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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10 偵 30084 交通過失傷害 楊梅分局 劉○蓮 起訴

文 110 偵 30129 交通過失傷害 龜山分局 陳○益 起訴

文 110 偵 32860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宋○豪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10 偵 34044 毀棄損壞 桃園分局 宋○豪 聲請簡易判決

文 110 偵 34273 毀棄損壞 簽○ 陳○衣 不起訴處分

玉 110 少連偵緝 27 傷害 彰化分局 吳○信 追加起訴

生 109 毒偵 7827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張○平 緩起訴處分

生 110 偵緝 1930 洗錢防制法 桃市刑大 莊○寬 起訴

生 110 偵緝 1931 要塞堡壘地法 桃市刑大 莊○寬 起訴

生 110 偵緝 1932 洗錢防制法 桃市刑大 莊○寬 起訴

生 110 偵緝 1935 洗錢防制法 桃市刑大 莊○寬 起訴

生 110 偵緝 1938 毀棄損壞 桃市刑大 莊○寬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10 毒偵 2996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范○翔 不起訴處分

生 110 毒偵 3371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張○平 緩起訴處分

生 110 毒偵 5643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張○鑫 不起訴處分

生 110 毒偵 5644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張○銘 不起訴處分

生 110 毒偵 5936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劉○翰 不起訴處分

列 110 偵 256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憲兵 王○駒 不起訴處分

列 110 偵 1181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憲兵 陸○熠 不起訴處分

列 110 偵 16257 竊盜 大溪分局 劉○祥 起訴

列 110 偵 21330 毀棄損壞 王黃○玉 羅○強 不起訴處分

列 110 偵 27709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陸○熠 起訴

列 110 偵 31492 竊盜 中壢分局 K○ATAIJAN NARONG 不起訴處分

列 110 偵 31492 竊盜 中壢分局 傅○立 不起訴處分

列 110 偵 31684 侵占 桃園分局 莊○ 不起訴處分

列 110 偵 31848 毀棄損壞 大園分局 L○ NGOC LAM 起訴．不起訴處分

列 110 偵 32513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G○LDHORN BRADLEY JAMES 不起訴處分

列 110 偵 32778 槍砲彈刀條例 臺灣高檢 王○彤 追加起訴

列 110 偵續 133 詐欺 臺灣高檢 韓○威 不起訴處分

列 110 毒偵 5944 毒品防制條例 大溪分局 陸○熠 起訴

列 110 軍偵 127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傅○震 不起訴處分

列 110 軍調偵 12 妨害名譽 桃市八德調委 曾○禎 不起訴處分

竹 110 偵 28810 毀棄損壞 龍潭分局 賴○登 不起訴處分

竹 110 偵 28918 竊盜 桃園分局 詹○宇 起訴

竹 110 偵 29125 竊盜 平鎮分局 詹○宇 起訴

竹 110 偵 31936 傷害 大園分局 吳○慶 起訴．不起訴處分

竹 110 偵 32063 竊盜 桃園分局 蕭○婷 聲請簡易判決

竹 110 偵 32160 傷害 龜山分局 蔡○宸 起訴

竹 110 偵 32169 竊盜 中壢分局 詹○宇 起訴

竹 110 偵 32893 竊盜 八德分局 吳李○妹 不起訴處分

竹 110 偵 34481 毀棄損壞 中壢分局 詹○宇 起訴

竹 110 偵 34508 竊盜 中壢分局 詹○宇 起訴

竹 110 調偵 1639 妨害自由 新北林口調委 許○昌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偵 3426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弘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 4785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廖○盛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 5979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林○樂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 6517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吳○嵩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緝 405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林○文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緝 407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林○文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毒偵緝 408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林○文 不起訴處分

孝 110 撤緩 336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陳○言 撤銷緩起訴處分

和 110 速偵 433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王○仁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37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周○生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38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陳○維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39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張○琴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40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李○銘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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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10 速偵 4341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S○MSAWAT SOMPONG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4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廖○文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43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王○維 緩起訴處分

和 110 速偵 434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N○UYEN VAN DANG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4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莊○仁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46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劉○辰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47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葉○戎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4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陳○國 緩起訴處分

和 110 速偵 4349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吳○順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50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任○麒 緩起訴處分

和 110 速偵 4351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吳○偉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53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池○?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54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陳○忠 緩起訴處分

和 110 速偵 4355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黃○婷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56 妨害公務 龜山分局 ?○翔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57 傷害 平鎮分局 黃○定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58 妨害自由 蘆竹分局 謝○漢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59 竊盜 楊梅分局 陳○杰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60 妨害公務 桃園分局 冷○紫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10 速偵 4361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黃○愷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10 偵 22033 偽造文書 桃園市調查處 台○科亞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往 110 偵 22033 偽造文書 桃園市調查處 吳○詮 緩起訴處分

