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10 速偵 3665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藍○智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10 速偵 3666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江○明 緩起訴處分

仁 110 速偵 366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何○忠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10 速偵 366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陳○名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10 速偵 3669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徐○揚 緩起訴處分

仁 110 速偵 367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吳○賢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10 速偵 367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陳○駿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10 速偵 3672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鄭○?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10 速偵 367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鍾○欣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10 速偵 367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王○儒 緩起訴處分

仁 110 速偵 367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林○傑 緩起訴處分

仁 110 速偵 367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N○UYEN VAN ANH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10 速偵 367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朱○學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10 速偵 367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簡○男 緩起訴處分

仁 110 速偵 367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源 緩起訴處分

仁 110 速偵 368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施○哲 緩起訴處分

仁 110 速偵 3681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楊○凱 緩起訴處分

仁 110 速偵 3682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黃○林 緩起訴處分

仁 110 速偵 3683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邱○俊 緩起訴處分

仁 110 速偵 3684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楊○賢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10 速偵 3685 竊盜 中壢分局 張○滿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10 偵 24943 侵占 中壢分局 于○綱 聲請簡易判決

孔 110 偵 26082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陳○茵 不起訴處分

孔 110 偵 26200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林○春 不起訴處分

孔 110 偵 27696 竊盜 龜山分局 鄭○旺 不起訴處分

孔 110 偵 28974 侵占 大園分局 黃○賢 不起訴處分

孔 110 偵 29202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陳○全 不起訴處分

孔 110 偵 29202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黃○琳 不起訴處分

孔 110 偵 29202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蕭○申 不起訴處分

孔 110 偵 30092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許○維 不起訴處分

孔 110 偵 30719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侯○和 不起訴處分

孔 110 偵 30719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簡○騫 不起訴處分

令 110 偵 816 竊盜 中壢分局 鄭○軒 起訴

令 110 偵 24650 竊盜 中壢分局 鄭○軒 起訴

令 110 偵 29057 傷害 楊梅分局 傅○煌 起訴

令 110 偵 29057 傷害 楊梅分局 劉○威 起訴

令 110 偵 29107 傷害 大溪分局 錡○美 不起訴處分

令 110 偵 30249 傷害 龍潭分局 鍾○倫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10 偵 30323 傷害 蘆竹分局 陳○秋 不起訴處分

令 110 偵 30422 傷害 大園分局 張○傑 聲請簡易判決

令 110 偵 30428 傷害 楊梅分局 黃○潁 不起訴處分

平 110 速偵 3771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李○正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0 速偵 377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張○基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0 速偵 3773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林○峰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0 速偵 3774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杜○玲 緩起訴處分

平 110 速偵 377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許○雄 緩起訴處分

平 110 速偵 3776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張○生 緩起訴處分

平 110 速偵 377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楊○義 緩起訴處分

平 110 速偵 377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利 緩起訴處分

平 110 速偵 3779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于○淳 緩起訴處分

平 110 速偵 378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姜○騏 緩起訴處分

平 110 速偵 378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李○文 緩起訴處分

平 110 速偵 3782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陳○鑫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0 速偵 3783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吳○慈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0 速偵 3784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卓○傑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0 速偵 3785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呂○賢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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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110 速偵 3786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張○萬 緩起訴處分

平 110 速偵 3787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陳○傑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0 速偵 378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余○傑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0 速偵 378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李○龍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0 速偵 379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曾○豪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0 速偵 3791 竊盜 平鎮分局 李○穎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0 速偵 3792 竊盜 中壢分局 吳○媚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10 撤緩 31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廖○益 撤銷緩起訴處分

生 110 毒偵 202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沈○雱 不起訴處分

地 110 撤緩 169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林○瑄 撤銷緩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14145 竊盜 大園分局 何○清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14657 交通過失傷害 楊梅分局 傅○鋒 聲請簡易判決

妙 110 偵 15004 詐欺 中壢分局 楊○桑 起訴

妙 110 偵 15060 毀棄損壞 大溪分局 彭○偉 聲請簡易判決

妙 110 偵 16878 妨害自由 大溪分局 彭○偉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妙 110 偵 17188 毀棄損壞 大溪分局 彭○偉 聲請簡易判決

妙 110 偵 17237 竊盜 龜山分局 鍾○卿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17569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王○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17695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林○學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17695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張○毅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17735 竊盜 中壢分局 吳○正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18145 電遊場業管理 桃園分局 洪○洲 起訴

妙 110 偵 18145 電遊場業管理 桃園分局 陳○霖 起訴

妙 110 偵 18145 賭博 桃園分局 翁○榮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28565 傷害 簽○ 黃○俞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28953 傷害 大溪分局 岩○賢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28953 傷害 大溪分局 烏○傑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29444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黃○澤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30066 竊盜 大園分局 胡○琪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 30354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陳○凱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偵緝 874 竊盜 龍潭分局 葉○峰 起訴

妙 110 調偵 1190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楊梅調委 蔡○鋒 不起訴處分

妙 110 調偵 1193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干○軒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9 毒偵 448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簡○宏 不起訴處分

