彈刀條例 中壢分局 曾○榮 起訴

往 108 偵續緝 8 傷害 桃園地檢 林○祥 起訴

松 108 偵 33162 詐欺 竹北分局 夏○柔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178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莊○貴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5635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楊○亞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758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林○一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760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義 起訴

松 109 偵 763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謝○賢 起訴

松 109 調偵 344 肇事逃逸 桃市桃園調委 陳○芳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調偵 388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蘆竹調委 S○IJAI PIDOK 不起訴處分

河 109 偵 3273 懲治走私條例 桃園市調查處 K○H CHU FUNG 起訴

雨 108 偵 21175 偽造文書 楊梅分局 潘○安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調偵 1582 妨害自由 桃市中壢調委 張○凱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調偵 1582 妨害自由 桃市中壢調委 鄭○育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調偵 1582 誣告 桃市中壢調委 黃○芳 不起訴處分

雨 109 調偵 341 妨害婚姻家庭 南投名間調委 蔡○君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偵 4327 公共危險 中壢分局 黃○盛 起訴



建 109 速偵 1093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陳○雲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109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吳○華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1095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張廖○豪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109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林○興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1097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連○盛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109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李○彰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109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徐○印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110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童○隆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110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劉○峰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110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李○森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1103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黃○豪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110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季○明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110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沈○雅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110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徐○邦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1107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王○軍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110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余○明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110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阮○雄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111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黃○鈞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111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謝○宇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1112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曾○興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1113 竊盜 龜山分局 陳○平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毒偵 256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游○智 起訴

建 109 毒偵緝 41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范○棟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偵 3265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楊○慈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偵 32650 詐欺 臺灣高檢 吳○竹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偵 276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楊○慈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偵 2765 詐欺 臺灣高檢 吳○竹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33517 詐欺 苗栗分局 劉○鑫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偵 4337 恐嚇取財得利 龜山分局 藍○龍 起訴

要 109 偵 5188 傷害 桃園分局 陳○玫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9 偵 5188 傷害 桃園分局 劉○英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9 偵 5271 侵占 臺灣高檢 陳○文 不起訴處分

要 109 偵 5664 交通過失傷害 平鎮分局 吳○素 不起訴處分

修 108 偵 27975 竊盜 中壢分局 李○福 不起訴處分

修 108 偵 29707 竊盜 龜山分局 林○輝 起訴

修 108 偵 32236 交通過失傷害 大溪分局 陽○堂 不起訴處分

修 108 偵 33210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張○鄰 不起訴處分

修 108 偵 33625 妨害名譽 楊梅分局 黃○容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4989 交通過失傷害 八德分局 黃○輝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5753 交通過失傷害 龜山分局 周○翎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582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徐○丞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6473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鍾○傑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6521 交通過失傷害 龜山分局 蕭○威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6792 竊盜 龍潭分局 宮林○笑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6819 竊盜 楊梅分局 田○堅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6895 侵占 龜山分局 黃○?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7128 竊盜 大溪分局 姜○福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 7128 竊盜 大溪分局 黃○嬌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調偵 479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龍潭區所 詹○然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調偵 515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觀音區所 李○霖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 13580 誣告 簽○ 黃○凱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 29371 兒少福利權益 簽○ 林○億 起訴

恭 108 偵 29371 傷害致死 簽○ 莊○萱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24817 營利姦淫猥褻 中壢分局 阮○順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25228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陳○東 起訴

結 108 偵 28716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危○玉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28716 傷害 中壢分局 周○新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28716 傷害 中壢分局 ?○蓁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29274 放火燒燬建物 平鎮分局 謝○翰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30592 性騷擾防治法 大園分局 張○民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32562 乘機猥褻 桃市婦隊 羅○祿 不起訴處分

結 109 偵 919 竊盜 龍潭分局 孫○賢 不起訴處分

結 109 偵 4628 詐欺 八德分局 徐○弘 起訴

結 109 偵 5008 詐欺 臺東分局 陳○潔 起訴

結 109 偵 5509 詐欺 簽○ 林○平 不起訴處分

結 109 偵 5509 詐欺 簽○ 蕭○玲 不起訴處分

結 109 偵 6278 背信 簽○ 黃○仁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29862 妨害名譽 八德分局 梁○鵬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31191 違反森林法 大溪分局 胡○恩 起訴

陽 108 偵 32714 醫療法 楊梅分局 陳○堂 起訴

陽 109 偵 3194 詐欺 臺灣高檢 黃○蓓 不起訴處分

精 108 毒偵 636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梁○昌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速偵 124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廖○祥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毒偵 87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梁○昌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9 毒偵 67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蕭○煥 起訴

龍 109 毒偵 67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仇○麟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9 毒偵 69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顏○軒 起訴

龍 109 毒偵 80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顏○軒 起訴

藏 109 偵 3481 侵占 蘆竹分局 楊○雯 不起訴處分

歡 109 偵 2970 詐欺 大園分局 鄧○弘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3810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許○寶 不起訴處分

歡 109 偵 4383 毀棄損壞 大園分局 ?○倫 不起訴處分

歡 109 偵 4938 偽造文書 航空刑大 方○琮 不起訴處分

歡 109 偵 759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徐○軒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偵 761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徐○?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09 調偵 532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H○YNH DANG KHANG 不起訴處分

歡 109 調偵 534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唐○忠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