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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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6 賭博 龜山分局 賴○霖 起訴

月 109 速偵 375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許○益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5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龍○谷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5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劉○瑋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5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邱○登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57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陳○和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5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林○如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5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王○?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6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黃○雄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6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江○龍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6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古○蓉 緩起訴處分

月 109 速偵 376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莊○威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6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家○國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6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蕭○華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6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方○由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6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陳○芳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68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王○益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6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李○初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7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吳○盛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7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洪○維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72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劉○達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73 家庭暴力防治 龜山分局 阮○芝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74 妨害公務 桃園分局 范○堂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3776 竊盜 桃園分局 林○燦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9 偵 17633 毀棄損壞 國○光電有限公司 陳○豪 不起訴處分

玄 109 偵 19155 傷害 簽○ 王○璞 不起訴處分

玄 109 偵 1926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曾○雄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9 偵 19288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王○甯 不起訴處分

玄 109 偵 1931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楊○興 起訴

玄 109 偵 1933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蔡○祥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9 偵 19588 侵占 中壢分局 汪○聯 不起訴處分

玄 109 偵 1961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楊○雄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9 毒偵 1219 毒品防制條例 蘆竹分局 蕭○益 起訴

玄 109 毒偵緝 187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王○銘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9 調偵 1308 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黃○宇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偵 4268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吳○綺 不起訴處分

行 109 偵 5469 殺人未遂 桃園分局 黃○德 起訴

行 109 偵 12423 詐欺 南三分局 宋○宏 起訴

行 109 偵 12423 詐欺 南三分局 謝○倫 起訴

行 109 偵 12543 詐欺 大園分局 李○鴻 起訴

行 109 偵 17872 傷害 蘆竹分局 王○芮 不起訴處分

行 109 偵 17872 傷害 蘆竹分局 蔡○芯 不起訴處分

行 109 偵 18110 竊佔 簽○ 高○惠 不起訴處分

行 109 偵 20626 詐欺 蘆竹分局 陳○全 起訴

行 109 撤緩偵 135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李○錦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毒偵 264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卓○琪 起訴

行 109 毒偵 298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卓○琪 起訴

孝 109 偵 5620 妨害公務 龜山分局 楊○元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孝 109 偵 6728 賭博 平鎮分局 黃○原 不起訴處分

孝 109 偵 7153 賭博 中壢分局 黃○原 不起訴處分

孝 109 撤緩毒偵 39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生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7 偵 30100 背信 平鎮分局 李○新 起訴

來 108 偵 32525 妨害名譽 大園分局 廖○安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32525 妨害名譽 大園分局 劉○志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32525 妨害名譽 大園分局 蕭○傑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32525 妨害名譽 大園分局 簡○耕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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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09 偵 1283 商標法 保二一01 陳○偉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9 偵 15641 妨害秘密 楊梅分局 王○政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30777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張○嘉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17752 失火燒燬建物 龍潭分局 吳○芳 緩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17877 侵占 蘆竹分局 周○岳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18503 交通過失致死 簽○ 彭○蓮 起訴

和 109 偵 19113 入出國移民法 桃園市專勤隊 T○AN THI LIEU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撤緩 365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李○漢 撤銷緩起訴處分

岡 109 偵 12818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夏○慈 不起訴處分

岡 109 偵 1460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成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9 偵 16089 傷害 桃園分局 陳○豪 不起訴處分

岡 109 偵 16089 傷害 桃園分局 陳○帆 不起訴處分

岡 109 偵 16089 傷害 桃園分局 黃○閔 不起訴處分

岡 109 偵 16113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葉○龍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9 偵 1616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魏○佑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9 偵 16233 傷害 中壢分局 I○PUTU WIRA HADIPUTRAWAN不起訴處分

岡 109 偵 1628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林○福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9 偵 16307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S○PACHIN PHONGSAK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9 偵 1707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蕭○宏 起訴

岡 109 撤緩 318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胡○志 撤銷緩起訴處分

往 109 速偵 3639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H○ANG ANH THAI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40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黃○豐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4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寄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42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陳○和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4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盈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4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田○華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45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古○宏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4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廖○祥 緩起訴處分

往 109 速偵 364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Y○IPHIM BUNYIN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4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V○ VAN HAU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4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黃○傑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5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廖○良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5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張○國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5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林○政 緩起訴處分

