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公 109 撤緩 452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高○民 撤銷緩起訴處分

文 109 速偵 5094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黃○興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09 撤緩毒偵 55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禮 起訴

文 109 撤緩毒偵 55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禮 起訴

文 109 撤緩毒偵 55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江○群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偵 15544 妨害性自主罪 中壢分局 陳○龍 起訴

日 109 偵 24018 營利姦淫猥褻 中壢分局 方○佳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24018 營利姦淫猥褻 中壢分局 顧○玲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24570 性騷擾防治法 龜山分局 徐○軒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偵 24682 傷害 簽○ 鄭○明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毒偵 386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張○偉 起訴

冬 109 偵緝 1552 恐嚇取財得利 中一分局 董○翔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5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游○銓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52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丁○英 緩起訴處分

平 109 速偵 5153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曾○鈞 緩起訴處分

平 109 速偵 5154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高○怡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55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邱○暉 緩起訴處分

平 109 速偵 515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潘○鑫 緩起訴處分

平 109 速偵 515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徐○剛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58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盧○全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5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利○志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60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王○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6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蔡○?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6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蘇○村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63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P○NNA EK PAOL 緩起訴處分

平 109 速偵 5164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黃○海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6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喬○騰 緩起訴處分

平 109 速偵 516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亮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6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林○仁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6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蘇○豪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6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邱○豪 緩起訴處分

平 109 速偵 517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儀 緩起訴處分

平 109 速偵 5171 竊盜 中壢分局 劉○華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72 妨害公務 桃園分局 郭○晨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73 妨害公務 八德分局 羅○松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74 妨害公務 桃市刑大 羅○程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5175 竊盜 龜山分局 許○誠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24994 傷害 桃園分局 邱○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25069 詐欺 大園分局 郭○滄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偵 25119 毀棄損壞 龍潭分局 劉○隆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25807 竊盜 大溪分局 徐○明 不起訴處分

永 109 偵 25886 毀棄損壞 龍潭分局 蕭○添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25992 詐欺 中壢分局 羅○岳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偵 27188 性犯罪防治法 簽○ 陳○儀 聲請簡易判決

永 109 撤緩 494 竊盜 執○科簽分 楊○瑋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玉 109 偵 7887 護照條例 特殊勤務隊 李○美 不起訴處分

玉 109 偵 18738 妨害性自主罪 簽○ 邱○德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毒偵 831 毒品防制條例 蘆竹分局 林○宗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毒偵 344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育 起訴

列 108 偵 27496 詐欺 桃園分局 劉○ 起訴

列 108 偵 28625 詐欺 桃園分局 張○金 起訴

列 109 偵 90 詐欺 桃園分局 黃○哲 起訴

列 109 偵 2031 詐欺 桃園分局 黃○哲 起訴

列 109 偵 3411 詐欺 八德分局 游○碩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12195 詐欺 楊梅分局 許○雯 起訴

行 108 偵 32624 藏匿人犯 中壢分局 王○雄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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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08 偵 32624 藏匿人犯 中壢分局 王○維 起訴

行 108 偵 32624 藏匿人犯 中壢分局 吳○偉 起訴

行 108 偵 33589 廢棄物清理法 簽○ 鍾○聖 追加起訴

行 109 偵 15201 重利 桃園分局 林○正 不起訴處分

行 109 偵 15201 重利 桃園分局 徐○峻 不起訴處分

行 109 偵 15201 重利 桃園分局 梁○存 不起訴處分

行 109 偵 15201 重利 桃園分局 陳○宗 不起訴處分

行 109 偵 23841 詐欺 平鎮分局 林○珍 起訴

行 109 偵 24076 傷害 龜山分局 陳○賢 起訴

行 109 偵 26536 詐欺 新北地院 吳○彥 不起訴處分

行 109 毒偵 140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林○河 緩起訴處分

行 109 毒偵 325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林○河 緩起訴處分

行 109 毒偵 477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林○河 緩起訴處分

行 109 調偵 1655 肇事逃逸 桃市桃園區所 鄭○雄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撤緩 51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何○泉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9 偵 18626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黃○國 起訴．不起訴處分

辰 109 偵 2100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祝○龍 起訴

辰 109 偵 2471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賓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1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楊○賓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725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祝○龍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1650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宋○傑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毒偵 224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林○利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276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林○利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310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林○湛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409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楊○媛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479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蘇○孙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500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謝○志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毒偵 53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邱○祥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9 撤緩 481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戴○良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撤緩 48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邱○隆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撤緩 488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陳○智 撤銷緩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24636 銀行法 簽○ 陳○奕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24636 銀行法 簽○ 葉○君 不起訴處分

岡 109 毒偵 439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區○翔 緩起訴處分

岡 109 毒偵 4612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區○翔 緩起訴處分

岡 109 毒偵 4888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葉○清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偵 24884 傷害 簽○ 陳○翰 不起訴處分

忠 109 偵 2503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羅○華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偵 2513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鄭○林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偵 25262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陳○裕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偵 2538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呂○逸 起訴

忠 109 撤緩偵 15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崇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毒偵 404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雲 緩起訴處分

忠 109 毒偵 529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彭○豪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撤緩毒偵 57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杰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調偵 1520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龍潭區所 戴○城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調偵 1698 妨害秘密 桃市龍潭區所 張○浩 不起訴處分

忠 109 調偵緝 72 詐欺 桃市桃園區所 阮呂○樑 不起訴處分

果 109 偵 11151 著作權法 保二一02 林○妤 不起訴處分

果 109 偵 13721 詐欺 蘆洲分局 簡張○月 不起訴處分

松 109 偵 25589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李○勝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2568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林○皇 起訴

