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5.09.26-10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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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8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張○志 起訴

仁 105 毒偵 428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張○志 起訴

仁 105 毒偵 85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盧○東 起訴

平 105 偵 1502 廢棄物清理法 花港總隊 林○旋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平 105 偵 293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高○凱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平 105 偵 3200 竊盜 花蓮分局 葉○宏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 320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星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 320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余○鵬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 320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429 侵占 岸巡83隊 王○生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平 105 速偵 1430 竊盜 吉安分局 謝○清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平 105 速偵 143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溫○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432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潘○結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43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李○文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434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潘○延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速偵 143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藍○義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43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43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洪○惠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43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張○瑩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43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江○賢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440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張○忠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速偵 1441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沈○甫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毒偵 875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谷○清 起訴

平 105 毒偵 92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李○來 起訴

平 105 毒偵 939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王○堂 起訴

自 105 偵 340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謝○雄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自 105 撤緩 137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田○棋 撤銷緩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3334 竊盜 花縣刑大 蕭○龍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偵 3036 傷害 花蓮分局 余○毅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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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105 偵 3151 家庭暴力防治 吉安分局 余○毅 起訴

精 105 偵 3153 對未成年性交 花縣婦隊 謝○毅 起訴

精 105 偵 3410 家庭暴力防治 玉里分局 潘○山 起訴

精 105 偵 3412 妨害公務 花蓮分局 許○豫 起訴

精 105 偵 3444 竊盜 花蓮分局 許○辰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偵緝 191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魏○信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毒偵 48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馬○男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毒偵 1063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魏○信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毒偵緝 138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魏○信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2199 詐欺 吉安分局 陳○涵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05 偵 2439 兒少性交易 桃市婦隊 余○華 起訴

平 105 偵 2445 偽造文書 宜蘭縣專勤隊 黃○登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2445 偽造文書 宜蘭縣專勤隊 張○雄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2445 偽造文書 宜蘭縣專勤隊 張○銘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2445 偽造文書 宜蘭縣專勤隊 嚴○晃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2445 偽造文書 宜蘭縣專勤隊 陳○桑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2445 偽造文書 宜蘭縣專勤隊 陳○英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2445 偽造文書 宜蘭縣專勤隊 葉○妹 不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2464 詐欺 吉安分局 李○恩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 2806 非駕業務傷害 新城分局 姜○修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05 毒偵緝 132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詹○霖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平 105 調偵 134 侵占 花蓮壽豐鄉所 陳○全 起訴

平 105 調偵 148 妨害自由 花蓮市公所 廖黃○慶 起訴

自 105 偵 3403 竊盜 吉安分局 賴○興 起訴

自 105 毒偵 1000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葉○信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5 戒毒偵 1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趙○華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自 105 戒毒偵 2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榮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自 105 戒毒偵 2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榮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廉 105 速偵 1442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Y○NTO PHAN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5 速偵 144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霖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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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105 速偵 144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發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5 速偵 144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高○潔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5 速偵 144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陳○文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5 速偵 144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5 速偵 144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歐○花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5 速偵 144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曹○良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5 速偵 145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賴○花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5 速偵 145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徐○隆 緩起訴處分

廉 105 速偵 145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田○柱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5 速偵 145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劉○亭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5 速偵 145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戴○家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5 速偵 145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簡○偉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5 偵 1422 肇事逃逸 玉里分局 林○祖 起訴

禮 105 偵 1684 妨害自由 玉里分局 林○祖 起訴

禮 105 偵 3249 非駕業務傷害 簽○ 林○維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禮 105 偵 3313 詐欺 簽○ 李○勝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禮 105 偵 337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黃○傑 起訴

禮 105 偵 3371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金○雄 起訴

禮 105 撤緩偵 11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晏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5 毒偵 78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廖○承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禮 105 毒偵 1042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黃○翔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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