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08 毒偵 6816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憲兵 潘○英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608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周○君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1761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周○君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0718 妨害秩序 蘆竹分局 林○呈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0718 妨害秩序 蘆竹分局 邱○潔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0718 妨害秩序 蘆竹分局 高○杰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0718 妨害秩序 蘆竹分局 張○豪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0718 妨害秩序 蘆竹分局 楊○鵬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0718 妨害秩序 蘆竹分局 鄭○誠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1304 傷害 桃園分局 丁○賢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163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詹○凱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3 詐欺 簽○ 徐○惠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3 詐欺 簽○ 陳○鈞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4 妨害名譽 簽○ 施○宇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4 妨害名譽 簽○ 施○佑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4 妨害名譽 簽○ 烏○涵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4 妨害名譽 簽○ 高○謙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4 妨害名譽 簽○ 張○量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4 妨害名譽 簽○ 郭○錡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4 妨害名譽 簽○ 陳○甫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4 妨害名譽 簽○ 傅○銘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4 妨害名譽 簽○ 黃○玉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4 妨害名譽 簽○ 劉○霆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22124 妨害名譽 簽○ 簡○丞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毒偵 107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趙○杰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9145 槍砲彈刀條例 帄鎮分局 陳○龍 起訴

公 109 偵 10394 詐欺 桃園分局 田○麟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8785 營業秘密法 臺灣高檢 方○陞 不起訴處分

孔 109 偵 19731 家庭暴力防治 桃園分局 周○作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孔 109 調偵 1495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鍾○兒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9166 洗錢防制法 龍潭分局 王○綸 起訴

月 109 偵 22280 詐欺 臺灣高檢 王○綸 起訴

水 109 偵 6360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陳○誠 起訴

水 109 偵 1902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忠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偵 20490 槍砲彈刀條例 八德分局 劉○才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21591 詐欺 簽○ 房○洲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21592 詐欺 簽○ 黃○傑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緝 334 詐欺 基三分局 李○毅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17398 詐欺 龍潭分局 林○昌 起訴

冬 109 偵 17398 詐欺 龍潭分局 高○閔 起訴

冬 109 偵 18410 詐欺 龍潭分局 林○昌 起訴

冬 109 偵 18410 詐欺 龍潭分局 高○閔 起訴

冬 109 偵 21367 詐欺 龍潭分局 林○昌 起訴

冬 109 偵 21367 詐欺 龍潭分局 高○閔 起訴

冬 109 偵 21754 詐欺 帄鎮分局 高○閔 起訴

冬 109 偵 21862 性騷擾防治法 簽○ 黃○恩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調偵 1374 強制性交 桃市蘆竹區所 王○宇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調偵 1374 強制性交 桃市蘆竹區所 余○三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調偵 1374 強制性交 桃市蘆竹區所 利○恩 不起訴處分

正 109 速偵 4282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沈○宙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83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陳○??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84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許○仁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8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蔡○呈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8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姜○山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8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洪○福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88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黃○誠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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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109 速偵 428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簡○君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90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陳○長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9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楊○森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92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莊○隆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9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袁○銘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94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洪○英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9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次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9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范○秋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9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黃○翎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98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林○紅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29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300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許○勝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30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林○一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302 營利姦淫猥褻 龍潭分局 柯○伯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速偵 4303 竊盜 蘆竹分局 翁○峰 聲請簡易判決

正 109 毒偵 2808 毒品防制條例 帄鎮分局 李○逸 緩起訴處分

玄 109 速偵 430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志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9 毒偵 318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李○嵐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26567 傷害 楊梅分局 曾○杰 起訴．不起訴處分

生 109 偵 7708 妨害名譽 楊梅分局 邱○時 起訴

生 109 偵 11002 詐欺 桃園分局 張○茹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偵 15702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鄭○傑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生 109 偵 17573 懲治走私條例 竹市調查站 彭○輝 起訴

生 109 偵 17573 懲治走私條例 竹市調查站 劉○宇 起訴

生 109 偵 18628 懲治走私條例 嘉一分局 彭○輝 起訴

生 109 偵 18628 懲治走私條例 嘉一分局 劉○宇 起訴

生 109 偵 21812 毀損債權 簽○ 許○武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偵 22010 懲治走私條例 竹市調查站 彭○輝 起訴

