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公 108 偵 23573 肇事逃逸 八德分局 張簡○岑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3292 詐欺 中壢分局 劉○昊 起訴

公 109 偵 8634 詐欺 平鎮分局 曾○洋 起訴

公 109 偵 11013 詐欺 平鎮分局 林○靜 起訴

公 109 偵 11169 侵占 楊梅分局 鄭○榮 起訴．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1191 妨害名譽 大園分局 張○文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1614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施○庭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2050 傷害 桃園分局 劉○祥 起訴

公 109 偵 12050 傷害 桃園分局 歐○豐 起訴

公 109 偵 12066 竊盜 桃園分局 胡○淞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2066 竊盜 桃園分局 簡○諺 起訴

公 109 偵 12105 賭博 臺灣高檢 蔡○奇 起訴

公 109 偵 12216 竊佔 蘆竹分局 張○雲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2247 傷害 龜山分局 高○ 起訴

公 109 偵 12253 銀行法 簽○ 秦○珠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2253 銀行法 簽○ 秦○鈺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2253 銀行法 簽○ 張○銘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2253 銀行法 簽○ 許○龍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2253 銀行法 簽○ 彭○洋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2304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向○男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4282 詐欺 簽○ 廖○華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4282 詐欺 簽○ 劉○君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4283 毀損債權 簽○ 陳○宏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毒偵 162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王○民 不起訴處分

文 109 毒偵 183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崟 起訴

文 109 毒偵 250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義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9 毒偵 2510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顧○銘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9 毒偵 2533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胡○勤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9 毒偵 253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林○韋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偵 6248 詐欺 桃園分局 林○瑋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7353 詐欺 中壢分局 T○AN DUC HAU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7353 詐欺 中壢分局 黃○潔 起訴

玉 109 偵 6193 詐欺 臺灣高檢 張○偉 起訴

玉 109 偵 14380 交通過失傷害 林○祥 黃○誠 不起訴處分

地 109 偵 1284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盛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9 偵 13095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劉○良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9 偵 13145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胡○偉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9 偵 1460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呂○毅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9 偵 1488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葉○三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9 偵 672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蔡○賜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偵 1285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呂○樑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9 偵 13028 侵占 中壢分局 詹○彬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偵 1315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趙○毅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9 偵 1325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黃○佑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9 偵 1330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林○義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09 偵 14098 竊盜 中壢分局 薛○耀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偵 14263 妨害名譽 簽○ 黃○濱 不起訴處分

竹 109 偵 1461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王○吉 起訴

竹 109 偵 14629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陳○升 起訴

竹 109 偵 14888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徐○宗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毒偵 516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林○泓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毒偵 56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張○德 緩起訴處分

呂 109 毒偵 104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巫○智 起訴

孝 109 偵 12900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陳○誠 不起訴處分

孝 109 偵 12924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吳○騂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9 偵 13124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黃○淦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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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109 偵 1315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財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9 偵 13174 妨害自由 龜山分局 楊○品 不起訴處分

孝 109 偵 13224 竊盜 八德分局 李○廷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9 偵 1324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姜○玲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9 偵 1330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王○福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9 偵 1332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楊○益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599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簡○軒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670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A○GTARSANG ANON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6889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陳○京 起訴

辰 109 毒偵 30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蔡○堂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846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尤○成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902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李○河 起訴

辰 109 毒偵 101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張○惠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111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謝○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1287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繆○基 起訴

辰 109 毒偵 1289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黃○廷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138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李○河 起訴

辰 109 毒偵 138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謝○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141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周○隆 起訴

辰 109 毒偵 142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邱○豪 起訴

辰 109 毒偵 152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謝○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165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黃○慈 起訴

辰 109 毒偵 177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邱○豪 起訴

辰 109 毒偵 200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何○清 起訴

辰 109 毒偵 201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和分局 李○文 起訴

辰 109 毒偵 2018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黃○煌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2019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洪○城 起訴

辰 109 毒偵 202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文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207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邱○豪 起訴

辰 109 毒偵 2082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羅○麟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2083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劉○圭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2084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鄭○煌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2175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許○銘 起訴

辰 109 毒偵 217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吳○嘉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217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詹○凱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毒偵 26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宇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26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沈○茹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毒偵 26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沈○茹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毒偵 27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賴○芳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27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賴○芳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27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藏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毒偵 28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堂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28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堂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28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堂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28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堂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28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堂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28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堂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28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堂 起訴

和 108 偵 3227 詐欺 臺灣高檢 賴○恩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13441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尹○翔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13441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周○偉 起訴．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13441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邱○助 起訴．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13441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邱○聞 起訴

和 108 偵 13441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高○綸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13441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郭○庭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13441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歐○良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13441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蕭○辰 起訴．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13441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閻○鴻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13441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謝○宜 起訴．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29105 強盜 蘆竹分局 吳○彥 起訴

