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日期11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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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110 偵 1181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林陳○宏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10 偵 3360 毀棄損壞 鳳林分局 陳○保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10 偵 3625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劉○珍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10 偵 3831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趙○淳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平 110 偵 3831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劉○堯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平 110 偵 3831 兒少福利權益 花蓮分局 江○恒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10 偵 3988 兒少性剝削 花蓮分局 鄭○宗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10 偵 4091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賴○豪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10 偵 4313 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H○A VAN HAO 起訴

平 110 偵 4313 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李○福 起訴

平 110 偵 4313 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李○祥 起訴

平 110 偵 4313 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張齊○財 起訴

平 110 偵 4313 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郭○振 起訴

平 110 偵 4313 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潘○益 起訴

平 110 調偵 225 傷害 花蓮市公所 邱○文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10 調偵 225 傷害 花蓮市公所 張○輝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10 調偵 225 傷害 花蓮市公所 陳○龍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10 調偵 226 性騷擾防治法 花蓮市公所 吳○庭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10 調偵 227 傷害 花蓮市公所 仲○恩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10 調偵 228 毀棄損壞 花蓮吉安鄉所 林○茂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10 調偵緝 14 詐欺 花蓮市公所 黃○強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10 軍撤緩偵 2 詐欺 檢○官簽分 邱○誌 緩起訴處分

合 109 偵 4214 詐欺 臺灣高檢 邱○達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合 109 偵 4214 詐欺 臺灣高檢 商○豐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合 110 偵 774 詐欺 臺灣高檢 彭○振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合 110 偵 1100 詐欺 吉安分局 洪○翔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合 110 偵 3524 詐欺 玉里分局 高○玉 起訴

合 110 偵緝 312 竊盜 花蓮分局 莊○榮 聲請簡易判決

合 110 偵緝 313 竊盜 花蓮分局 莊○榮 聲請簡易判決

合 110 偵緝 314 竊盜 花蓮分局 莊○榮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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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110 毒偵 109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張○華 緩起訴處分

作 110 偵 2107 詐欺 吉安分局 張○弘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作 110 偵 2552 妨害名譽 檢○官簽分 王○壯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作 110 偵 2552 妨害名譽 檢○官簽分 胡○仁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作 110 偵 2552 妨害名譽 檢○官簽分 謝○穎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作 110 偵 2552 妨害名譽 檢○官簽分 謝○良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作 110 偵 3662 傷害 吉安分局 林○禾 起訴

作 110 偵 3976 交通致傷逃 玉里分局 鍾○財 緩起訴處分

作 110 調偵 204 妨害名譽 花蓮玉里鎮所 廖○嫻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作 110 調偵 222 妨害公務 花蓮市公所 林○朧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10 撤緩 131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原移送機關：鳳林分局)
許永祥

撤銷緩起訴處分

(原偵查案號：110偵17號)

孝 110 偵 3689 交通致傷逃 吉安分局 陳○寶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孝 110 偵 417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鄭○宏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10 撤緩偵 80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簽分 鄧○華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10 調偵 105 毀棄損壞 花蓮壽豐鄉所 李○任 起訴

孝 110 調偵 106 毀棄損壞 花蓮壽豐鄉所 李○任 起訴

孝 110 調偵 106 毀棄損壞 花蓮壽豐鄉所 林○瑞 起訴

孝 110 調偵 106 毀棄損壞 花蓮壽豐鄉所 蕭○茗 起訴

明 110 偵 2821 竊盜 花蓮分局 陳○妏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明 110 偵 3508 詐欺 大溪分局 潘○傑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明 110 偵 3859 詐欺 大溪分局 潘○傑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明 110 偵 4226 詐欺 吉安分局 林○雲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明 110 毒偵 43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蔡○基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明 110 毒偵 43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蔡○基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明 110 毒偵 43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蔡○基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信 110 速偵 54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金○玲 緩起訴處分

信 110 速偵 54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劉○信 緩起訴處分

信 110 速偵 54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龍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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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10 速偵 546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林○成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10 速偵 54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鄭○輝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10 速偵 54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杜○琦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10 偵 3700 竊盜 吉安分局 梁○龍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強 110 偵 3701 竊盜 吉安分局 曾○星 起訴

強 110 偵 3930 竊盜 吉安分局 潘○安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強 110 偵 4451 竊盜 吉安分局 梁○龍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強 110 偵 4451 竊盜 吉安分局 曾○星 起訴

強 110 偵 4451 竊盜 吉安分局 潘○安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強 110 速偵 55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達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10 速偵 55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劉○鴻 緩起訴處分

強 110 速偵 55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楊○淇 緩起訴處分

勤 110 速偵 54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祥 緩起訴處分

勤 110 速偵 55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吳○明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10 速偵 55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雯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10 速偵 55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曹○輝 緩起訴處分

誠 110 偵 3368 詐欺 吉安分局 廖○萍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10 偵 3452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張○昌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10 偵 3452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謝○真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10 偵 3498 詐欺 臺灣高檢 溫○宇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10 偵 3777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杜○傑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10 偵 3968 誣告 檢○官簽分 鄭○文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10 撤緩偵 76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簽分 余○珍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10 調偵 194 詐欺 花蓮市公所 趙○賢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精 110 速偵 54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胡○涵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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