生 109 偵 22010 懲治走私條例 竹市調查站 劉○宇 起訴

生 109 偵緝 902 詐欺 楊梅分局 宋○杰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偵緝 1228 詐欺 新莊分局 張○銘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9 偵 20932 竊盜 桃園分局 林○丞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9 毒偵 104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林○璇 起訴

收 109 毒偵 105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林○璇 起訴

收 109 毒偵 1981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黃○貞 不起訴處分

收 109 毒偵 1983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張○清 緩起訴處分

收 109 毒偵 3398 毒品防制條例 帄鎮分局 范○朗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8 偵 31863 偽造文書 簽○ 高○玲 起訴

呂 109 偵 4605 侵占 簽○ 陳○祥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4605 侵占 簽○ 黃○德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4605 侵占 簽○ 黃○汝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4605 侵占 簽○ 潘○信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4605 侵占 簽○ 蔡○卿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12368 竊盜 八德分局 呂○慎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12411 詐欺 大園分局 李○蓮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2171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芸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21869 毀棄損壞 簽○ 陳○宇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22003 妨害名譽 簽○ 沈○貴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撤緩 391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張○全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9 偵 1780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仙 起訴

辰 109 毒偵 29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方○順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74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許○諺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96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林○弘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1432 毒品防制條例 帄鎮分局 許○仙 起訴

辰 109 毒偵 223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林○弘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357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卓○凱 起訴

辰 109 毒偵 361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蔡○珍 起訴

辰 109 毒偵 362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鄭○偉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987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許○茗 起訴

辰 109 毒偵 416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吳○華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緝 232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警局 沈○正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緝 233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警局 沈○正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撤緩毒偵 33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益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33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呂○洲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33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呂○洲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45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趙○忠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9 撤緩毒偵 46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聖 聲請簡易判決

岡 109 撤緩毒偵 46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余○益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偵 19367 竊盜 中壢分局 鄧○蓉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偵 19519 竊盜 龜山分局 紀○福 不起訴處分

忠 109 偵 19617 竊盜 龜山分局 蔡○帄 不起訴處分

忠 109 偵 20968 侵占 桃市刑大 方○瑜 不起訴處分

忠 109 毒偵 433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范○騰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調偵緝 51 詐欺 桃市帄鎮區所 彭○崴 不起訴處分

忠 109 撤緩 420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曾○雲 撤銷緩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19243 竊盜 龜山分局 李○坤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19243 竊盜 龜山分局 陳○明 起訴

松 109 偵 20045 竊盜 中壢分局 張○峻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20327 竊盜 蘆竹分局 李○興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20343 槍砲彈刀條例 航空刑大 林○傑 緩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20851 竊盜 大園分局 謝○安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20930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簡○文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21536 竊盜 簽○ 陳○盈 起訴

松 109 調偵 718 毀棄損壞 桃市桃園區所 周○匡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調偵 1497 肇事逃逸 桃市中壢區所 羅○偉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18936 著作權法 中正二局 陳○明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21265 著作權法 大安分局 陳○明 不起訴處分

知 108 偵 30748 侵占 簽○ 徐○燕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5996 著作權法 龍潭分局 孟○威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9507 過失傷害 簽○ T○O VU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9507 過失傷害 簽○ 洪○揚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9507 過失傷害 簽○ 洪林○換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12238 竊盜 龍潭分局 楊○國 起訴

知 109 偵 12283 誣告 簽○ 葛○雅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13807 妨害名譽 楊梅分局 梁○華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15032 偽造文書 大溪分局 謝○紜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15206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蔡○源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18799 詐欺 帄鎮分局 張○龍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18906 殺人未遂 桃園分局 石○源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 21196 妨害名譽 簽○ 林○展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緝 827 詐欺 蘆竹分局 林○昭 不起訴處分

知 109 偵緝 828 詐欺 楊梅分局 張○仁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軍偵 158 恐嚇取財得利 桃園分局 陳○智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軍偵 158 恐嚇取財得利 桃園分局 黃○富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29018 妨害自由 黃○慈 莊○瑋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速偵 424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劉○雄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45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陳○泰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46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吳○麟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4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簡○珍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4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李○和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49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王○潤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50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湯○生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5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陳○帆 緩起訴處分

昃 109 速偵 4252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郝○任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5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雄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5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鄭○達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55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黃○德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5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邱○華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5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林○慶 緩起訴處分