往 110 偵 22033 偽造文書 桃園市調查處 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往 110 偵 22033 偽造文書 桃園市調查處 林○如 緩起訴處分

往 110 偵 22033 偽造文書 桃園市調查處 徐○娟 緩起訴處分

往 110 偵 22033 偽造文書 桃園市調查處 張○杰 緩起訴處分

往 110 撤緩偵 114 妨害公務 簽○ 黃○心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10 撤緩 330 偽證 執○科簽分 郭○昇 撤銷緩起訴處分

河 110 偵 27553 偽造文書 中壢分局 彭○蓁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偵 27553 偽造文書 中壢分局 劉○圻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偵 27712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丁○玉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偵 30835 妨害自由 蘆竹分局 唐○彬 起訴

河 110 偵 33838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邱○木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偵 35469 誣告 簽○ 吳○壽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偵 35469 誣告 簽○ 林○峰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偵 35469 誣告 簽○ 林○騰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偵 35469 誣告 簽○ 陳○慶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偵 35469 誣告 簽○ 陳○賓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調偵 274 侵占 桃市中壢調委 馮○堂 起訴

河 110 調偵 1586 妨害秩序 新北林口調委 古○銘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調偵 1586 妨害秩序 新北林口調委 張○翔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調偵 1586 妨害秩序 新北林口調委 陳○安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調偵 1586 妨害秩序 新北林口調委 黃○詠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調偵 1586 妨害秩序 新北林口調委 黃○隆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調偵 1586 妨害秩序 新北林口調委 楊○毅 不起訴處分

河 110 調偵 1586 妨害秩序 新北林口調委 顏○安 不起訴處分

信 110 偵 10604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甘○宇 不起訴處分

律 110 速偵 439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鍾○雄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39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邱○龍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00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晁○發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0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劉○祥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02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原○偉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0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葉○宸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0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王○賢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0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賴○鳳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07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吳○嘉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08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楊○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09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張○強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10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廖○燦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1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鄭○祥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12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邱○涵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1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R○CHATAMONGKHONSAKUN RACHATA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14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U○PATHUM KHAMNUENG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15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P○OWONG THANIN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16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D○SH SRINIVAS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17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羅○生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18 侵占 桃園分局 陳○?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19 竊盜 大溪分局 盧○雄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0 速偵 4420 妨害公務 桃市刑大 許○鎧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10 偵 25313 妨害名譽 中壢分局 尤○? 不起訴處分

秋 110 偵 32525 詐欺 土城分局 A○NE DONALD CHUA 不起訴處分

秋 110 偵 35702 詐欺 簽○ 黃○梵 不起訴處分

秋 110 偵 35703 妨害名譽 簽○ 林○富 不起訴處分

秋 110 偵 35704 偽造文書 簽○ 莊○融 聲請簡易判決

翔 110 偵 13132 交通過失致死 桃園分局 林○翰 起訴

翔 110 偵 13132 交通過失致死 桃園分局 黃○立 起訴

翔 110 偵 13589 商業會計法 簽○ 何○維 不起訴處分

翔 110 偵 13589 商業會計法 簽○ 顧○銘 不起訴處分

翔 110 少連偵 411 洗錢防制法 蘆竹分局 王○迪 起訴

黃 110 偵 13723 詐欺 簽○ ?○鋒 不起訴處分

精 110 毒偵 3823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唐○生 緩起訴處分

精 110 毒偵 396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許○亭 緩起訴處分

精 110 毒偵 702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林○宗 緩起訴處分

精 110 撤緩毒偵 44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徐○來 不起訴處分

鳳 110 速偵 4470 竊盜 桃園分局 曾○琪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10 速偵 4471 竊盜 中壢分局 蔡○長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10 速偵 4472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潘○慧 緩起訴處分

鳳 110 速偵 4473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王○元 緩起訴處分

鳳 110 速偵 447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豊○偉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10 速偵 447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市刑大 P○TISANGKHATE WIANGCHAI聲請簡易判決

鳳 110 速偵 447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王○有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10 速偵 4478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邱○民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10 速偵 4479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王○煌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10 毒偵 617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葉○瑋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10 偵 25867 詐欺 桃園分局 范姜○聖 不起訴處分

藏 110 偵 25892 家庭暴力防治 桃園分局 林○全 不起訴處分

藏 110 偵 25892 家庭暴力防治 桃園分局 謝○臻 不起訴處分

露 109 偵 3540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簡○彥 起訴

露 110 偵 25820 詐欺 大園分局 顏○ 起訴

露 110 偵 27282 詐欺 大園分局 顏○ 起訴

露 110 偵 34295 背信 謝○強 彭○豪 不起訴處分

露 110 偵 34295 背信 謝○強 廖○揚 不起訴處分

露 110 偵 34296 妨害自由 江○基 林○安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