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4.08.31-10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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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偵 3396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何○偉 不起訴處分

平 104 軍偵 19 強制性交 花蓮分局 翁○凡 起訴

平 104 軍偵 20 強制猥褻 花蓮分局 黃○三 起訴

平 104 軍偵 20 強制猥褻 花蓮分局 丁○ 起訴

自 103 偵 4910 組織犯罪條例 花縣刑大 劉○宇 不起訴處分

自 103 偵 4910 組織犯罪條例 花縣刑大 劉○熹 不起訴處分

自 103 偵 4910 組織犯罪條例 花縣刑大 劉○兆 不起訴處分

自 103 偵 4910 組織犯罪條例 花縣刑大 劉○球 不起訴處分

自 103 偵 4910 組織犯罪條例 花縣刑大 陳○祥 不起訴處分

自 103 偵 4910 組織犯罪條例 花縣刑大 林○樂 不起訴處分

自 103 偵 4910 組織犯罪條例 花縣刑大 范○存 不起訴處分

自 103 偵 4910 組織犯罪條例 花縣刑大 劉○維 不起訴處分

自 103 偵 4910 組織犯罪條例 花縣刑大 潘○殿 不起訴處分

自 104 偵 2979 詐欺 蘆竹分局 林○佳 起訴

自 104 偵 3197 傷害 花蓮分局 陳○明 不起訴處分

自 104 速偵 737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張○征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4 速偵 738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蔡○倫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4 速偵 73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莊○匡 緩起訴處分

自 104 速偵 74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湯○欽 緩起訴處分

自 104 毒偵 60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潘○成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4 偵 2708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劉○蓮 不起訴處分

勇 104 偵 3028 家庭暴力防治 花蓮縣政府 馬○林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4 偵 3201 不能安全駕駛 臺灣高檢 林○祥 起訴

勇 104 偵 3563 竊盜 花蓮分局 林○祥 起訴

勇 104 偵 3602 侵占 簽○ 吳○仁 不起訴處分

勇 104 毒偵 586 毒品防制條例 國道九隊 林○祥 起訴

勇 104 撤緩 144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呂○翔 撤銷緩起訴處分

勇 104 撤緩 147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藍○宗 撤銷緩起訴處分

勤 104 速偵 73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翁○翔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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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104 速偵 73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陳○郎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3 偵 2755 詐欺 花蓮分局 陳○娟 不起訴處分

誠 103 醫偵 15 業務過失致死 簽○ 林○每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3600 廢棄物清理法 簽○ 呂○承 起訴

仁 104 偵 366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胡○ 起訴

仁 104 偵緝 231 妨害兵役條例 新城分局 劉○陽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毒偵 475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卓○文 起訴

仁 104 毒偵 534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卓○文 起訴

自 104 偵 2943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周○斌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4 偵 3226 強制性交 花縣婦隊 高○智 起訴

自 104 偵 3289 公共危險 花蓮分局 張○林 起訴

自 104 偵 336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平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4 偵 3333 竊盜 花蓮分局 黃○明 起訴

作 104 偵 3413 竊盜 花蓮分局 戴○威 起訴

作 104 偵 3556 竊盜 花蓮分局 戴○威 起訴

作 104 速偵 74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許○威 緩起訴處分

作 104 速偵 746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張○仁 緩起訴處分

作 104 毒偵 520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4 毒偵 600 毒品防制條例 花高分檢 潘○圳 起訴

作 104 調偵 136 駕駛業務傷害 花蓮市公所 林○盛 起訴

勇 104 偵 2490 非駕業務傷害 吉安分局 朱○娥 起訴

勇 104 偵緝 220 妨害家庭 航空刑大 汪○傑 不起訴處分

勇 104 毒偵 587 毒品防制條例 國道九隊 林○良 起訴

誠 104 偵 3441 家庭暴力防治 花蓮縣政府 陳○中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4 速偵 74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靜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4 速偵 742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郭○錦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4 速偵 74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華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4 速偵 744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陳○財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4 速偵 74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李○忠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4 速偵 74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憲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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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4 速偵 74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鍾○榮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4 速偵 75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朱○偉 緩起訴處分