孝 109 毒偵 695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簡○宏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 524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簡○宏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 3391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簡○宏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 339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簡○宏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 359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簡○宏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 4630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曾○奇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 4884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陳○鋒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 4885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陳○鋒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 6064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曾○瑋 緩起訴處分

孝 110 撤緩 281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葉○山 撤銷緩起訴處分

孝 110 撤緩 290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翁○豪 撤銷緩起訴處分

孝 110 撤緩 291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蔡○諺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397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林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432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林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486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林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5053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王○鳴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567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王○鳴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毒偵 7184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王○鳴 不起訴處分

辰 110 毒偵 94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王○鳴 不起訴處分

辰 110 毒偵 3435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徐○明 不起訴處分

辰 110 毒偵 3663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鄧○敦 緩起訴處分

辰 110 毒偵 367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昇 緩起訴處分

辰 110 毒偵 367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昇 緩起訴處分

辰 110 毒偵 443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林 不起訴處分



辰 110 毒偵 4563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王○棋 緩起訴處分

辰 110 毒偵 501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張○林 不起訴處分

辰 110 毒偵 528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王○鳴 不起訴處分

辰 110 毒偵 5845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張○倫 緩起訴處分

往 110 偵 27764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警局 曹○韻 起訴

往 110 偵 32578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曹○韻 起訴

松 110 偵 23016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林○緯 不起訴處分

松 110 偵 23016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張○培 不起訴處分

松 110 偵 24002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蔡○展 不起訴處分

松 110 偵 24972 傷害 平鎮分局 張○傑 不起訴處分

松 110 偵 26230 傷害 蘆竹分局 呂○德 不起訴處分

松 110 偵 26291 交通過失傷害 大溪分局 徐○珠 不起訴處分

松 110 偵 26291 交通過失傷害 大溪分局 簡○偉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10 偵 26338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李○麟 不起訴處分

松 110 偵 26426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陳○宇 不起訴處分

松 110 偵 26429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江○萍 不起訴處分

松 110 偵 26443 過失傷害 龜山分局 鍾○三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10 偵 28840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李○高 不起訴處分

松 110 調偵 914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陳○兆 聲請簡易判決

松 110 調偵 1151 毀棄損壞 桃市平鎮調委 黃○榮 不起訴處分

松 110 調偵 1231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大園調委 林○俍 不起訴處分

松 110 軍偵 175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葉○福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偵 31832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許○彥 追加起訴

珍 110 偵 28739 偽造文書 龜山分局 李○芳 聲請簡易判決

要 110 偵 28905 傷害 桃園分局 黃○義 不起訴處分

要 110 偵 28945 侵占 中壢分局 曾○煒 不起訴處分

要 110 偵 29412 交通過失傷害 平鎮分局 陳○琪 不起訴處分

要 110 偵 29528 毀棄損壞 楊梅分局 張○賓 不起訴處分

要 110 偵 30228 妨害名譽 平鎮分局 黃○圳 不起訴處分

修 110 偵 16808 藏匿人犯 八德分局 蘇○月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10 偵 23034 傷害 大溪分局 潘○名 不起訴處分

修 110 偵 23034 毀棄損壞 大溪分局 田○颯 聲請簡易判決

修 110 偵 24819 肇事逃逸 桃園分局 李○旭 不起訴處分

修 110 偵 24852 詐欺 中壢分局 郭○翔 起訴

修 110 偵 26420 詐欺 中壢分局 郭○翔 起訴

修 110 偵 26427 詐欺 中壢分局 郭○翔 起訴

修 110 偵 26471 詐欺 中壢分局 郭○翔 起訴

修 110 偵 28809 詐欺 龍潭分局 郭○翔 起訴

修 110 偵 28939 詐欺 中壢分局 郭○翔 起訴

修 110 偵 29080 詐欺 中壢分局 郭○翔 起訴

修 110 偵 29455 交通過失傷害 中壢分局 游○鈞 不起訴處分

修 110 偵 31298 詐欺 龍潭分局 郭○翔 起訴

修 110 偵 31299 詐欺 平鎮分局 郭○翔 起訴

修 110 偵 31299 竊盜 平鎮分局 番○恆 不起訴處分

恭 110 毒偵 18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西 不起訴處分

荒 110 速偵 3879 竊盜 桃園分局 王○明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80 竊盜 楊梅分局 黃○水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81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李○德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82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宋○緯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83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廖○潔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8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王○銘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8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呂○慶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8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邱○清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8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呂○傑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88 公共危險 桃市刑大 徐○城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8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李○財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90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李○光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9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鄭○彰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9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周○鵬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93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李○文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9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陳○安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9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張○元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9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蕭○德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97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陳○志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3898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一隊 賴○紳 緩起訴處分

張 110 速偵 3686 竊盜 中壢分局 郭○愷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87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郭○文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88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呂○?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89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石○強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9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廖○堂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9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彭○志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9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羅○彬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9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葉○文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9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楊○崗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9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姜○城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9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陳○輝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9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吳○文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9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如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69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李○紘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70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江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701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李○晟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70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洪○仁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703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福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70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謝○章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705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林○陞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0 速偵 3706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李○緯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10 撤緩毒偵 21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鄭○鴻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撤緩毒偵 218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鄭○鴻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撤緩毒偵 219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鄭○鴻 緩起訴處分

