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5.07.18-105.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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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 105 偵 2237 毀棄損壞 鳳林分局 林○茂 起訴

仁 105 撤緩偵 9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張○榮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5 毒偵緝 90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陳○祥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仁 105 毒偵緝 91 毒品防制條例 大同分局 陳○祥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仁 105 撤緩 106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陳○財 撤銷緩起訴處分

自 105 速偵 108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王○弘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5 速偵 108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周○正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5 速偵 109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強 緩起訴處分

自 105 速偵 109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王○輝 緩起訴處分

自 105 速偵 1092 藏匿人犯 花蓮分局 方○樺 緩起訴處分

作 105 毒偵 642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張○莉 起訴

作 105 毒偵 743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林○福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作 105 毒偵緝 89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林○福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作 105 撤緩 99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許○恩 撤銷緩起訴處分

勤 105 偵 2099 偽造文書 簽○ 江○品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勤 105 偵 2247 竊盜 花蓮分局 高○謙 緩起訴處分

勤 105 毒偵 72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劉○祥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5 撤緩 105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陳○倫 撤銷緩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1163 竊盜 吉安分局 楊○明 起訴

誠 105 偵 2489 竊盜 吉安分局 楊○明 起訴

誠 105 偵 2510 竊盜 吉安分局 楊○明 起訴

誠 105 速偵 108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朱○德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速偵 108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翁○昌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速偵 108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王○華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速偵 108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陳○雄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速偵 108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廖○鶯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速偵 1085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梁○珍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速偵 108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文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速偵 1087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毛○萍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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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5 毒偵 401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楊○明 起訴

潔 105 偵 1571 偽造文書 鐵警花蓮 黃○同 聲請簡易判決

潔 105 偵 1833 妨害兵役條例 花蓮後備 陳○豪 不起訴處分

潔 105 毒偵 697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陳○郎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5 偵 2197 傷害 吉安分局 王○琳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5 偵 2213 傷害 花蓮分局 張○傑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5 偵 2502 妨害名譽 簽○ 孫○元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5 毒偵 709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李○城 起訴

仁 105 毒偵 711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王○元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5 毒偵緝 95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宋○文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平 105 撤緩偵 9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林○財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撤緩偵 9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胡○福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撤緩偵 98 不能安全駕駛 科○分 游○謙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撤緩偵 9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曾○捷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撤緩偵 10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李○怡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毒偵 706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張○英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偵 2509 侵占 簽○ 盧○男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愛 105 撤緩偵 10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馮○茹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毒偵 78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宇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調偵 3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吉安鄉所 高○松 起訴

愛 105 調偵 86 傷害 花蓮吉安鄉所 方○穎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撤緩 69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林○凱 撤銷緩起訴處分

愛 105 撤緩 80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劉○ 撤銷緩起訴處分

愛 105 撤緩 91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都○文 撤銷緩起訴處分

愛 105 撤緩 92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徐○春 撤銷緩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2208 竊盜 花蓮分局 蕭○龍 起訴

誠 105 偵 2225 竊盜 花蓮分局 蕭○龍 起訴

誠 105 偵 2225 竊盜 花蓮分局 林○玲 起訴

誠 105 偵 2350 竊盜 花蓮分局 蕭○龍 起訴

誠 105 偵 2359 竊盜 花蓮分局 蕭○龍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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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5 偵 2359 竊盜 花蓮分局 林○玲 起訴

誠 105 偵 2417 傷害 鳳林分局 許○賢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5 偵 2440 竊盜 吉安分局 蕭○龍 起訴

誠 105 偵 2441 竊盜 花蓮分局 蕭○龍 起訴

誠 105 偵 2441 竊盜 花蓮分局 林○玲 起訴

誠 105 偵 2442 竊盜 吉安分局 蕭○龍 起訴

誠 105 少連偵 25 傷害 花蓮分局 陳○軒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5 少連偵 25 傷害 花蓮分局 謝○陽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5 少連偵 25 傷害 花蓮分局 謝○定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5 少連偵 28 殺人未遂 吉安分局 陳○帆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5 少連偵 28 殺人未遂 吉安分局 李○中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5 少連偵 28 傷害 吉安分局 高○源 起訴

精 105 偵 1970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姚○杰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精 105 偵 226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潘○媚 緩起訴處分

精 105 毒偵 689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傅○傭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毒偵 691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董○任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毒偵 69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朱○浩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戒毒偵 1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魏○君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禮 105 偵 2248 侵占 花蓮分局 林○永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5 偵 2292 偽造文書 鐵警花蓮 林○麗 緩起訴處分

禮 105 撤緩 95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陳○晏 撤銷緩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1680 竊盜 花蓮分局 鄭○毅 起訴

平 105 偵 1680 竊盜 花蓮分局 許○秋 起訴

平 105 偵 1927 侵占 吉安分局 陳○倫 起訴

平 105 偵 2306 竊盜 花蓮分局 鄭○毅 起訴

平 105 偵 2306 竊盜 花蓮分局 許○秋 起訴

平 105 偵 2332 家庭暴力防治 吉安分局 吳○福 起訴

平 105 偵 2415 家庭暴力防治 吉安分局 吳○福 起訴

平 105 偵 2475 竊盜 吉安分局 高○雄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緝 148 竊盜 中正一局 利○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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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105 偵緝 149 竊盜 中正一局 利○ 起訴