和 108 偵 29105 強盜 蘆竹分局 潘○軒 起訴

和 109 偵 9235 竊盜 平鎮分局 劉○榮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偵 10417 詐欺 臺灣高檢 李○維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緝 216 槍砲彈刀條例 臺灣高檢 黃○安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緝 223 詐欺 中壢分局 魏○杰 起訴．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緝 505 詐欺 航空刑大 李○憲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緝 818 詐欺 簽○ 許○瑋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調偵 723 強盜 桃市蘆竹區所 吳○彥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調偵 723 強盜 桃市蘆竹區所 潘○軒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643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高○華 緩起訴處分

忠 109 毒偵 1536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曾○池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毒偵 1763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卓○勝 起訴

忠 109 毒偵 2105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卓○勝 起訴

忠 109 撤緩毒偵 32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彭○澤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撤緩毒偵 32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輝 聲請簡易判決

恭 109 偵 11854 妨害名譽 簽○ 莊○忠 聲請簡易判決

恭 109 偵緝 708 詐欺 竹市警局 張○明 起訴

張 108 偵 4927 詐欺 中壢分局 呂○浩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4927 詐欺 中壢分局 李○侖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4927 詐欺 中壢分局 柳○男 起訴

張 108 偵 7254 詐欺 中壢分局 呂○浩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7254 詐欺 中壢分局 李○侖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7254 詐欺 中壢分局 柳○男 起訴

張 108 偵 17672 詐欺 臺灣高檢 張○豪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29318 詐欺 龜山分局 許○剛 起訴

張 108 偵 30361 竊盜 徐○發 羅○宏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4675 詐欺 龜山分局 鍾○芳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9274 詐欺 龍潭分局 林○龍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9274 詐欺 龍潭分局 施○男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11991 傷害 中壢分局 余○麟 不起訴處分

量 107 偵 29045 詐欺 龜山分局 N○MTHUAY THANAKORN 不起訴處分

量 107 偵 29045 詐欺 龜山分局 林○丞 不起訴處分

量 107 偵 29045 詐欺 龜山分局 張○軒 不起訴處分

量 107 偵 29045 詐欺 龜山分局 張○瀚 起訴

量 108 偵 9825 乘機猥褻 桃市刑大 曾○郁 不起訴處分

量 108 偵 31865 強制性交 中壢分局 盧○酲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9335 詐欺 龜山分局 劉○欣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0354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魏○傑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0461 妨害自由 龍潭分局 徐○德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1178 詐欺 大園分局 鍾○倫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1178 詐欺 大園分局 簡○?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1993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潘○昌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2090 失火燒燬他物 大園分局 宋○均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2090 失火燒燬他物 大園分局 張○泰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2090 失火燒燬他物 大園分局 潘○維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2225 傷害 桃園分局 柳○國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2225 傷害 桃園分局 康○鴻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2225 傷害 桃園分局 程○豪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緝 805 竊佔 桃園分局 黃○裕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267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季○欣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679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廖○祺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268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蕭○倫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268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葉○伸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268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俞○良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2683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林○德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684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呂○廷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685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吳○明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68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張○權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268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魏○靈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2688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簡○生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68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廖○恩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690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邱○堂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69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劉○傑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692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王○龍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69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學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269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余○玲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269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鄭○財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696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劉○漳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2697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陳○成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698 竊盜 八德分局 徐○雄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699 竊盜 楊梅分局 吳○麗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700 竊盜 八德分局 陳○輝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2701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何○龍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偵 3205 詐欺 臺灣高檢 王○達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偵 11236 妨害自由 大園分局 廖○忠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17867 殺人 平鎮分局 H○ANG KHAC PHUC 起訴

義 108 偵 17867 殺人 平鎮分局 H○ANG VAN AN 起訴

義 108 偵 23453 侵占 中壢分局 江○?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23453 侵占 中壢分局 彭○霖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25308 侵占 簽○ 彭○羽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26317 廢棄物清理法 簽○ 李○?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26317 廢棄物清理法 簽○ 鑫○環境工程有限公司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速偵 265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簡○憲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58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徐○?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59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劉○森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6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謝○軒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6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林○明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6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王○修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63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林○儒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6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政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65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王○本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6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陳○聲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67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胡○盛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6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何○育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6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連○棋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7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童○烽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7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林○諄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7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慈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7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鍾○玉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7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盧○來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75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鍾○英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7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彭○華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9 速偵 2677 公共危險 蘆竹分局 林○戎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9 偵 1284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偉 起訴

龍 109 偵 13022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吳○洋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偵 13022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張○平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偵 13120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徐○財 起訴

龍 109 偵 1314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仁 起訴

龍 109 偵 13297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劉○福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9 偵 13918 竊盜 中壢分局 邱○誠 起訴

龍 109 偵 14288 交通過失傷害 簽○ 吳○燿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9 偵 1461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翁○辰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9 偵 14640 竊盜 平鎮分局 施○宏 起訴

龍 109 偵 14883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鄭○陞 聲請簡易判決



龍 109 偵緝 316 妨害自由 簽○ 邱○誠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撤緩 220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陳○璇 撤銷緩起訴處分

龍 109 撤緩 221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吳○和 撤銷緩起訴處分

藏 109 偵 11016 毀棄損壞 龜山分局 李○霆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9 偵 11016 毀棄損壞 龜山分局 李○中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藏 109 偵 14005 遺棄 邱○婷 呂○哲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