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5.10.11-105.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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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5 偵 3182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洪○明 起訴

自 105 偵 3469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洪○明 起訴

自 105 偵 353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強 起訴

自 105 撤緩 142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曾○ 撤銷緩起訴處分

忠 105 速偵 1477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馬○拿．傑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5 速偵 147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周○賢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5 速偵 147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徐○亮 緩起訴處分

忠 105 軍偵 3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宋○傑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5 毒偵緝 140 毒品防制條例 員林分局 蔡○川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1872 對未成年性交 花蓮分局 宋○美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2334 竊盜 吉安分局 古○豐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毒偵 556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胡○偉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毒偵 722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胡○偉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毒偵 735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徐○庭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毒偵 86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許○民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毒偵 899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胡○偉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毒偵 1012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胡○偉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毒偵緝 133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許○民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1564 竊佔 東部機動站 姚○憲 起訴

精 105 偵 1564 竊佔 東部機動站 鄭○山 起訴

精 105 偵 1564 竊佔 東部機動站 王○穆 起訴

精 105 偵 2762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林○彤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3299 偽造文書 花蓮縣專勤隊 李○輝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3299 偽造文書 花蓮縣專勤隊 邵○柳 不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3376 詐欺 臺灣高檢 林○義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偵 353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凰 起訴

精 105 速偵 148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劉○慶 緩起訴處分

精 105 速偵 148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楊○緯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速偵 148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龍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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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105 速偵 148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誠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速偵 148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彭○龍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速偵 148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田○文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速偵 148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江○騰 緩起訴處分

精 105 速偵 148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吳○月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速偵 148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謝○發 不起訴處分

作 105 偵 358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葉○財 緩起訴處分

作 105 偵 359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吳○乾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5 毒偵緝 153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吳○榮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忠 105 偵 3003 妨害公務 鳳林分局 梁○勛 起訴

忠 105 偵 3045 詐欺 玉里分局 馮○梅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5 偵 313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萬○榮 緩起訴處分

忠 105 毒偵 1062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吳○炳 起訴

忠 105 毒偵 1068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董○任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偵 1683 偽證 花蓮分局 葉○菁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5 偵 1683 偽證 花蓮分局 楊○福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5 偵 1841 公共危險 花蓮分局 林○皓 起訴

勇 105 偵 1841 公共危險 花蓮分局 陳○元 起訴

勇 105 偵 1841 公共危險 花蓮分局 林○興 起訴

勇 105 偵 1841 公共危險 花蓮分局 林○凱 起訴

勇 105 偵 1841 公共危險 花蓮分局 羅○凡 起訴

勇 105 偵 1841 公共危險 花蓮分局 廖○崴 起訴

勇 105 偵 1841 公共危險 花蓮分局 邱○韜 起訴

勇 105 偵 1841 公共危險 花蓮分局 王○武 起訴

勇 105 偵 3204 竊盜 玉里分局 張○豪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偵緝 221 傷害 桃園分局 張○龍 起訴

勤 105 偵 3317 藏匿人犯 簽○ 陳○豪 起訴

勤 105 調偵 132 傷害 新北三重區所 闕○廷 起訴

仁 105 偵 2862 詐欺 臺灣高檢 林○儀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作 105 偵 357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羅○文 聲請簡易判決

第 2 頁，共 3 頁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5.10.11-105.10.14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作 105 撤緩偵 137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簡○俊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5 撤緩偵 13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廖○德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5 撤緩偵 13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張○慧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速偵 148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田○芳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速偵 149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宏 緩起訴處分

勇 105 速偵 1491 竊盜 花蓮分局 賴○華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速偵 149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王○玲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速偵 149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劉○紳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速偵 149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李○文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速偵 1495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李○人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速偵 149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慧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4 偵 3953 山坡地保育 玉里分局 田○聰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智 104 偵 3954 山坡地保育 玉里分局 景○發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愛 105 偵 3048 侵占 新城分局 陳○源 起訴

愛 105 偵 3048 侵占 新城分局 蕭○龍 起訴

禮 105 速偵 149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游○惠 緩起訴處分

禮 105 速偵 1498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黃○義 緩起訴處分

禮 105 速偵 149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陳○妹 緩起訴處分

禮 105 速偵 150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政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5 速偵 150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方○明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5 毒偵 779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林○秀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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