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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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44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彭○達 不起訴處分

公 108 偵 34352 詐欺 中山分局 羅○玲 起訴

公 109 偵 8676 詐欺 蘆竹分局 李○嫺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8676 詐欺 蘆竹分局 李○君 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10994 妨害自由 大溪分局 李○運 起訴

公 109 偵 10994 妨害自由 大溪分局 張○祥 起訴

公 109 偵 10994 妨害自由 大溪分局 陳○帆 起訴

公 109 偵 10994 妨害自由 大溪分局 傅○詠 起訴

公 109 偵 2149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陳○弘 起訴．不起訴處分

公 109 偵 21493 藥事法 中壢分局 吳○文 不起訴處分

文 109 偵緝 1178 詐欺 中六分局 曹○萱 起訴．不起訴處分

文 109 軍偵 184 妨害婚姻家庭 中壢分局 楊○錡 不起訴處分

文 109 軍偵 184 妨害婚姻家庭 中壢分局 羅○菱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毒偵 262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郭○曜 緩起訴處分

水 109 毒偵 3099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張○琪 起訴

令 109 偵 14768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洪○德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19655 竊盜 中壢分局 陳○全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20969 侵占 中壢分局 陳○賢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22895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張○帆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23519 竊盜 平鎮分局 黃○源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23675 交通過失傷害 八德分局 余○玲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23681 竊盜 蘆竹分局 紀○薰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23681 竊盜 蘆竹分局 楊○鴻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緝 1432 妨害自由 中二分局 廖○吉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緝 1459 交通過失傷害 中四分局 林○紘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調偵 1473 侵占 桃市八德區所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調偵 1503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趙○齊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調偵 1575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楊梅區所 簡○倫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調偵 1576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區所 譚○元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調偵 1590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桃園區所 蔡○栩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調偵 1617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呂○惠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調偵 1618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劉○瑜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軍偵 84 交通過失傷害 龍潭分局 陳○羽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軍偵 153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丁○仙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軍偵 153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林○芳 聲請簡易判決

冬 109 偵 9483 竊盜 八德分局 李○凱 聲請簡易判決

冬 109 偵 9483 竊盜 八德分局 柳○澤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9562 交通過失致死 簽○ 溫○賞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10335 交通過失致死 簽○ 溫○賞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18547 恐嚇取財得利 蘆竹分局 胡○寧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調偵 1513 毀棄損壞 桃市中壢區所 李○庭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選偵 22 總統選罷法 枋寮分局 曾○信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選偵 23 賭博 土城分局 曾○信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選偵 23 賭博 土城分局 潘○文 不起訴處分

平 108 偵 17194 商標法 簽○ 江○ 不起訴處分

平 108 偵 25855 竊盜 桃園分局 吳○霖 不起訴處分

平 108 偵 31309 竊盜 中壢分局 蔡○明 不起訴處分

平 108 偵續 127 傷害 臺灣高檢 葉○邦 起訴

平 108 偵續 127 傷害 臺灣高檢 葉○志 起訴

平 108 偵續 127 傷害 臺灣高檢 葉○筠 起訴

平 108 偵續 127 傷害 臺灣高檢 滕○華 不起訴處分

平 108 偵續 127 傷害 臺灣高檢 羅○澤 不起訴處分

平 109 偵 14414 侵占 桃園分局 李○益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毒偵 3874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徐○輝 起訴

生 109 毒偵 3875 毒品防制條例 蘆竹分局 林○威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軍偵 202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何○岳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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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108 軍偵 202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許○煌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19000 侵占 朱○權 邱○君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21026 妨害婚姻家庭 簽○ 吳○誼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調偵 163 非駕業務致死 桃市觀音區所 周○淵 起訴

呂 109 偵 310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徐○凱 起訴．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12388 詐欺 中壢分局 B○LAKRISHNAN KAMALAKANNAN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12388 詐欺 中壢分局 S○IRAM KALPANA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2409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瑄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速偵 454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黃○慈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43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黃○生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4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李○偉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4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張○益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4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胡○銘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4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羅○信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4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李○慶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4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李○淵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5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黃○維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5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葉○郎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5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宙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53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徐○翔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5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邱○鴻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55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林○鴻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5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李○國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5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詹○斌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58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H○N VAN LOC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5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刑大 B○I HUY HIEN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6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林○勇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6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邱○智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4562 竊盜 桃園分局 楊○慶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少偵 2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地院 陳○瑋 起訴

良 109 偵 6374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古○坪 起訴

良 109 偵 2172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豪 起訴

良 109 毒偵 1262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古○坪 起訴

良 109 毒偵 219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賴○民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2356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張○豪 起訴