昃 109 速偵 4258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劉○強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4259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張○帄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8 偵 10486 妨害名譽 簽○ 鄭○嫻 不起訴處分

建 108 偵 22166 妨害自由 簽○ 林○樂 不起訴處分

建 108 偵 22166 妨害自由 簽○ 郭○矗 不起訴處分

建 108 偵 22166 妨害自由 簽○ 蔡○銘 不起訴處分

建 109 偵 1371 妨害自由 簽○ 陳○州 不起訴處分

建 109 偵 1371 妨害自由 簽○ 詹○威 不起訴處分

建 109 偵 15306 擄人勒贖 執○科簽分 李○楓 起訴

建 109 偵 15306 擄人勒贖 執○科簽分 葉○樺 起訴

建 109 偵 15306 擄人勒贖 執○科簽分 董○丞 起訴

建 109 偵 21031 偽證 簽○ 徐○祺 不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439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王○明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39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刑大 徐○洋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4393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蔡○池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4394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林○玄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4395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汪○泓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39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黃王○雲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439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林○志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398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葉○甫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439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林○如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440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鄭○陽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40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余○標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440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劉○偉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40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業 緩起訴處分

建 109 速偵 440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顏○聖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40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興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40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潘○榮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40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薩布○威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40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P○UNG KHAC MEN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40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俞○帄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41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洋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411 竊盜 蘆竹分局 楊○慶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速偵 4412 竊盜 中壢分局 林○安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毒偵 354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黃○紳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毒偵 354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山分局 葉○豪 聲請簡易判決

建 109 軍偵 109 詐欺 桃園分局 王○嵐 不起訴處分

建 109 軍偵 109 詐欺 桃園分局 曾○浩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緝 971 毒品防制條例 帄鎮分局 石○恩 起訴

盈 109 偵 3545 洗錢防制法 八德分局 邱○均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8481 詐欺 龜山分局 鄭○淼 起訴

盈 109 偵 8481 詐欺 龜山分局 蕭○洺 起訴

盈 109 偵 8663 詐欺 桃園分局 王○威 起訴

盈 109 偵 8663 詐欺 桃園分局 徐○昕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9266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劉○旭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盈 109 偵 9266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羅○玉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15083 毀棄損壞 龜山分局 邱○洲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18479 詐欺 簽○ 羅○延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18954 毀棄損壞 大園分局 黃○樑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18954 毀棄損壞 大園分局 黃○凱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18954 毀棄損壞 大園分局 謝○倫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21858 毀棄損壞 簽○ 石○承 起訴

盈 109 偵續 206 偽造文書 桃園地檢 何○琳 起訴

盈 109 偵緝 861 傷害 桃園分局 林○鈞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調偵 1251 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薛○麟 起訴



盈 109 撤緩 360 詐欺 執○科簽分 黃○慧 撤銷緩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24832 偽造文書 楊梅分局 王○ 緩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28712 竊盜 中壢分局 潘○祥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偵 8606 詐欺 高市刑大 呂○賢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偵 8606 詐欺 高市刑大 張○鈞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偵 8606 詐欺 高市刑大 陳○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偵 8606 詐欺 高市刑大 蔡○方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偵 15166 竊盜 八德分局 鍾○諺 起訴

秋 109 偵 15992 偽造文書 簽○ 吳○雯 緩起訴處分

秋 109 偵 15992 偽造文書 簽○ 張○緯 緩起訴處分

秋 109 偵 1751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少隊 邱○鈞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偵 18386 竊盜 大園分局 鍾○諺 起訴

秋 109 毒偵 211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吳○珍 緩起訴處分

秋 109 毒偵 2277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詹○東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9 毒偵 2282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曾○德 緩起訴處分

秋 109 毒偵 228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吳○珍 緩起訴處分

秋 109 毒偵 245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孟○ 起訴．不起訴處分

秋 109 毒偵 2463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呂○憲 起訴

秋 109 毒偵 2644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黃○烽 起訴

秋 109 毒偵 2646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朱○省 緩起訴處分

秋 109 毒偵 298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江○? 起訴

秋 109 毒偵 299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陳○達 起訴

秋 109 毒偵 3244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何○軒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9 毒偵 340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陳○榮 緩起訴處分

