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分 109 偵 10154 侵占 八德分局 林○菁 不起訴處分

分 109 偵 22598 偽證 桃園分局 張○鈞 不起訴處分

分 109 偵 22598 偽證 桃園分局 鄭○妤 不起訴處分

分 109 偵 22986 毀棄損壞 國道一隊 林○耀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分 109 偵 23446 肇事逃逸 中壢分局 黃○正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分 109 偵 23632 竊盜 中壢分局 邱○昌 聲請簡易判決

分 109 偵 24280 妨害名譽 簽○ 陳○雯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16999 傷害 桃園分局 林○添 不起訴處分

孔 109 偵 16999 傷害 桃園分局 陳○寬 起訴

孔 109 偵 19829 竊盜 航空刑大 洪○妮 緩起訴處分

孔 109 偵 19935 竊盜 龜山分局 屠○芳 不起訴處分

孔 109 偵 22550 竊盜 平鎮分局 曾○均 起訴

孔 109 偵 23188 傷害 中壢分局 許○員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09 偵 23293 傷害 桃園分局 江○豐 不起訴處分

孔 109 偵 23624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張○? 不起訴處分

孔 109 偵 23624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廖○婷 不起訴處分

文 109 毒偵 278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吳○俊 起訴

文 109 毒偵 393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葉○呢 不起訴處分

文 109 毒偵 444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林○臻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9 毒偵 4558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黃○凱 起訴

文 109 毒偵 455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湯○睿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9 毒偵 4564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黃○ 緩起訴處分

文 109 撤緩毒偵 50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瑞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23845 電遊場業管理 八德分局 余○岳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23845 電遊場業管理 八德分局 阮○玄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23845 電遊場業管理 八德分局 林○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23845 電遊場業管理 八德分局 莊○宇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23845 電遊場業管理 八德分局 羅○陽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24381 賭博 桃園分局 楊○馭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14778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陳○仁 不起訴處分

令 109 偵 19185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黃○信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09 偵 20021 妨害婚姻家庭 平鎮分局 陳○潔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偵 23046 交通過失傷害 平鎮分局 廖○誼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23171 侵占 蘆竹分局 林○龍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9 毒偵 313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黃○勇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偵續 39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憲 起訴

生 108 偵續 39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憲 起訴

生 109 偵 1436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劉○軒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偵 1490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陳○民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偵 22098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陳○喻 起訴

生 109 偵 24660 妨害名譽 簽○ 莊○生 起訴

生 109 偵緝 1189 竊盜 平鎮分局 李○德 起訴

生 109 偵緝 1478 洗錢防制法 新營分局 陳○喻 起訴

田 109 偵 22742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童○豪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9 偵 22792 詐欺 臺灣高檢 黃○蓓 不起訴處分

田 109 偵 23015 竊盜 航空刑大 林○志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9 偵 23029 交通過失傷害 八德分局 黃○霖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9 偵 23042 詐欺 平鎮分局 余○昀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9 偵 23107 妨害秘密 中壢分局 張○鴻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9 偵 2331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麟 聲請簡易判決

田 109 偵 23535 傷害 桃園分局 鄭○來 不起訴處分

田 109 偵 24416 失火燒燬他物 楊梅分局 簡○志 不起訴處分

田 109 少連偵 285 竊盜 桃園分局 邱○勒 不起訴處分

好 109 偵 9685 肇事逃逸 大溪分局 邱○廷 不起訴處分

好 109 偵 10252 偽造文書 桃園分局 方○文 聲請簡易判決

好 109 偵 21624 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余○婷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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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109 偵 22600 竊盜 桃園分局 朱○海 不起訴處分

好 109 偵 23037 竊盜 八德分局 張○棻 聲請簡易判決

好 109 偵 23305 竊盜 桃園分局 徐○祥 不起訴處分

好 109 偵 23372 竊盜 龍潭分局 林○美 不起訴處分

好 109 偵 23385 肇事逃逸 楊梅分局 潘○毓 聲請簡易判決

好 109 偵 23517 肇事逃逸 平鎮分局 藍○銘 不起訴處分

好 109 偵 23665 竊盜 大園分局 顏○如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19 竊盜 桃園分局 鐘○倫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20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T○DNOY TOEMSAK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21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邱○標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22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黃○哲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2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峻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2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蔡○伸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2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潘○諴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2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旺 緩起訴處分

行 109 速偵 492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唐○良 緩起訴處分

行 109 速偵 492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堯○諾 緩起訴處分

行 109 速偵 492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徐○凱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3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斌 緩起訴處分

行 109 速偵 493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林○廷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3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簡○輝 緩起訴處分

行 109 速偵 4933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洪○花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34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徐○福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3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楊○弘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3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宗○雄 聲請簡易判決