良 109 毒偵 271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曾○洋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274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高○麗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3329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林○?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3627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袁○煬 起訴

良 109 毒偵 384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賴○民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403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袁○煬 起訴

良 109 毒偵緝 227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林○豪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緝 246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葉○峰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撤緩毒偵 48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何○群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撤緩毒偵 49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汝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撤緩毒偵 49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鍾○諺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撤緩毒偵 49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明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撤緩毒偵 49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明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102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何○珊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155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呂○霖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188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廖○雄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216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T○AN VAN HUY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2496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廖○雄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292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杰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006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廖○雄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16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安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30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蔡○龍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36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黃○慈 起訴



辰 109 毒偵 3466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姜○勳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467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戴○沛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510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楊○德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3513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賴○文 起訴

辰 109 毒偵 361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楊○瑀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361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簡○龍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83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許○杰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85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劉○旗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4025 毒品防制條例 大安分局 童○豪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402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向○祥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4035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呂○樺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毒偵 41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尚○?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41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尚○?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46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范○祥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毒偵 46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彭○業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毒偵 51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鍾○和 起訴

辰 109 軍毒偵 1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憲兵 林○宏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5559 詐欺 桃園分局 王○睦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5559 詐欺 桃園分局 溫○堂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5559 詐欺 桃園分局 鄭○誠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11961 詐欺 臺灣高檢 溫○堂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15903 詐欺 臺灣高檢 溫○堂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17344 商標法 智財分署 林○強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17344 商標法 智財分署 潘○倩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24569 詐欺 龜山分局 鄭○誠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調偵 1605 詐欺 桃市中壢區所 廖○生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10468 詐欺 內埔分局 孫○賢 起訴

和 108 偵 10468 詐欺 內埔分局 陳○旭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10468 詐欺 內埔分局 葉○逸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24690新冠肺炎防治紓困 簽○ 林○瑤 緩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18558 強盜 桃市警局 高○予 起訴

往 108 偵 18558 強盜 桃市警局 張○君 起訴

往 108 偵 18558 強盜 桃市警局 陳○洋 起訴

往 108 偵 26326 妨害自由 簽○ 林○旻 起訴

往 108 偵 26326 妨害自由 簽○ 陳○賓 起訴

往 108 偵 26326 妨害自由 簽○ 劉○祖 起訴

往 109 偵 1664 強盜 八德分局 江○鑫 起訴

往 109 偵 1664 強盜 八德分局 林○旻 起訴

往 109 偵 1664 強盜 八德分局 高○予 起訴

往 109 偵 1664 強盜 八德分局 張○君 起訴

往 109 偵 1664 強盜 八德分局 陳○賓 起訴

往 109 偵 1664 強盜 八德分局 陳○洋 起訴

往 109 偵 1664 強盜 八德分局 劉○祖 起訴

知 109 速偵 450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江○華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0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陳○民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0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R○HMAD ABDUL AZIS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0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吳○洋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0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羅○鈞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0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徐○林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1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倫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1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許○傑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1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楊○誠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1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邱○婷 緩起訴處分

知 109 速偵 451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甄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15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吳○介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16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魏○凱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1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曾○富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18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蘇○宗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1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廖○雯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20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陳○葦 緩起訴處分

知 109 速偵 452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李○陽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2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一隊 陳○弘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9 速偵 452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C○AI WORN AEKKACHAI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偵 3068 詐欺 臺灣高檢 羅○怡 起訴

雨 108 偵 10420 偽造文書 中壢分局 盧○豪 起訴

雨 109 偵 8340 賭博 簽○ 李○飛 緩起訴處分

雨 109 偵 8340 賭博 簽○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9 偵 8340 賭博 簽○ 徐○哲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9 偵續 142 詐欺 臺灣高檢 林○健 不起訴處分

雨 109 偵續 142 詐欺 臺灣高檢 雷○君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0784 傷害 中壢分局 趙○凱 起訴

信 109 偵 21089 竊盜 平鎮分局 羅○煒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1123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曹○方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1606 傷害 中壢分局 王○毅 起訴

信 109 偵 22180 政府採購法 簽○ 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2180 政府採購法 簽○ 國○工程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2180 政府採購法 簽○ 莊○駿 緩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2180 政府採購法 簽○ 郭○基 緩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2180 政府採購法 簽○ 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2180 政府採購法 簽○ 劉○芬 緩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2482 入出國移民法 桃園市專勤隊 A○USTINA TUTI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3977 毀棄損壞 楊梅分局 楊○誠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調偵 1516 竊盜 新北三重區所 崔○婷 起訴

信 109 調偵緝 54 詐欺 新北三重區所 何○豪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少連偵 302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王○毅 起訴