自 104 速偵 75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陳○樹 緩起訴處分

自 104 速偵 75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蕭○鴻 緩起訴處分

勇 104 偵 3010 過失致死 簽○ 許○民 起訴

勇 104 偵 3011 過失致死 簽○ 許○民 起訴

勇 104 偵 3012 過失致死 簽○ 許○民 起訴

廉 104 速偵 75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李○雄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4 速偵 754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張○家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4 速偵 75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楊○富 聲請簡易判決

潔 104 偵 3162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偶○暉 起訴

潔 104 偵 330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偶○暉 起訴

潔 104 偵 3613 毒品防制條例 岸巡花緝 偶○暉 起訴

禮 104 偵 952 賭博 玉里分局 彭○嬌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偵 952 賭博 玉里分局 周○雄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偵 952 賭博 玉里分局 鄧○妹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偵 952 賭博 玉里分局 謝○坤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偵 952 賭博 玉里分局 邱○彬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偵 952 賭博 玉里分局 郭○松 不起訴處分

禮 104 偵 952 賭博 玉里分局 陳○成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偵 952 賭博 玉里分局 葉○泉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偵 952 賭博 玉里分局 鄭○錦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偵 952 賭博 玉里分局 周○妹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偵 952 賭博 玉里分局 王○琪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偵 2893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李○錡 起訴

禮 104 偵 3158 贓物 簽○ 黃○平 起訴

禮 104 偵 3269 槍砲彈刀條例 新城分局 柯○雄 起訴

禮 104 偵續 36 妨害自由 花高分檢 張○芳 不起訴處分

禮 104 毒偵 582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周○榮 起訴

禮 104 少連偵 46 藏匿人犯 吉安分局 蔡○軒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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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104 偵 3331 毀棄損壞 鳳林分局 張○森 起訴

孝 104 偵 3331 毀棄損壞 鳳林分局 洪○惠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孝 104 偵緝 199 性犯罪防治法 新城分局 賴○賢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4 撤緩偵 13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鍾○智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4 毒偵 54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玲 起訴

信 104 速偵 621 詐欺 玉里分局 陳○卿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速偵 62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方○承 緩起訴處分

信 104 速偵 623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彭○淵 緩起訴處分

信 104 速偵 624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鄭○生 緩起訴處分

勇 104 偵 2399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郭○林 起訴

勇 104 偵 3043 竊盜 花蓮分局 陳○少 起訴

勇 104 偵 3043 竊盜 花蓮分局 李○傑 起訴

勇 104 偵 3173 竊盜 花蓮分局 陳○少 起訴

勇 104 偵 3173 竊盜 花蓮分局 李○傑 起訴

勇 104 偵 3476 妨害名譽 簽○ 蔡○玲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勇 104 偵 3477 業務過失傷害 簽○ 張○子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勇 104 偵 3477 業務過失傷害 簽○ 張○仁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勇 104 偵緝 216 竊盜 新城分局 虞○林 起訴

勇 104 速偵 62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潘○民 緩起訴處分

勇 104 速偵 62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劉○字 緩起訴處分

勇 104 速偵 62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呂○和 緩起訴處分

勇 104 速偵 62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娟 緩起訴處分

勇 104 速偵 62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李○良 緩起訴處分

勇 104 速偵 63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興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4 速偵 631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陳○宗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4 速偵 632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田○國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4 速偵 63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黃○謀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4 速偵 63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羽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4 速偵 635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呂○東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4 速偵 636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曾○輝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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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104 毒偵 232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吳○龍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3066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陳○豪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愛 104 偵 346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潘○雄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愛 104 偵 3494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耿○國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毒偵 498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黃○平 起訴