行 109 速偵 4937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張○元 緩起訴處分

行 109 速偵 4938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D○ GUZMAN RAFFY CAMPOS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6748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陳○強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21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強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2726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吳○山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2735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鍾○樞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3328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馬○雄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334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張○智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3490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尤○智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3648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簡○彥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3841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何○龍 起訴

良 109 毒偵 4124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陳○銘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毒偵 413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柴○廷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413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吳○萱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415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顏○興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415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吳○彥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415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黃○涵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毒偵 418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李○銘 起訴

良 109 毒偵 503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吳○銘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戒毒偵 6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美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撤緩毒偵 48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陶○允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撤緩毒偵 48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彭○雯 起訴

良 109 撤緩毒偵 50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魏○豪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撤緩毒偵 52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彭○維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軍毒偵 1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憲兵 葉○泓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撤緩 426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鄭○文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1489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蘇○彥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29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蔡○弘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297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黃○政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364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吳○水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83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賴○潔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98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黃○俊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425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緯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443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緯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494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楊○賓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毒偵 51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亨 起訴

辰 109 撤緩毒偵 51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亨 起訴

辰 109 撤緩 45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鄒○庭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撤緩 469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張○珍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撤緩 470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范○瑞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撤緩 480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陳○宏 撤銷緩起訴處分

和 109 速偵 4740 侵占 龜山分局 黃○楸 緩起訴處分

和 109 速偵 4741 家庭暴力防治 蘆竹分局 林○遠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42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黃○松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4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胡○遠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4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張○源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45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欽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4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江○恩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4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詹○宇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48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蕭○閎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50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謝○杰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5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葉○勝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5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呂○山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5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明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5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謝○豪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5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平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5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5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蕭○山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5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全○環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4759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楊○祐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偵 15596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林○佐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調偵 630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八德區所 高○芳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調偵 1004 毀損債權 北市大安區所 古○鑫 不起訴處分

致 109 毒偵 452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邱○豪 起訴

致 109 毒偵 452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華 起訴

要 109 偵 11503 交通過失傷害 楊梅分局 謝○蘭 不起訴處分

要 109 偵 11503 交通過失傷害 楊梅分局 魏○吉 不起訴處分

要 109 偵 13417 交通過失傷害 龜山分局 黃○琴 不起訴處分

要 109 偵 22914 交通過失傷害 大溪分局 鍾○明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09 調偵 1484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區所 葉○益 不起訴處分

慎 108 偵 24523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彭○偉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慎 108 偵 26795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彭○慶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8 偵 27207 傷害 大園分局 劉○皓 起訴

慎 108 偵 30199 竊盜 蘆竹分局 李○埕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728 家庭暴力防治 桃市婦隊 熊○忠 緩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8118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張○貞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9 偵 11819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鄧○竹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11820 肇事逃逸 簽○ 陳○明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12782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陳○隆 起訴

慎 109 偵 12980 交通過失傷害 大溪分局 林○森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16619 妨害名譽 大園分局 楊○玉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9 偵 18057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林○翰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19619 竊盜 龜山分局 王○華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9 偵 22593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曾○明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9 偵 22642 妨害名譽 清水分局 許○銘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偵 22690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孫姜○德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9 偵 22752 竊盜 八德分局 劉○全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9 偵 2285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高○榮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09 偵 22882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詹○星 緩起訴處分

慎 109 撤緩 43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涂○義 撤銷緩起訴處分

萬 109 偵 15492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陳○詩 不起訴處分



萬 109 偵 18204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吳○森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4867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黃○琮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6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許○浩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6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王○賓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70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王○木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7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石○武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7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吳○勇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7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邵○華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7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許○淵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7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林○郡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7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徐○量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7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劉○維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7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黃○炎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80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許○明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8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翁○祥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4882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吳○程 聲請簡易判決

餘 107 偵 27102 詐欺 桃園分局 許○紳 不起訴處分

餘 107 偵 31610 背信 盧○彥 張○炎 不起訴處分

餘 107 偵 31610 背信 盧○彥 陳○琴 不起訴處分

餘 107 偵 31610 背信 盧○彥 鄭○子 不起訴處分

餘 107 偵 31610 背信 盧○彥 盧○夫 不起訴處分

餘 107 偵 31610 背信 盧○彥 蕭○平 不起訴處分

餘 108 偵 5674 詐欺 臺灣高檢 許○紳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4263 詐欺 蘆竹分局 李○樺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4263 詐欺 蘆竹分局 林○偉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5852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陳○威 起訴

餘 109 偵 7091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張○銍 起訴

餘 109 偵 1048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游○綸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14932 毒品防制條例 文山一局 鍾○成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15204 詐欺 桃園分局 吳○勝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16061 偽造文書 龍潭分局 曾○鄉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17517 妨害自由 簽○ 李○剛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21224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陳○勝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21224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程○婷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22163 偽造文書 簽○ 陳○華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22348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江○暉 不起訴處分

餘 109 偵 24492 詐欺 簽○ 劉○芳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毒偵 450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傑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