往 109 速偵 365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吳○濠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54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蘇○龍 緩起訴處分

往 109 速偵 3655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W○ICHIKU PRICHA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56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林○葉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57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滕○明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速偵 3658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蘇○鎮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毒偵 3132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葉○?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撤緩毒偵 44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慈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7 偵 20351 侵占 北部機動站 蔡○君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3815 詐欺 平鎮分局 吳○東 起訴．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3815 詐欺 平鎮分局 林○樑 起訴．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3815 詐欺 平鎮分局 曾○勝 起訴．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3815 詐欺 平鎮分局 童○懿 起訴．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27546 詐欺 臺灣高檢 吳○東 起訴．不起訴處分

雨 109 偵 10514 妨害婚姻家庭 簽○ 林○豪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15660 賭博 蘆竹分局 吳○琦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15660 賭博 蘆竹分局 李○玲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15660 賭博 蘆竹分局 李○江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15660 賭博 蘆竹分局 陳○治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15660 賭博 蘆竹分局 彭○軍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15660 賭博 蘆竹分局 彭○品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偵 12707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廖○銘 起訴

秋 109 偵 12708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王○鋒 起訴

秋 109 偵 14244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葉○? 起訴



秋 109 偵 15530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黃○文 起訴

秋 109 偵 18298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李○翔 起訴

秋 109 偵 20745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葉○? 起訴

秋 109 偵 20745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廖○銘 起訴

秋 109 偵 2074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市調查處 葉○? 起訴

秋 109 偵 2074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市調查處 廖○銘 起訴

秋 109 偵 2074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市調查處 王○鋒 起訴

秋 109 偵 2074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市調查處 李○翔 起訴

秋 109 偵 2074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市調查處 黃○文 起訴

致 109 偵 957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市調查處 張○杰 追加起訴

致 109 偵 1425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市調查處 張○杰 追加起訴

要 109 偵 16996 肇事逃逸 桃園分局 張○睿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9 偵 17050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曾○偉 不起訴處分

要 109 偵 20824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吳○文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9 偵 20963 妨害名譽 楊梅分局 謝○珊 不起訴處分

要 109 調偵 1365 肇事逃逸 桃市平鎮區所 葉○櫻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撤緩毒偵 43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鈞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撤緩毒偵 43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鈞 聲請簡易判決

翔 108 偵 25931 侵占 簽○ 黃○詮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10 誣告 臺灣高檢 林○意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2482 賭博 臺灣高檢 江○語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3740 傷害 龍潭分局 阮○良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3740 傷害 龍潭分局 黃○助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3804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曾○君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4032 詐欺 平鎮分局 陳○蘭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5046 詐欺 臺灣高檢 R○DCHAROEN THANYA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5067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邱○熙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5323 妨害公務 中壢分局 邱○元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5651 妨害自由 大園分局 呂○穎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5651 妨害自由 大園分局 許○東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5651 妨害自由 大園分局 錢○毅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5858 侵占 臺灣高檢 王○明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5884 詐欺 龜山分局 范○欽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7341 竊佔 龜山分局 張○禎 起訴

翔 109 偵 18840 妨害名譽 簽○ 劉○雙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 18840 妨害名譽 簽○ 劉○記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緝 978 詐欺 萬華分局 張○輝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偵緝 1185 詐欺 龜山分局 馮○怡 不起訴處分

翔 109 調偵 1055 妨害名譽 桃市八德區所 陳○融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3819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N○UYEN DINH TU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20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趙○強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2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謝○彬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3822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曾○駿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23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蕭○江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24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吳○通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25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卓○光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2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簡○治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27 不能安全駕駛 航空刑大 鄭○婕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2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黃○儒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2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淵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3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鍾○名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3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倖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3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陳○生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3833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歐○源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34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廖○棠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3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蘇○侃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3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鍾○福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3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O○AT RIYANTO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9 速偵 3838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速偵 3839 竊盜 蘆竹分局 陳○暉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毒偵 279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劉○楊 起訴

黃 109 毒偵 3146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羅○斌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偵 16617 竊盜 大園分局 陳○瑞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偵 1915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華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毒偵 172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李○華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毒偵 3074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聶○哲 緩起訴處分

精 109 調偵 838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區所 張○鏘 起訴

精 109 調偵 1145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大溪區所 廖○嘉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9 偵 18925 兒少性剝削 桃市婦隊 盧○榤 追加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