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日期111年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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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110 毒偵 702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黃○昇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合 111 偵 793 詐欺 大雅分局 王○彤 起訴

合 111 偵 2205 詐欺 新莊分局 江○恆 起訴

合 111 偵 2890 竊盜 吉安分局 林○良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合 111 偵 3056 洗錢防制法 士林分局 邱○惠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合 111 偵 3333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詹○皓 聲請簡易判決

合 111 偵緝 314 詐欺 鳳林分局 胡○娟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合 111 偵緝 316 洗錢防制法 新城分局 陳○中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合 111 撤緩 9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原移送機關：花蓮分

局、新城分局）

黃國隆
撤銷緩起訴處分

(原偵查案號110毒偵21、217)

合 111 撤緩 10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原移送機

關：高檢署）
邱奕馮

撤銷緩起訴處分

(原偵查案號110毒偵355)

合 111 撤緩 120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原移送機

關：吉安分局）
莊天華

撤銷緩起訴處分

(原偵查案號110毒偵618)

合 111 撤緩 121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原移送機

關：花蓮分局）
莊天華

撤銷緩起訴處分

(原偵查案號110毒偵68)

明 111 偵 3052 竊盜 花蓮分局 蔡○霖 聲請簡易判決

明 111 偵 3347 竊盜 花蓮分局 王○茿 聲請簡易判決

明 111 偵 3536 詐欺 花蓮地院 楊○偉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明 111 偵 3640 詐欺 文山二局 陳○宏 起訴

明 111 偵 3658 詐欺 中和分局 陳○宏 起訴

明 111 偵 3682 詐欺 花蓮分局 陳○鈞 起訴

明 111 偵 3802 詐欺 左營分局 藍○豪 起訴

明 111 毒偵緝 142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温○茂 聲請簡易判決

明 111 毒偵緝 143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温○茂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11 偵 2452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P○OTHICHANET

ARKHOM
起訴

強 111 偵 3066 妨害自由 檢○官簽分 徐○堅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強 111 偵 3066 妨害自由 檢○官簽分 楊○清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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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111 偵 3573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一隊
P○OTHICHANET

 ARKHOM
起訴

強 111 撤緩偵 59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簽分 陳○利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11 速偵 39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興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11 速偵 39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穎 緩起訴處分

強 111 速偵 39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尹○義 緩起訴處分

強 111 速偵 395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武○興 緩起訴處分

強 111 調偵 164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謝○玄 起訴

強 111 調偵 174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陳○廷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強 111 撤緩 123 公共危險
執○科簽分（原移送機

關：鳳林分局）
曾浩偉

撤銷緩起訴處分

(原偵查案號110偵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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