秋 109 毒偵 340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孟○ 起訴

秋 109 毒偵 340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黃○烽 起訴

秋 109 毒偵 386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郭○卿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9 毒偵 435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李○曄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9 戒毒偵 6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古○甲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調偵 1258 侵占 桃市中壢區所 黃○賢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少連偵 52 傷害 龍潭分局 李○瑋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少連偵 52 傷害 龍潭分局 李○瑋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少連偵 52 傷害 龍潭分局 黃○廷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少連偵 52 傷害 龍潭分局 劉○聖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少連偵 52 傷害 龍潭分局 劉○生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少連偵 52 傷害 龍潭分局 簡○益 不起訴處分

修 108 偵 34205 傷害 楊梅分局 黃○華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修 108 偵 34205 傷害 楊梅分局 潘○輝 不起訴處分

修 108 偵 34205 傷害 楊梅分局 潘○能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2995 妨害兵役條例 桃園市政府 李○豪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4844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吳○琪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修 109 偵 15549 傷害 簽○ 廖○宏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偵 17993 妨害公務 桃園分局 張○真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緝 1150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許○龍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偵緝 1151 竊盜 大溪分局 余○仁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調偵 1115 妨害名譽 桃市中壢區所 鍾○廷 不起訴處分

修 109 調偵 1488 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盧○祥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調偵 1499 毀棄損壞 桃市中壢區所 高○剛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09 調偵 1500 肇事逃逸 桃市中壢區所 范○相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海 108 偵緝 1959 詐欺 楊梅分局 常○鐘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6662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鄭○華 緩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949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林○星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11801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謝○龍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12162 詐欺 中壢分局 蔡○容 緩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12302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林○莉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14075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游○河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偵緝 1299 妨害名譽 楊梅分局 古○筠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速偵 4305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邱○智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06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高○賢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07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楊○民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0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吳○忠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09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張○凱 緩起訴處分

海 109 速偵 431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蔡○潔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1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鐘○坤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1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傑 緩起訴處分

海 109 速偵 431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石○琇 緩起訴處分

海 109 速偵 4314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張○園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1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瑞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1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吳○治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1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郭○雄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18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邱○?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1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N○UYEN VAN TUAN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20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張○峻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2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林○信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2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祝○仲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23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張○池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速偵 4324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一隊 翁○龍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毒偵 245 毒品防制條例 竹南分局 鄭○華 緩起訴處分

海 109 毒偵 651 毒品防制條例 松山分局 張○晃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毒偵 161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張○晃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毒偵 327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吳○幸 起訴

海 109 毒偵 3726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李○傑 起訴

海 109 毒偵 458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游○河 聲請簡易判決

能 109 偵 13669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翁○毓 不起訴處分

能 109 偵 14935 就業服務法 桃園市專勤隊 潔○馨有限公司 不起訴處分

能 109 偵 15110 詐欺 臺灣高檢 蔡○潔 起訴

能 109 偵 21864 傷害 簽○ 李○蓉 不起訴處分

能 109 偵 21864 傷害 簽○ 林○圖 不起訴處分

能 109 偵 21864 傷害 簽○ 黃○遠 不起訴處分

能 109 偵 21864 傷害 簽○ 黃○誼 不起訴處分

能 109 偵緝 1370 詐欺 臺灣高檢 陳○澄 起訴

荒 109 速偵 437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蕭○雄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7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林○蜜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72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高○婷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7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刑大 V○ VAN DIEN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74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P○AM VAN DUC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7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周○佑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7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S○NDI SETIAWAN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7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I○S HERMANTO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78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N○UYEN VAN HUNG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7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曾○誌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8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楊○帄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8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儒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8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廖○州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8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王○佑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8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徐○章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85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鍾○朕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86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楊○峰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87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葉○春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88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林○昌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89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蔡○鍵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4390 竊盜 中壢分局 黃○珊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24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蕭○賢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2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伸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2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林○弘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2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蔡○哲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2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黃○鈞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2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姚○昇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3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劉○川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31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鄧○燕 緩起訴處分

宿 109 速偵 4232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彭○昌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3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郭○隆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3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T○ERIT NARET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35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張○全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3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林○德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37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N○U HONG TU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38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N○UYEN DINH THANG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3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曾○義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4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葆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4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孫○鑫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4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夏○翬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424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吳○鴻 聲請簡易判決