愛 104 毒偵 525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劉○亮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毒偵 544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梁○興 起訴

愛 104 毒偵 54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呂○瑋 起訴

精 104 速偵 65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許○義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4 速偵 65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成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4 速偵 65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謝○隆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4 速偵 65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沈○芳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4 速偵 66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黃○貴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4 速偵 66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楊○山 緩起訴處分

精 104 速偵 66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鐘○如 緩起訴處分

精 104 速偵 663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生 緩起訴處分

精 104 速偵 66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邱○宏 緩起訴處分

精 104 速偵 66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朱○妹 緩起訴處分

精 104 速偵 666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李○文 緩起訴處分

精 104 速偵 66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螘 緩起訴處分

精 104 速偵 668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何○忠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4 速偵 66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涵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偵 2351 妨害名譽 簽○ 許○強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禮 104 偵 348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進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速偵 63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張○輝 緩起訴處分

禮 104 速偵 63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金○蘭 緩起訴處分

禮 104 速偵 63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香 緩起訴處分

禮 104 速偵 64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潘○鈞 緩起訴處分

禮 104 速偵 64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葉○德 緩起訴處分

禮 104 速偵 64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謝○易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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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104 速偵 64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余○宏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速偵 64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余○生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速偵 64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蘇○吉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速偵 64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國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速偵 647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楊○發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4 撤緩 136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陳○怡 撤銷緩起訴處分

禮 104 撤緩 137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溫○昇 撤銷緩起訴處分

平 104 偵 3106 業務過失致死 簽○ 廖○炳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04 偵 3106 業務過失致死 簽○ 江○慧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04 偵 3375 強制性交 吉安分局 傅○和 起訴

平 104 偵緝 208 竊盜 花蓮分局 林○靖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孝 104 偵 1315 業務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林○成 起訴

孝 104 偵 2018 詐欺 臺灣高檢 杜○富 起訴

孝 104 偵 2018 詐欺 臺灣高檢 張○菁 起訴

孝 104 偵 2409 妨害自由 花縣刑大 趙○國 起訴

孝 104 偵 2567 家庭暴力防治 玉里分局 謝○祥 起訴

孝 104 偵 2642 傷害 吉安分局 陳○玲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孝 104 偵 2769 菸酒管理法 東部機動站 M○JIANA起訴

孝 104 偵 2935 妨害自由 花縣刑大 趙○國 起訴

孝 104 偵 3026 家庭暴力防治 花蓮縣政府 謝○祥 起訴

孝 104 偵 3512 妨害自由 花縣刑大 趙○國 起訴

孝 104 偵緝 197 詐欺 吉安分局 張○菁 起訴

孝 104 偵緝 198 詐欺 吉安分局 張○菁 起訴

孝 104 調偵 112 公共危險 簽○ 王○榮 起訴

愛 104 毒偵緝 65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蔡○榮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誠 104 偵緝 214 侵占 仁武分局 楊○香 起訴

誠 104 偵緝 215 侵占 仁武分局 楊○香 起訴

誠 104 毒偵 54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胤 起訴

精 104 偵 3273 偽證 簽○ 劉○宏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精 104 偵 336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君 緩起訴處分

第 6 頁，共 7 頁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4.08.31-104.09.04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精 104 偵 336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潘○如 緩起訴處分

精 104 偵 3491 傷害 簽○ 高○妹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精 104 偵續 22 竊盜 花高分檢 吳○銀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精 104 偵緝 209 公共危險 花港總隊 黃○萍 起訴

精 104 毒偵 539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古○輝 不起訴處分

精 104 毒偵緝 57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古○輝 不起訴處分

潔 104 偵 1690 贓物 東部機動站 張○坩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潔 104 偵 1690 贓物 東部機動站 王○英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潔 104 偵 1690 贓物 東部機動站 羅○佑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禮 104 偵 1881 詐欺 鳳林分局 林○忠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禮 104 撤緩偵 13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龍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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