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5.03.14-105.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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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 家庭暴力防治 花蓮縣政府 林○成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 260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賴○泉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552 搶奪 簽○ 古○花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583 詐欺 花蓮分局 周○萍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701 竊盜 吉安分局 古○豐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 701 竊盜 吉安分局 楊○萱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 842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黃○樺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 844 詐欺 吉安分局 莊○宗 起訴

平 105 毒偵 20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楊○萱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偵 478 藥事法 花縣刑大 吳○萱 起訴

精 105 偵 647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鄧○翔 緩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4897 重傷害 吉安分局 張○兒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4897 重傷害 吉安分局 賴○山 不起訴處分

仁 105 偵 404 竊盜 花蓮分局 簡○順 起訴

仁 105 調偵 45 偽造文書 北市中正區所 林○廷 緩起訴處分

仁 105 調偵 55 重傷害 中市大里區所 張○兒 不起訴處分

仁 105 調偵 55 重傷害 中市大里區所 賴○山 不起訴處分

平 104 偵 3190 強制性交 花蓮分局 羅○盛 起訴

平 104 偵 4939 強制性交 吉安分局 張○霖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緝 15 竊盜 中壢分局 王○偉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緝 16 竊盜 中壢分局 王○偉 不起訴處分

自 104 偵 3995 殺人 鳳林分局 李○吉 不起訴處分

自 104 偵 4384 駕駛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張○維 起訴

自 104 偵 4607 違反森林法 鳳林分局 林○宏 起訴

自 105 偵 336 傷害 鳳林分局 林○雄 不起訴處分

自 105 偵 54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江○杰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5 偵 631 竊盜 玉里分局 張○營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5 偵 661 竊盜 吉安分局 張○宜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5 偵 86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王○生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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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5 偵緝 77 偽造文書 豐原分局 陳○清 不起訴處分

孝 105 偵 575 妨害自由 簽○ 起訴

孝 105 偵 575 妨害自由 簽○ 林○承 起訴

孝 105 偵 575 妨害自由 簽○ 許○豪 起訴

孝 105 速偵 39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傑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5 速偵 39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馮○成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5 速偵 39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葉○雄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5 速偵 39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柴○梅 緩起訴處分

孝 105 速偵 40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輝 緩起訴處分

孝 105 速偵 40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邱○峰 緩起訴處分

孝 105 速偵 40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庭 緩起訴處分

孝 105 少連偵 8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起訴

孝 105 少連偵 8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林○承 起訴

孝 105 少連偵 8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許○豪 起訴

孝 105 少連偵 8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丘○ 起訴

孝 105 少連偵 8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溫○棋 起訴

孝 105 少連偵 8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羅○韋 起訴

孝 105 少連偵 8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陳○暉 起訴

信 105 速偵 391 家庭暴力防治 花蓮分局 蔡○財 緩起訴處分

信 105 速偵 39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吳○太 緩起訴處分

信 105 速偵 39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南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39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何○滿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偵 153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起訴

勇 105 偵 401 傷害 吉安分局 陳○農 起訴

勇 105 偵 596 偽造文書 簽○ 賴○亮 不起訴處分

勇 105 偵 713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繁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偵緝 67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陳○育 起訴

勇 105 撤緩偵 3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潘○惠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偵 4412 非駕業務傷害 鳳林分局 陳○佑 起訴

愛 105 偵 99 偽造文書 簽○ 潘○興 不起訴處分

第 2 頁，共 6 頁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5.03.14-105.03.18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愛 105 偵 75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曾○德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偵 759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潘○相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毒偵 159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高○龍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調偵 20 傷害 花蓮吉安鄉所 呂○津 起訴

愛 105 調偵 54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吉安鄉所 陶○祥 起訴

誠 105 速偵 40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周○芳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速偵 40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李○年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速偵 40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雄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速偵 40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鄭○元 緩起訴處分

禮 104 偵 4541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連○花 不起訴處分

禮 105 偵 220 駕駛業務傷害 吉安分局 巫○興 不起訴處分

禮 105 偵 419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賴○誠 不起訴處分

禮 105 偵 816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高○仁 不起訴處分

禮 105 偵 86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陳○發 不起訴處分

禮 105 毒偵 71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董○任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5 毒偵 96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王○屏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5 毒偵 173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蔡○育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5 毒偵 185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姜○龍 起訴