慎 109 毒偵 3825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魏○義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毒偵 4730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魏○義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毒偵 5459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魏○義 不起訴處分

慎 109 毒偵 5984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魏○義 不起訴處分

慎 110 毒偵 331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魏○義 不起訴處分

慎 110 毒偵 2452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鍾○昶 緩起訴處分

慎 110 毒偵 289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鄧○廷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10 毒偵 2953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魏○義 不起訴處分

慎 110 毒偵 3275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陳○文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10 毒偵 327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何○勝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10 毒偵 328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郭○騫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10 毒偵 3281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蘇○娟 聲請簡易判決

慎 110 毒偵 4200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陳○源 不起訴處分

慎 110 毒偵 4201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陳○良 起訴

慎 110 毒偵 483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徐○雄 緩起訴處分

慎 110 毒偵 484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蘇○樺 不起訴處分

慎 110 毒偵 5545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陳○源 不起訴處分

慎 110 毒偵 5754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魏○義 不起訴處分

慎 110 戒毒偵 14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葉○順 不起訴處分

慎 110 撤緩毒偵 20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彭○生 緩起訴處分

慎 110 撤緩毒偵 20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彭○生 緩起訴處分

萬 109 毒偵 3718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呂○貞 不起訴處分

萬 110 毒偵 3081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呂○貞 不起訴處分

萬 110 毒偵 308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呂○貞 不起訴處分

萬 110 毒偵 500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林○松 緩起訴處分

萬 110 毒偵 5008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林○松 緩起訴處分

精 110 偵 16983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李○華 不起訴處分



精 110 偵 24512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黃○州 不起訴處分

精 110 偵 2879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呂○景 起訴

精 110 偵 3129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徐○煌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10 偵 32580 交通過失傷害 簽○ 白○亮 不起訴處分

精 110 毒偵 3114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陳○德 緩起訴處分

精 110 毒偵 371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楊○輝 緩起訴處分

精 110 毒偵 4159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游○棱 緩起訴處分

精 110 少連偵 412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李○寅 不起訴處分

儉 110 撤緩 309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陳○偉 撤銷緩起訴處分

調 109 毒偵 7545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湯○泳 不起訴處分

調 110 偵 272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謝○哲 起訴

調 110 偵 7465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王○豪 不起訴處分

調 110 偵 7465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潘○庭 不起訴處分

調 110 偵 13801 交通過失傷害 大園分局 莊○舜 不起訴處分

調 110 偵 24483 妨害名譽 新店分局 童○儒 不起訴處分

調 110 偵 27057 交通過失傷害 八德分局 姜○行 不起訴處分

調 110 毒偵 537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湯○泳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15835 詐欺 桃園分局 黃○祐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18943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劉○?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18943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錢○品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19048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范姜○志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19092 竊盜 龍潭分局 徐○強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19092 竊盜 龍潭分局 許○全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19120 詐欺 大溪分局 吳○修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19913 商標法 智財分署 翁○吉 起訴

蘭 110 偵 20909 詐欺 八德分局 黃○祐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22167 詐欺 烏日分局 黃○祐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24118 傷害 龍潭分局 N○UYEN CONG THAI 起訴．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24261 詐欺 桃園分局 吳○葦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24261 詐欺 桃園分局 黃○祐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24317 商標法 保二刑一 楊○ 起訴

蘭 110 偵 29885 詐欺 簽○ 張○進 不起訴處分

蘭 110 偵 30809 商標法 中港總隊 楊○ 起訴

蘭 110 調偵緝 121 詐欺 桃市蘆竹調委 董○凱 不起訴處分

露 109 毒偵 550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沈○宗 不起訴處分

露 110 偵 27788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吳○? 起訴

露 110 偵 27788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陳○蕙 不起訴處分

露 110 偵 30007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吳○? 起訴

露 110 偵 30007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陳○蕙 不起訴處分

露 110 偵 31855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吳○? 起訴

露 110 毒偵 15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沈○宗 不起訴處分

露 110 毒偵 2205 毒品防制條例 萬華分局 沈○宗 不起訴處分

露 110 毒偵 335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李○宜 起訴

歡 110 偵 14767 詐欺 桃園分局 詹○晟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10 偵 17306 詐欺 桃園分局 詹○晟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10 偵 24663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徐○城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10 偵 24793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王○文 不起訴處分

歡 110 偵 24913 交通過失傷害 龜山分局 田○珍 不起訴處分

歡 110 偵 25633 竊盜 龜山分局 呂○新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10 偵 25646 搶奪 蘆竹分局 高○清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10 偵 26360 竊盜 八德分局 梁○玲 聲請簡易判決

歡 110 偵 31379 交通過失傷害 簽○ 鄭○逸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歡 110 偵 31380 誣告 簽○ 彭○宇 不起訴處分

歡 110 調偵 1315 交通過失傷害 桃市大溪調委 邱○貞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