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日期109年7月7日至7月9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忠 109 速偵 467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歐○涼 緩起訴處分

忠 109 速偵 46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輝 緩起訴處分

忠 109 速偵 469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陳○林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速偵 470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陳○財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速偵 47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張○琴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速偵 47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嚴○妹 緩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2205 侵占 吉安分局 林○富 起訴

愛 109 偵 2205 侵占 吉安分局 范○隆 起訴

愛 109 偵 2438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梁○軒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愛 109 偵 2438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梁○娟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愛 109 偵 2731 背信 簽○ 田○國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愛 109 偵緝 152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吳○翔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撤緩 82 公共危險

執○科簽分

(原移送機關:花蓮縣警

察局花蓮分局)

王志豪
撤銷緩起訴

(原偵查案號:108年速偵999號)

精 109 調偵 114 妨害自由 花蓮吉安鄉所 曾○勳 起訴．不起訴處分

精 109 調偵 114 妨害自由 花蓮吉安鄉所 倪○荃 起訴．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660 新冠肺炎防治紓困 臺灣高檢 范○玉 緩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661 新冠肺炎防治紓困 臺灣高檢 范○玉 緩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275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王○春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2754 詐欺 臺灣高檢 莊許○旗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信 109 撤緩偵 59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簽分 張○婷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9 調偵 95 殺人未遂 花蓮市公所 余○華 起訴

仁 109 速偵 48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詹○偉 緩起訴處分

仁 109 速偵 48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李○貴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9 速偵 47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李○新 緩起訴處分

合 109 偵 2398 詐欺 三民二局 張○育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合 109 毒偵 255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林○菁 緩起訴處分

合 109 毒偵 354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林○綺 緩起訴處分

合 109 毒偵 405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劉○?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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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109 毒偵 431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簽分 劉○? 聲請簡易判決

合 109 毒偵緝 6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林○菁 緩起訴處分

合 109 軍偵 60 詐欺 吉安分局 高○宸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忠 109 偵 1949 妨害公務 新城分局 賴○誠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9 撤緩 80 公共危險

執○科簽分

(原移送機關:花蓮縣警

察局花蓮分局)

林坤辰

撤銷緩起訴

(原偵查案號:108年度速偵字第

1416號)

忠 109 撤緩 8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原移送機關:花蓮縣警

察局新城分局)

賴勇劦

撤銷緩起訴

(原偵查案號:108年毒偵字第476

號)

明 109 偵 1226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李○福 起訴

明 109 偵 1995 詐欺 臺灣高檢 王○德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明 109 偵 2135 詐欺 新城分局 林○綾 聲請簡易判決

明 109 偵 2501 竊盜 花蓮分局 林○興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明 109 偵 2526 竊盜 吉安分局 張○菡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明 109 偵 2581 詐欺 芳苑分局 鄭○恩 起訴

明 109 偵 2584 詐欺 花蓮分局 李○耿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明 109 偵 2585 詐欺 花蓮分局 李○耿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明 109 毒偵 422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姜○杉 起訴

明 109 軍偵 59 竊盜 花蓮憲兵 黃○弼 緩起訴處分

勤 109 速偵 47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鍾○ 緩起訴處分

勤 109 速偵 475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李王○葉 緩起訴處分

勤 109 速偵 476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吳○輝 緩起訴處分

勤 109 速偵 47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鄔○慶 緩起訴處分

勤 109 速偵 47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李○英 緩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2695 詐欺 花蓮分局 黃○皓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愛 109 偵緝 149 廢棄物清理法 萬華分局 林○守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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