禮 105 毒偵 186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江○樑 起訴

禮 105 毒偵緝 14 毒品防制條例 岸巡83隊 游○賢 無施傾向處分

自 104 偵 4826 詐欺 玉里分局 郭○伶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5 毒偵 25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張○福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0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如 緩起訴處分

信 105 速偵 40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張○松 緩起訴處分

信 105 速偵 409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張○順 緩起訴處分

信 105 速偵 41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王○祥 緩起訴處分

信 105 速偵 41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貴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1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黃○敏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1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王○志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1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袁○永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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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5 速偵 41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劉○賢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1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許○祥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1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呂○俊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1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潘○村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1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羅○生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2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石○山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2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友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2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張○良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23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吳○滿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24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劉○勇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425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杜○正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4 偵 3746 傷害 鳳林分局 黃○壽 不起訴處分

勇 105 偵 194 駕駛業務傷害 吉安分局 徐○裕 起訴

勇 105 偵 201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詹○江 不起訴處分

勇 105 偵 703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王○美 不起訴處分

勇 105 偵 828 竊盜 花蓮分局 彭○秋 不起訴處分

勇 105 毒偵 18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郭○民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偵緝 5 妨害兵役條例 花蓮地檢 周○頤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調偵 12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市公所 吳潘○倫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調偵 12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市公所 王○正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374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饒○華 起訴

誠 105 偵 567 竊盜 吉安分局 朱○華 起訴

誠 105 偵 709 駕駛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李○成 起訴

誠 105 偵 90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宋○安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毒偵 271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林○成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毒偵緝 23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林○成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撤緩 46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潘○年 撤銷緩起訴處分

精 104 偵 4685 強制性交 玉里分局 傅○福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522 槍砲彈刀條例 鳳林分局 郭○邦 起訴

平 104 偵 4660 詐欺 花蓮分局 詹○弘 不起訴處分

第 4 頁，共 6 頁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5.03.14-105.03.18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平 104 偵 4824 家庭暴力防治 吉安分局 王○蓉 不起訴處分

平 104 偵 4824 家庭暴力防治 吉安分局 王○來 不起訴處分

平 104 偵 497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鍾○成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 27 詐欺 簽○ 林○旋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27 詐欺 簽○ 周○全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緝 1 詐欺 新城分局 孫○芬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緝 39 詐欺 三峽分局 章○凌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緝 40 詐欺 斗六分局 黃○忠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調偵 29 竊佔 花蓮光復鄉所 何○振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調偵 29 竊佔 花蓮光復鄉所 安○‧鴻嬡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調偵 29 竊佔 花蓮光復鄉所 何○媚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調偵 29 竊佔 花蓮光復鄉所 何○界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調偵 29 竊佔 花蓮光復鄉所 何○華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調偵 29 竊佔 花蓮光復鄉所 何○平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調偵 29 竊佔 花蓮光復鄉所 何○菁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調偵 29 竊佔 花蓮光復鄉所 何○琳 不起訴處分

作 105 偵 296 肇事逃逸 花蓮分局 廖○志 緩起訴處分

作 105 偵 68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游○盛 緩起訴處分

作 105 偵 795 非駕業務傷害 簽○ 廖○志 不起訴處分

作 105 毒偵 158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陳○嘉 起訴

作 105 毒偵緝 22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吳○苹 無施傾向處分

孝 105 毒偵 4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蕭○興 起訴

孝 105 毒偵 5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蕭○興 起訴

孝 105 毒偵 6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蕭○興 起訴

孝 105 毒偵 16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蕭○興 起訴

孝 105 毒偵 19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蕭○興 起訴

孝 105 毒偵 235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蕭○興 起訴

孝 105 毒偵 24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蕭○興 起訴

誠 104 偵 3988 強制猥褻 鳳林分局 王○榕 起訴

誠 105 偵 942 偽證 簽○ 劉○草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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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5 偵 942 偽證 簽○ 劉○華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942 偽證 簽○ 朝○才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毒偵 140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張○英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偵 168 竊盜 吉安分局 鍾○平 起訴

精 105 偵 168 竊盜 吉安分局 王○翰 起訴

精 105 偵 179 竊盜 花蓮分局 曾○銳 起訴

精 105 偵 716 竊佔 簽○ 林○祥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728 竊盜 花蓮分局 王○翰 起訴

精 105 毒偵 184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劉○宗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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