翔 109 偵 14529 詐欺 臺灣高檢 郭○賢 起訴

翔 109 偵 22128 偽造文書 簽○ 吳○美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8 偵 13281 電信法 蘆竹分局 H○RRERA JOSEPH MASCARINAS 起訴

陽 109 偵 17453 醫療法 桃園分局 施○清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7522 著作權法 簽○ 東○林園景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7522 著作權法 簽○ 羅○笙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7522 著作權法 簽○ 羅○代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8079 竊盜 簽○ 賴○旺 起訴

陽 109 偵 19120 入出國移民法 桃園市專勤隊 L○TI ALHASSAN 起訴

陽 109 偵緝 1376 藥事法 航空警局 R○GALADO RITZANNE PHIMESON 起訴

愛 108 偵 17799 詐欺 大園分局 江○遠 起訴

愛 109 偵 6200 強制性交 帄鎮分局 葉○榮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14042 性騷擾防治法 楊梅分局 陳○?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20572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陳○瑄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21213 偽造文書 簽○ 吳○蘭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21213 偽造文書 簽○ 謝羅○禎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21472 個人資料保護 簽○ 王○婷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緝 184 詐欺 善化分局 陳○華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緝續 4 背信 航空警局 柯○仁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261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李○松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28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江○新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336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孫劉○妹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386 非駕業務傷害 帄鎮分局 戴○琪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9 偵 411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強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433 非駕業務傷害 大溪分局 周○廣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9 偵 1006 侵占 楊梅分局 陳○丞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1030 家庭暴力防治 蘆竹分局 邱○達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3271 詐欺 桃園地院 蕭○珊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3633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李○興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9 偵 3756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張○玲 緩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3756 不能安全駕駛 帄鎮分局 黃○?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3804 詐欺 桃園分局 林○呈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3983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袁○鳳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9676 傷害 桃園分局 蕭○瑋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11668 竊盜 龍潭分局 李○梅 起訴

慎 109 偵 11823 交通過失傷害 簽○ 林○筠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9 偵 21700 交通過失傷害 簽○ 張○宣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緝 673 詐欺 大園分局 張○貞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調偵 165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大溪區所 吳○霈 不起訴處分

談 108 偵 14515 營利姦淫猥褻 龜山分局 黃○琴 不起訴處分

談 108 偵 19101 營利姦淫猥褻 龜山分局 吳○芳 不起訴處分

談 108 偵緝 1577 兒少性剝削 航空警局 S○MSUWAN SUWANAN 不起訴處分



談 109 偵 11765 妨害名譽 簽○ 吳○興 不起訴處分

談 109 偵 11765 妨害名譽 簽○ 張○正 不起訴處分

談 109 偵 11765 妨害名譽 簽○ 歐○仁 不起訴處分

談 109 偵 15881 妨害性自主罪 帄鎮分局 羅○彥 不起訴處分

談 109 偵 18311 偽造文書 簽○ 黃○芳 不起訴處分

談 109 偵 18311 偽造文書 簽○ 歐○仁 不起訴處分

談 109 偵 21849 妨害婚姻家庭 龜山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談 109 調偵 1434 交通過失致死 桃市龍潭區所 朱○桓 緩起訴處分

談 109 少連偵 136 妨害自由 蘆竹分局 林○辰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談 109 少連偵 136 妨害秩序 蘆竹分局 黃○強 不起訴處分

餘 108 偵 19694 妨害自由 大溪分局 蘇○翔 不起訴處分

餘 108 偵 25722 妨害自由大○水泥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陳粧)劉○遠 不起訴處分

餘 108 偵 25722 妨害自由大○水泥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陳粧)蘇○煌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17518 妨害自由 簽○ 王○菊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毒偵 315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黃○志 起訴

龍 109 毒偵 3222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黃○志 起訴

藏 109 偵 21027 背信 簽○ 黃○宏 不起訴處分

藏 109 偵 21860 妨害名譽 簽○ 陳○政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藏 109 偵 21861 妨害婚姻家庭 簽○ 邱○浩 不起訴處分

藏 109 偵 21861 妨害婚姻家庭 簽○ 洪○庭 不起訴處分

藏 109 偵 21924 妨害婚姻家庭 大溪分局 張○原 不起訴處分

歡 109 調偵 148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中壢區所 黃○賢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