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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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9 交通過失傷害 龜山分局 丁○羚 不起訴處分

孔 109 偵 22377 交通過失傷害 簽○ 王○澐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22382 交通過失傷害 簽○ 郭○文 不起訴處分

文 109 偵 17917 傷害 桃園分局 洪○富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文 109 偵 17917 傷害 桃園分局 顧○承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8 偵 33932 詐欺 中壢分局 李○廷 起訴

日 108 偵 33932 詐欺 中壢分局 李○文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18464 妨害秩序 基隆調查站 白○玉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20540 詐欺 龍潭分局 鍾○璇 起訴

日 109 偵 21057 詐欺 龍潭分局 鍾○璇 起訴

日 109 偵 21889 詐欺 龍潭分局 鍾○璇 起訴

水 109 偵 639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警局 周○國 起訴

水 109 偵 1226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周○國 起訴

水 109 偵 13989 妨害名譽 簽○ 盧○守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21713 瀆職 簽○ 曾○鴻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2216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顧○邦 起訴

水 109 毒偵 291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顧○邦 起訴

水 109 戒毒偵 4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桓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1962 妨害性自主罪 桃市婦隊 鄭○華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9175 毀棄損壞 大溪分局 卓○森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偵 6811 家庭暴力防治 桃市婦隊 陳○瑋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偵 8290 家庭暴力防治 桃市婦隊 林○言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19474 竊盜 桃園分局 張○蒙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2025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簡○育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永 109 偵 20296 詐欺 平鎮分局 李○艾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偵 20885 詐欺 臺灣高檢 李○文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偵 20957 肇事逃逸 大園分局 姜○明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調偵 1348 不能安全駕駛 宜縣宜蘭市所 楊○榛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20211 強制性交 桃園分局 謝○憲 起訴

玉 108 偵 23631 營利姦淫猥褻 八德分局 蔡○駿 起訴

玉 108 偵 24787 營利姦淫猥褻 中壢分局 許○偉 起訴

列 108 偵 29064 誣告 平鎮分局 李鍾○喧 緩起訴處分

地 109 偵 19285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舒○芳 起訴

地 109 偵 19360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林○明 不起訴處分

地 109 偵 19562 肇事逃逸 平鎮分局 吳○男 不起訴處分

地 109 偵 19586 電遊場業管理 中壢分局 陳○樺 不起訴處分

地 109 偵 19636 肇事逃逸 蘆竹分局 古○禎 不起訴處分

地 109 偵 20895 交通過失傷害 龍潭分局 徐○理 起訴

地 109 調偵 1387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大園區所 蔡○育 不起訴處分

地 109 調偵緝 38 侵占 桃市中壢區所 劉○成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撤緩 388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許○傑 撤銷緩起訴處分

往 109 偵 15907 著作權法 中正二局 黎○臺 不起訴處分

往 109 偵 15907 著作權法 中正二局 賴○合 不起訴處分

往 109 偵 19059 商標法 保二刑一 洪○芬 不起訴處分

往 109 調偵續 27 肇事逃逸 臺灣高檢 侯○耀 起訴

松 109 偵 19607 妨害公務 大園分局 陳○沂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19942 賭博 內湖分局 古○宇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20353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姚○強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20353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賴○軒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20892 公共危險 平鎮分局 林○鈞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649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區所 陳○恩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調偵 1334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龍潭區所 伍○根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1337 侵占 桃市中壢區所 簡○恩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1352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區所 鄭○榮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1382 肇事逃逸 桃市桃園區所 范○玲 起訴．不起訴處分

松 109 調偵 1401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八德區所 葉○英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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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 109 調偵 1401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八德區所 蘇○俊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1421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顧○昇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調偵 1423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林○雲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偵 27879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姜○任 不起訴處分

河 109 偵 11077 侵占 簽○ 王○元 不起訴處分

河 109 偵 1749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孫○騏 不起訴處分

倫 108 偵 27455 妨害自由 龍潭分局 周○高 起訴

倫 108 偵 27455 妨害自由 龍潭分局 徐○洋 不起訴處分

倫 109 偵 14516 詐欺 桃園分局 巫○拓 不起訴處分

晉 109 聲撤 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地檢 黃○芳 撤回起訴

張 108 偵 23354 詐欺 中壢分局 黃○哲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11576 過失傷害 蘆竹分局 郭○筑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11576 過失傷害 蘆竹分局 陳○鈴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11576 過失傷害 蘆竹分局 黃○惠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11576 過失傷害 蘆竹分局 鐘○芬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20602 性騷擾防治法 八德分局 鄭○平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20687 侵占 臺灣高檢 林○興 起訴

張 109 偵 20687 侵占 臺灣高檢 陳○麟 起訴

張 109 速偵 432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蔣○翔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26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翁○輝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2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趙○琳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2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林○平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2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謝○志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30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陳○英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3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洪○章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3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高○發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33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江○高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3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許○盛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3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S○ENWANIT PREECHA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3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古○智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37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李○發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3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楊○竤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39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楊○恩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40 竊盜 中壢分局 陳○業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41 竊盜 桃園分局 徐○誠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4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古○祥 緩起訴處分

張 109 速偵 4343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T○N YUEN HOE 緩起訴處分

張 109 速偵 434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張○豐 緩起訴處分

張 109 速偵 434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黃○芳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4346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一隊 林○龍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撤緩 222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陳○泓 撤銷緩起訴處分

萬 109 偵 12272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K○KAEO JAMRAT 不起訴處分

萬 109 偵 1597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鍾○宇 起訴

萬 109 偵緝 152 詐欺 桃園分局 鄭○泓 不起訴處分

萬 109 毒偵 327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鍾○宇 起訴

義 108 醫偵 26 業務過失致死 簽○ 林○沛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醫偵 26 業務過失致死 簽○ 孫○芳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醫偵 27 業務過失致死 桃園地檢 林○沛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醫偵 27 業務過失致死 桃園地檢 孫○芳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調偵 1682 非駕業務致死 桃市桃園調委 吳○發 起訴

義 109 偵 12171 詐欺 桃園地院 潘○璋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389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洪○鈞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3895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林○樺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調偵緝 5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龜山調委 黃○翔 起訴

鳳 108 偵 2078 偽造文書 蘆竹分局 林○涵 起訴．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11018 偽造文書 蘆竹分局 林○涵 起訴．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15365 偽造文書 蘆竹分局 林○涵 起訴．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26560 商標法 基隆調查站 張○桐 不起訴處分



鳳 109 偵 17381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陳○諺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28366 偽造文書 簽○ 李○勳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28366 偽造文書 簽○ 廖○吉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28366 偽造文書 簽○ 鍾○蓉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緝 1721 妨害兵役條例 中二分局 徐○駿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偵 21447 誣告 簽○ 吳○芳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調偵 1347 詐欺 桃市楊梅區所 林○倫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少連偵 253 詐欺 臺灣高院 鍾○富 不起訴處分

衡 109 蒞 1140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地院 陳○宏 追加起訴

藏 109 偵 21859 妨害風化罪 簽○ 張○成 不起訴處分

藏 109 偵 22256 妨害風化罪 平鎮分局 謝○彤 不起訴處分

藏 109 偵緝 1258 妨害性自主罪 大溪分局 吳○宇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