信 109 少連偵 302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王○緯 起訴

信 109 少連偵 302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黃○浩 起訴

信 109 少連偵 302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趙○凱 起訴

信 109 少連偵 308 妨害自由 簽○ 王○毅 起訴

信 109 少連偵 308 妨害自由 簽○ 王○緯 起訴

信 109 少連偵 308 妨害自由 簽○ 黃○浩 起訴

信 109 少連偵 308 妨害自由 簽○ 趙○凱 起訴

洪 109 偵 18775 著作權法 文山一局 陳○錚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22213 妨害公務 中壢分局 田○霖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緝 942 偽造文書 航空警局 李○嫺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12228 詐欺 中壢分局 何○諺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12228 詐欺 中壢分局 何○敏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4289 詐欺 簽○ 吳○銘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4290 偽證 簽○ 莊○明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4291 藏匿人犯 簽○ 葉○海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4292 詐欺 簽○ 張○鈞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4292 詐欺 簽○ 楊○捷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4292 詐欺 簽○ 賴○松 不起訴處分

倫 109 速偵 464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V○ VAN NGHIEM 不起訴處分

倫 109 速偵 4650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潘○宏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5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黃○楹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52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鐘○閔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53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藍○舜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5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L○ VAN HA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55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梁○鵬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5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蔡○昆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5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陳○諺 緩起訴處分

倫 109 速偵 465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楊○坤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5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陳○堯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6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郭○豪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6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鴻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6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樂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6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閔○中 緩起訴處分

倫 109 速偵 466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邱○華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65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賴○安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6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金○淳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6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邱○智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6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尹○中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69 竊盜 桃園分局 戴○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速偵 4670 竊盜 蘆竹分局 林○紺 聲請簡易判決

恭 109 偵 21501 詐欺 刑事警局 周○辰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 21501 詐欺 刑事警局 陳○林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 21501 詐欺 刑事警局 董○霖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 24177 組織犯罪條例 刑事警局 余○煇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 24177 組織犯罪條例 刑事警局 李○赫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 24177 組織犯罪條例 刑事警局 林○亮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 24177 組織犯罪條例 刑事警局 韋○治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 24177 組織犯罪條例 刑事警局 陳○儒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 24177 組織犯罪條例 刑事警局 曾○傑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 24177 組織犯罪條例 刑事警局 劉○祐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緝 1116 組織犯罪條例 八德分局 陳○林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緝 1117 組織犯罪條例 八德分局 董○霖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緝 1118 組織犯罪條例 八德分局 周○辰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緝 1344 組織犯罪條例 八德分局 林○亮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緝 1345 組織犯罪條例 八德分局 劉○祐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緝 1346 組織犯罪條例 八德分局 余○煇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緝 1347 組織犯罪條例 八德分局 曾○傑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緝 1348 組織犯罪條例 八德分局 李○赫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緝 1349 組織犯罪條例 八德分局 陳○儒 追加起訴

恭 109 偵緝 1350 組織犯罪條例 八德分局 韋○治 追加起訴

翔 109 偵 18385 竊盜 大園分局 D○ANA EFENDI 聲請簡易判決

翔 109 偵 18385 竊盜 大園分局 H○RTONO 聲請簡易判決

翔 109 偵 18385 竊盜 大園分局 R○DY MURDIYANTO 聲請簡易判決

翔 109 偵續 269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朱○真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偵 2253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J○NSAMORN CHAICHAN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22661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謝○佑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2268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劉○君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22710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D○L ROSARIO GRACE SHIELA AGUINALDO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2285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泓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22876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黃○洲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2444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明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偵 19165 入出國移民法 中壢分局 P○AM THI LUYEN 起訴

精 109 偵 19222 侵占 中壢分局 彭○翔 不起訴處分

精 109 偵 19343 妨害公務 楊梅分局 徐○康 起訴

精 109 偵 2268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林○義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偵 2271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曾○旺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偵 2285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孫○宏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偵 22881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P○ROMTHEE SURADECH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偵 22981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潘○寶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偵 2322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曾○旺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16541 肇事逃逸 中壢分局 劉○平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17043 竊盜 中壢分局 魏○翰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18055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曾○英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19858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魏○翰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19923 毀棄損壞 平鎮分局 魏○翰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19925 竊盜 平鎮分局 魏○翰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20020 竊盜 平鎮分局 魏○翰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23245 竊盜 中壢分局 魏○翰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調偵 1510 駕駛業務傷害 桃市龍潭區所 雷○天 起訴



調 109 調偵 1511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龜山調委 陳○祿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調偵 1522 毀棄損壞 桃市大溪區所 劉○逸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撤緩 44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鄧○文 撤銷緩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