松 109 偵 26111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羅○薇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2613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鍾○清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2613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吳○星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09 偵 2613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李○忠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偵 22418 詐欺 桃園分局 林○龍 起訴

建 109 偵 26728 過失傷害 簽○ 周○恒 不起訴處分



建 109 偵 26728 過失傷害 簽○ 錢○仁 不起訴處分

建 109 偵 26728 過失傷害 簽○ 蘇○岳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18355 侵占 龍潭分局 吳○維 起訴

洪 108 偵 18355 侵占 龍潭分局 吳○瑞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18355 侵占 龍潭分局 鍾○玲 起訴

洪 108 偵 21956 侵占 龍潭分局 田○宜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21956 侵占 龍潭分局 吳○維 起訴

洪 108 偵 21956 侵占 龍潭分局 鍾○玲 起訴

洪 109 偵 12198 侵占 平鎮分局 吳許○蘭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12198 侵占 平鎮分局 邱○美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18491 侵占 簽○ 王○婷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18491 侵占 簽○ 吳○維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18491 侵占 簽○ 鍾○玲 起訴

洪 109 偵 18492 竊盜 簽○ 吳○維 起訴

洪 109 偵 18492 竊盜 簽○ 鍾○玲 起訴

洪 109 偵 18609 銀行法 簽○ 林○宏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18609 銀行法 簽○ 曾○菡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18610 銀行法 簽○ 江○棋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18610 銀行法 簽○ 陳○汝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20731 銀行法 簽○ 王○婷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20731 銀行法 簽○ 鍾○玲 起訴

洪 109 偵 26188 竊佔 簽○ 王○琴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26189 妨害名譽 簽○ 薛○蓉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18331 詐欺 簽○ 周○孙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1104 賭博 平鎮分局 黃張○蘭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偵 21292 妨害秩序 桃園分局 吳○弘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1292 妨害秩序 桃園分局 林○傑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1292 妨害秩序 桃園分局 張○豪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1292 妨害秩序 桃園分局 陳○宏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1609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卞○宗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3781 槍砲彈刀條例 桃市刑大 林○軒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偵 23997 詐欺 中壢分局 張○傑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4091 竊佔 桃園分局 林○忠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4091 竊佔 桃園分局 徐○忠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4091 竊佔 桃園分局 彭○樺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4604 妨害信用 八德分局 鄭○心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4628 詐欺 楊梅分局 葉○德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6592 詐欺 臺灣高檢 張○傑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緝 1404 詐欺 簽○ 陳○ 起訴

珍 109 選偵續 1 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檢 王○婷 不起訴處分

秋 109 毒偵 198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祺 起訴

秋 109 毒偵 290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郭○銘 聲請簡易判決

倫 109 偵 20464 詐欺 蘆竹分局 李○生 不起訴處分

倫 109 偵 20464 詐欺 蘆竹分局 唐○諏 不起訴處分

倫 109 偵 20464 詐欺 蘆竹分局 馮○蓮 不起訴處分

倫 109 偵緝 1526 詐欺 桃市刑大 陶○華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偵 20952 傷害 平鎮分局 江○霆 起訴

張 108 偵 20952 傷害 平鎮分局 葉○期 起訴

暑 109 毒偵 385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張○誠 不起訴處分

暑 109 毒偵 434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范○騰 不起訴處分

暑 109 毒偵 434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單○瑀 不起訴處分

暑 109 毒偵 435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蕭○靜 不起訴處分

暑 109 毒偵緝 270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張○誠 不起訴處分

暑 109 毒偵緝 271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張○誠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4333 詐欺 中壢分局 林○儀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4333 詐欺 中壢分局 林○城 不起訴處分

量 109 偵 4695 傷害 楊梅分局 劉○欣 不起訴處分

黃 109 偵 2503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黃○泉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25383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蘇○賢 起訴

慎 109 毒偵 3220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黃○琴 緩起訴處分

慎 109 毒偵 378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宋○銘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7 調偵 2157 侵占 桃市桃園調委 黃○美 不起訴處分

精 109 偵 13205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鄭○琴 不起訴處分

精 109 偵 25162 傷害 八德分局 康○雄 起訴

精 109 偵 27215 傷害 簽○ 黃○榮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32007 妨害秘密 平鎮分局 宋○貞 不起訴處分

鳳 109 偵 5542 著作權法 中正二局 彭○棋 不起訴處分

鳳 109 偵 10381 妨害電腦使用 苗栗分局 曾○仁 不起訴處分

鳳 109 偵 12374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林○娟 不起訴處分

鳳 109 偵 12558 妨害名譽 龜山分局 楊○媛 不起訴處分

鳳 109 偵 15017 詐欺 桃園分局 游○字 不起訴處分

鳳 109 偵 15134 妨害自由 簽○ 謝○興 不起訴處分

鳳 109 速偵 502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李○銘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2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李○義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30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廖○利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3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S○NITCHON APHISIT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32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呂○鎮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3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王○中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3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楊○城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3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許○家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3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吳○洲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3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桐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38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吳○川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3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涂○澤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40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翁○銘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4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廖○秀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4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戴○申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43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吳○霖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44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吳○輝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4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鍾○昌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46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李○榮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4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潘○甫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49 竊盜 大園分局 羅○成 不起訴處分

鳳 109 速偵 5050 竊盜 桃園分局 林○霖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9 速偵 5052 竊盜 中壢分局 胡○虎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9 偵 15684 毀損債權 簽○ 王○瑀 不起訴處分

露 109 毒偵 504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紀○堂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