平 105 速偵 111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誌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11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蘇○娟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11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楊○美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119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高○揚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12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羅○銘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12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12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曾○騰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12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柯○凡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12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徐○銘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12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雄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12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田○棋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127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葉○晴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12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羅○儒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12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厲○勵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13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生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13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王○智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13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戴○明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13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李○彬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134 竊盜 玉里分局 羅○英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5 調偵 124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市公所 黃○婷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作 105 調偵 131 非駕業務傷害 簽○ 蔡○修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孝 104 偵 4319 政府採購法 東部機動站 賴○文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孝 104 偵 4319 政府採購法 東部機動站 余○子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孝 105 偵 888 肇事逃逸 鳳林分局 金○平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孝 105 偵 2333 偽證 簽○ Ａ○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孝 105 偵 239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明 起訴

孝 105 毒偵 412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胡○偉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勤 105 偵 2154 竊盜 花蓮分局 蕭○興 不起訴處分

勤 105 偵 2539 妨害性自主罪 簽○ 宋○峰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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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5 速偵 109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劉○榮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09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李○鴻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09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廖○鳳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09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張○宏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09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郭○良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09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貴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09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V○N STONE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100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游○龍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101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黃○鴻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10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王○雄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10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王○次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速偵 1104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劉○東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偵 300 詐欺 花縣刑大 周○廷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300 詐欺 花縣刑大 陳○柔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717 詐欺 簽○ 陳○柔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1034 詐欺 吉安分局 陳○柔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1034 詐欺 吉安分局 周○廷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2499 詐欺 最高檢察署 陳○柔 不起訴處分

禮 105 偵 2337 傷害 鳳林分局 陳○盛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禮 105 偵 2363 竊盜 吉安分局 胡○輝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5 偵 2532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起訴

禮 105 調偵 128 竊盜 花蓮壽豐鄉所 周○久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5 調偵 128 竊盜 花蓮壽豐鄉所 蔡○義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5 速偵 1105 妨害公務 花蓮分局 鄭○章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5 速偵 1106 竊盜 保七九大 施○友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5 速偵 1107 竊盜 玉里分局 趙○信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5 速偵 1108 竊盜 吉安分局 陳○平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4 偵 4683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王○雯 起訴

孝 104 偵 4683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李○潔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孝 104 偵 4683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陳○堯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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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105 偵 806 對未成年性交 花縣婦隊 謝○俊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5 偵 1562 對未成年性交 花蓮分局 林○傑 起訴

孝 105 偵 2376 竊盜 新城分局 王○全 起訴

孝 105 速偵 1109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林○花 緩起訴處分

孝 105 速偵 1110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楊○達 緩起訴處分

孝 105 速偵 111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翔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5 速偵 111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李○鴻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5 速偵 111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金○品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5 速偵 111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周○諺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5 速偵 111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黃○明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5 毒偵 58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林○宏 起訴

孝 105 毒偵 663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林○宏 起訴

信 105 毒偵 114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黃○雯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4 偵 3862 妨害風化罪 玉里分局 陳○財 起訴

勇 105 偵 1232 詐欺 臺灣高檢 杜○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勇 105 偵 1884 對未成年猥褻 玉里分局 3○56-10505 起訴

勇 105 偵 2128 偽造文書 宜蘭縣專勤隊 劉○華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5 偵 2128 偽造文書 宜蘭縣專勤隊 孟○英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5 撤緩 96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吳○成 撤銷緩起訴處分

勤 105 偵 2557 醫師業務致死 簽○ 孫○儒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勤 105 毒偵 242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余○凱 起訴

勤 105 毒偵 273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余○凱 起訴

愛 104 偵 4533 背信 吳○凡 林○華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愛 104 偵 4533 背信 吳○凡 林○青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愛 104 偵 4808 強制性交 花蓮分局 陳○豪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愛 105 偵 1306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李○宇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1660 偽造有價證券 簽○ 林○冠 起訴

愛 105 偵 1660 詐欺 簽○ 林○柔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愛 105 偵緝 16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忠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撤緩偵 9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孟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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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5 速偵 113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李○潔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13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卓○蘭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速偵 113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傅○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調偵 48 詐欺 花蓮市公所 李○強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5 偵 1964 誣告 簽○ 侯○偉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5 偵 2423 竊盜 吉安分局 陳○源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5 偵 2550 竊盜 花蓮分局 蕭○龍 起訴

誠 105 偵 2550 竊盜 花蓮分局 林○玲 起訴

誠 105 毒偵 723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劉○陽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毒偵 758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劉○陽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偵 2086 偽造文書 簽○ 葛○雄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2086 偽造文書 簽○ 羅○材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2086 偽造文書 簽○ 黃○龍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2086 偽造文書 簽○ 李謝○壽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2086 偽造文書 簽○ 許○傑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2086 偽造文書 簽○ 彭○茹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2086 偽造文書 簽○ 彭○智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2086 偽造文書 簽○ 葉○棋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2282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廖○瑞 起訴

精 105 偵 240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姜○怡 緩起訴處分

禮 105 偵 2009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王○瑄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禮 105 偵 201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王○旻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禮 105 偵 237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希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禮 105 毒偵 699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王○翊 起訴

禮 105 毒偵 71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賴○銘 起訴

禮 105 毒偵 728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張○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5 毒偵 802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張○有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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