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日期111年8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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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偵 4651 詐欺 臺灣高檢 張○蘭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合 111 毒偵 175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簽分 馮○緯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合 111 毒偵 22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馮○緯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合 111 毒偵 48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馮○緯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合 111 毒偵緝 159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鄭○奇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合 111 軍偵 97 詐欺 臺灣高檢 高○修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合 111 撤緩毒偵緝 1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鄭○奇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明 111 偵 2407 洗錢防制法 吉安分局 何○蔓 起訴

明 111 偵 2407 詐欺 吉安分局 陳○成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明 111 偵 3055 詐欺 民雄分局 林○璟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明 111 偵 3649 洗錢防制法 中壢分局 王○淵 起訴

明 111 偵 3741 洗錢防制法 中三分局 范○朋 起訴

明 111 偵 4094 洗錢防制法 苓雅分局 王○淵 起訴

明 111 偵 4372 洗錢防制法 內湖分局 王○淵 起訴

明 111 偵 4869 詐欺 八德分局 陳○寧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明 111 偵 5062 洗錢防制法 林園分局 王○淵 起訴

明 111 偵緝 437 竊盜 花縣刑大 徐○辰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明 111 偵緝 438 竊盜 花縣刑大 徐○辰 聲請簡易判決

明 111 毒偵 3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曾○芳 緩起訴處分

明 111 毒偵 349 毒品防制條例 觀○人室簽分 林○興 緩起訴處分

明 111 毒偵 463 毒品防制條例 主○檢察官簽分 王○龍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明 111 毒偵 495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林○雯 緩起訴處分

明 111 毒偵 593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許○彥 不起訴處分

明 111 毒偵 647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劉○光 起訴

明 111 毒偵緝 155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徐○隆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明 111 撤緩毒偵 76 毒品防制條例 主○檢察官簽分 林○興 緩起訴處分

明 111 撤緩毒偵 78 毒品防制條例 主○檢察官簽分 曾○芳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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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111 撤緩 186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移送機關：花蓮分局)
尤惠珍

撤銷緩起訴處分

(原偵查案號：110毒偵000731)

潔 111 偵 2834 竊盜 花蓮分局 李○婷 起訴

潔 111 偵 4392 詐欺 鳳林分局 鍾鍾○琪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潔 111 毒偵 55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芳 緩起訴處分

潔 111 毒偵 676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陳○鳳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潔 111 毒偵緝 158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陳○鳳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潔 111 撤緩 174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移送機關：吉安分局)
孫安聖

撤銷緩起訴處分

(原偵查案號：110毒偵緝000097)

潔 111 撤緩 175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移送機關：吉安分局)
孫安聖

撤銷緩起訴處分

(原偵查案號：110毒偵000669)

潔 111 撤緩 185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移送機關：新城分局)
劉啟彬

撤銷緩起訴處分

(原偵查案號：109毒偵00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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