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孔 109 偵 6446 侵占 桃園分局 吳○嘉 不起訴處分

孔 109 偵 8137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陳○賢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9686 竊盜 大溪分局 黃○凱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9709 竊盜 中壢分局 陳○明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975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佳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9808 傷害 蘆竹分局 謝○良 不起訴處分

孔 109 偵 9835 竊盜 中壢分局 徐○毅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9982 毀棄損壞 龜山分局 劉○宏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1000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江○嘉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10084 毀棄損壞 龍潭分局 黃○祥 不起訴處分

孔 109 偵 1142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吳○勇 起訴

孔 109 偵 11467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徐○芳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11480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劉○輝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11493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高○華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9 偵 6426 肇事逃逸 桃園分局 吳○緯 起訴

文 109 偵 6475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鍾○?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9 偵 6575 肇事逃逸 楊梅分局 彭○華 起訴

文 109 偵 6624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莊○昌 不起訴處分

文 109 偵 6772 侵占 桃園分局 劉○原 不起訴處分

文 109 偵 6821 竊盜 楊梅分局 許○銓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9 偵 6897 肇事逃逸 龜山分局 吳○瑄 起訴

文 109 偵 7151 竊盜 中壢分局 徐○佑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9 偵 7154 竊盜 中壢分局 鍾○?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9 偵 8987 妨害公務 中壢分局 林○琴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9 偵緝 639 交通過失傷害 大園分局 劉○霆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8 偵 16705 妨害自由 蘆竹分局 蔡○和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8804 妨害風化罪 蘆竹分局 鄭○雄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9430 毀損債權 簽○ 黃○誠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10960 詐欺 黃○威 彭○偉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10961 詐欺 簽○ 沈○聰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11095 就業服務法 簽○ 許○旺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11557 詐欺 簽○ 張○芸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11557 詐欺 簽○ 張○真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11557 詐欺 簽○ 陳○豪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11557 詐欺 簽○ 彭○凱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調偵 407 詐欺 新北中和調委 張○良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毒偵 1277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舒○萍 緩起訴處分

平 108 偵 8697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李○永 不起訴處分

平 108 偵 14870 詐欺 臺灣高檢 楊○文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調偵 384 傷害 桃市龜山調委 A○AKAR NZELO AMINA 起訴

平 109 調偵 384 傷害 桃市龜山調委 潘○梅 起訴

永 109 偵 9952 詐欺 大園分局 林○賢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偵 9952 詐欺 大園分局 陳○溱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偵 10002 毀棄損壞 平鎮分局 黃○順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10060 傷害 桃園分局 易○娟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偵 10147 竊盜 臺灣高檢 鄭○豐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10301 詐欺 中壢分局 鄭○洧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偵 10671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楊○輝 起訴

永 109 偵 10756 竊盜 臺灣高檢 鄭○豐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11280 交通過失傷害 歐○蘭 陳○勤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1143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李○聰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11528 妨害婚姻家庭 桃園分局 沈○城 不起訴處分

玉 109 速偵 196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邱○益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6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刑大 戴○邦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6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刑大 許○原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6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徐○庭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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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109 速偵 1965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曾○龍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66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邱○春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6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施○豪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6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杜○恩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6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陳○浩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7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簡○廷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7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許○強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7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林○清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7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蘇○雲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74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王○榮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97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康○杰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偵 25868 詐欺 臺灣高檢 M○I XUAN LONG 起訴

列 108 偵 29074 賭博 金山分局 賴○宏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32555 詐欺 桃園分局 廖○涵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1338 詐欺 桃園分局 姜○梅 起訴

列 109 偵 2067 詐欺 桃園分局 姜○梅 起訴

列 109 偵 2068 詐欺 桃園分局 姜○梅 起訴

行 108 偵 15281 公共危險 林○成 李○陽 不起訴處分

行 108 偵 15281 公共危險 林○成 潘○豐 起訴

孝 109 偵 1092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程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9 毒偵 115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鄭○程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偵 3434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鄭○鴻 起訴

良 108 毒偵 3966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賴○復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477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吳○彰 起訴

良 108 毒偵 534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蔡○洋 起訴

良 108 毒偵 5348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賴○復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568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高○秀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597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游○偉 起訴

良 108 毒偵 664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游○偉 起訴

良 108 毒偵 677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吳○彰 起訴

良 108 毒偵 684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游○偉 起訴

良 108 毒偵 6847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賴○復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685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鄭○鴻 起訴

良 108 毒偵 6925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許○宗 起訴

良 108 毒偵 701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翁○雄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偵 2644 妨害名譽 葉○義 盧○期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4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鐘○豪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165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呂○毅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167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葉○文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18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彭○儒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222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游○偉 起訴

良 109 毒偵 22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張○賢 起訴

良 109 毒偵 397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賴○復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423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陳○成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55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張○瑋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771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陳○斌 起訴

良 109 毒偵 772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廖○彬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775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黃○富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779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唐○輝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79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張○賢 起訴

良 109 毒偵 85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林○逸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85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君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98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鄒○成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99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楊○瑀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99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曾○威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99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范○??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994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林○萍 起訴

良 109 毒偵 995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游○益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良 109 毒偵 999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湯○得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100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呂○承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1032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呂○毅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1356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陳○龍 起訴

良 109 毒偵 1360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沈○安 起訴

良 109 毒偵 1362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廖○義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144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柯○宏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145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賴○合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145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周○文 起訴

良 109 毒偵 156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楊○宏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1569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保大 姜○育 起訴

良 109 毒偵 1901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賴○復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28993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陳○祥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偵 158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清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偵 212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何○蓁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偵 306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盛 起訴

辰 109 偵 357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藍○鵬 起訴

辰 109 偵 703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孟○ 起訴

辰 109 偵 768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呂○憲 起訴

辰 109 毒偵 6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孟○ 起訴．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78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呂○憲 起訴

宙 108 偵 21388 侵占 簽○ 賴○勝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少連偵 102 妨害自由 蘆竹分局 洪○漢 起訴

宙 109 偵 7548 著作權法 中正二局 鄧○宗 不起訴處分

果 108 偵 34031 詐欺 臺灣高檢 古○豪 不起訴處分

果 109 偵 468 詐欺 簽○ 鄭○澤 不起訴處分

果 109 偵 3246 組織犯罪條例 龜山分局 曾○鈞 起訴

果 109 偵 6382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H○ SY HIEU 起訴

松 109 偵 2853 家庭暴力防治 平鎮分局 陳○仁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3969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劉○龍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5208 毀棄損壞 龍潭分局 黃○泰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5682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林○琦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5789 竊盜 中壢分局 傅○桂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6118 妨害名譽 簽○ 謝○如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8218 妨害自由 三重分局 石○玲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961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銘 起訴

松 109 偵 9734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康○山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9888 傷害 大溪分局 江○潔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9933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潘○禮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10034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郭○宇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1010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鍾○時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1024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李○書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306 妨害名譽 桃市中壢區所 張○明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306 妨害名譽 桃市中壢區所 傅○霖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733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區所 涂○輝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調偵 734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區所 曾○吉 不起訴處分

河 109 撤緩偵 7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林○霖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偵 7427 妨害公務 簽○ 簡○岳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9505 竊盜 簽○ 袁○民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9505 竊盜 簽○ 陳○德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緝 2134 侵占 大溪分局 高○豪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31815 妨害自由 大園分局 陳○偉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33957 誣告 簽○ 彭○恩 緩起訴處分

信 108 偵緝 1900 詐欺 桃市刑大 吳○麗 緩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10526 詐欺 臺灣高檢 姜○梅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22979 詐欺 平鎮分局 黃○賢 起訴

珍 108 偵 30671 妨害自由 楊梅分局 邱○豪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偵 34025 槍砲彈刀條例 苗縣刑大 林○閎 起訴



珍 108 偵 34026 槍砲彈刀條例 苗縣刑大 陳○菘 起訴

珍 108 偵緝 2376 商標法 板橋分局 陳○凡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124 詐欺 楊梅分局 陳○諺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30431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鄭○慶 起訴

寒 108 偵 33561 洗錢防制法 新莊分局 黃○賢 不起訴處分

寒 109 偵 505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院 葉○盛 不起訴處分

寒 109 偵 505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院 葉○盛 不起訴處分

寒 109 偵 5415 毀棄損壞 大溪分局 鄭○慶 起訴

寒 109 偵 8561 毀棄損壞 大溪分局 鄭○慶 起訴

寒 109 偵 8650 詐欺 桃園分局 黃○賢 不起訴處分

寒 109 偵 10525 詐欺 臺灣高檢 黃○賢 不起訴處分

寒 109 偵 10532 詐欺 臺灣高檢 黃○賢 不起訴處分

寒 109 偵 10533 詐欺 臺灣高檢 黃○賢 不起訴處分

寒 109 偵 10534 詐欺 臺灣高檢 黃○賢 不起訴處分

寒 109 調偵 694 妨害名譽 桃市觀音區所 陳○興 不起訴處分

暑 109 速偵 1896 妨害公務 蘆竹分局 康○緯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897 竊盜 桃園分局 王○雅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898 竊盜 楊梅分局 張○英 不起訴處分

暑 109 速偵 1899 竊盜 大園分局 孟○城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00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林○財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0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馬○寶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02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高○清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0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王○成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0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許○亮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0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岩○忠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0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葉○元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0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丁○權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0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廖○紹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09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賴○安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10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張○輝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1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黃○斌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1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吳○煒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1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王○五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速偵 1914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叔○‧達賴 聲請簡易判決

量 109 偵 2056 妨害自由 桃市刑大 金○諭 不起訴處分

量 109 調偵 130 侵占 桃市桃園區所 楊○宏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偵 8439 妨害名譽 平鎮分局 陳○榮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8440 醫療法 平鎮分局 徐○德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8461 詐欺 中壢分局 吳○謙 起訴

陽 109 調偵 757 毀棄損壞 桃市中壢區所 丁○濤 起訴

黃 109 毒偵 1676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陳○泰 起訴

黃 109 毒偵 1678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方○瑜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毒偵 168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梁○章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偵 25780 營利姦淫猥褻 龜山分局 吳○妮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25780 營利姦淫猥褻 龜山分局 鄭○成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555 傷害 大溪分局 黃○樂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愛 109 偵 555 傷害 大溪分局 賴○如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偵緝 331 竊盜 北斗分局 鄭○義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8 偵 1634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洪○隆 起訴

溫 108 偵 1938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林○佑 起訴

溫 108 偵 24020 妨害名譽 大園分局 陳○全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偵 8540 偽造有價證券 桃園分局 洪○珍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偵 8541 竊盜 八德分局 田○鎰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偵 942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洪○隆 起訴

溫 109 偵 9592 入出國移民法 桃園市專勤隊 H○ THI YEN 起訴

龍 109 偵 8954 傷害 龜山分局 游○豪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9 偵 9617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戴○全 起訴

龍 109 偵 9915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曹○民 起訴



龍 109 偵 10090 傷害 楊梅分局 周○慶 不起訴處分

藏 109 偵 9381 詐欺 中壢分局 莊○傑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藏 109 偵緝 653 毒品防制條例 南港分局 李○祥 不起訴處分

藏 109 偵緝 682 偽造文書 土城分局 沈○偉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