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5.10.24-10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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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9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李○章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5 偵 1359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張○郎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5 偵 1359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孫○芝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5 偵 3399 妨害自由 鳳林分局 林○茂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5 偵 3610 傷害 簽○ 李○清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5 偵 3610 傷害 簽○ 李○章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愛 105 偵 2080 強制猥褻 鳳林分局 李○文 起訴

愛 105 偵 2309 傷害 花蓮分局 林○明 起訴

仁 105 偵 359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通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5 偵 3023 非駕業務傷害 吉安分局 張○佑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5 偵 3080 傷害 鳳林分局 黃○國 起訴

忠 105 偵 3293 偽造文書 鐵警花蓮 高○忠 緩起訴處分

忠 105 偵 3629 偽造文書 鐵警臺北 高○忠 緩起訴處分

勇 105 毒偵 79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高○香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毒偵 1104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許○進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5 撤緩 140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王○莉 撤銷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1 妨害投票 執○科簽分 鄭○源 起訴

愛 105 選偵 12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鄭○源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2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高○妹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2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王○蘭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2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楊○利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2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溫○玲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2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楊○閔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2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李○頭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2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賴○鳳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3 選舉罷免法 執○科簽分 吳○太 起訴

愛 105 選偵 14 妨害投票 簽○ 田○惠 起訴

愛 105 選偵 14 妨害投票 簽○ 李○妹 起訴

愛 105 選偵 14 妨害投票 簽○ 郭○蘭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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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5 選偵 14 妨害投票 簽○ 王○春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4 妨害投票 簽○ 黃○芳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5 選舉罷免法 簽○ 張○美 起訴

愛 105 選偵 16 妨害投票 簽○ 楊○金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7 妨害投票 簽○ 劉○茹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8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鄭○源 起訴

愛 105 選偵 18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黃○芳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19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鄭○源 起訴

愛 105 選偵 19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田○惠 起訴

愛 105 選偵 19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王○春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選偵 20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鄭○源 起訴

愛 105 選偵 20 妨害投票 鳳林分局 潘○東 緩起訴處分

平 105 偵 2457 竊盜 鳳林分局 黃○榮 起訴

平 105 偵 2610 竊盜 花蓮分局 鄧○忠 起訴

平 105 偵 2610 竊盜 花蓮分局 林○雄 起訴

平 105 偵 2778 竊盜 花蓮分局 吳○春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 2813 偽造文書 鐵警花蓮 王○強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 2832 性騷擾防治法 吉安分局 藍○森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平 105 偵 293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英 起訴

平 105 偵 2951 侵占 花蓮分局 李○昌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 3401 竊盜 鳳林分局 黃○榮 起訴

平 105 偵 3443 竊盜 鳳林分局 蕭○宏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平 105 偵 369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英 起訴

平 105 偵 373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蔡○霖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平 105 偵緝 236 傷害尊親屬 鳳林分局 劉○偉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緝 250 竊盜 花縣刑大 潘○熠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偵緝 251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邱○辰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5 毒偵 986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張○英 起訴

平 105 毒偵 109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陳○維 起訴

平 105 毒偵 1102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張○君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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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105 毒偵 114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維 起訴

平 105 撤緩 148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吳○隆 撤銷緩起訴處分

平 105 撤緩 150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陳○鈺 撤銷緩起訴處分

合 105 毒偵 684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邱○憲 不起訴處分

自 105 偵 1334 傷害 花蓮分局 黃○男 起訴

自 105 偵 1821 竊盜 吉安分局 高○祿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自 105 偵 2186 毀棄損壞 臺灣高檢 戴○霄 聲請簡易判決

自 105 偵 2523 侵占 新城分局 業○翔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自 105 調偵 192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吉安鄉所 李○豪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自 105 撤緩 151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李○春 撤銷緩起訴處分

忠 105 偵 3033 著作權法 保二一01 吳○鉉 起訴

忠 105 偵 3052 竊盜 花蓮分局 吳○鴻 起訴

忠 105 偵 3062 竊盜 鳳林分局 馮○福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忠 105 偵 3062 竊盜 鳳林分局 馮○富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忠 105 偵 3078 傷害 鳳林分局 徐○緒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5 偵 317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城 緩起訴處分

忠 105 偵 3174 肇事逃逸 吉安分局 梁○瀚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忠 105 偵 3502 詐欺 臺灣高檢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忠 105 毒偵 999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謝○和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5 偵 179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蘇○傑 起訴

勇 105 偵 3339 竊盜 花蓮分局 耿○源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勇 105 偵 3542 偽造有價證券 簽○ 蕭○美 起訴

勇 105 偵 354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蘇○傑 起訴

勇 105 偵 354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蘇○傑 起訴

勇 105 偵 3599 背信 簽○ 章○昌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勇 105 偵續 20 傷害 花高分檢 黃○秀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勇 105 偵緝 167 妨害兵役條例 花蓮分局 陳○祥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5 戒毒偵 2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廖○馨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智 105 偵 1676 傷害 花蓮分局 吳○哲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智 105 偵 2870 竊盜 吉安分局 陳○廉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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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5 速偵 1576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陳○豐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577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玲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57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鴻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57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恩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58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王○昌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58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簡○雄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速偵 158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豪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速偵 158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賴○德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速偵 158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秦○富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速偵 158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朱陳○盛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速偵 158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賴○雄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速偵 1587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楊○金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速偵 1588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賴○威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偵 2077 傷害 鳳林分局 李○吉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5 撤緩 149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邱○祺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精 105 偵緝 192 竊盜 桃園分局 陳○賢 起訴

精 105 毒偵 799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林○雄 起訴

精 105 毒偵 1023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呂○國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5 撤緩 147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洪○福 撤銷緩起訴處分

潔 105 毒偵 929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謝○霖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精 105 偵 3779 詐欺 簽○ 王○翔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精 105 偵 3779 詐欺 簽○ 林○城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精 105 偵 3779 詐欺 簽○ 余○柔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精 105 偵 3780 侵占 簽○ 簡○賢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5 偵 3601 駕駛業務致死 簽○ 鍾○真 緩起訴處分

仁 105 偵 3602 駕駛業務致死 簽○ 鍾○宏 起訴

忠 105 偵 3015 侵占 鳳林分局 吳○鋒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忠 105 偵 3026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許○良 起訴

忠 105 偵 3073 賭博 北市刑大 蔣○發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忠 105 毒偵 1022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張○生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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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105 毒偵 1131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梁○勛 起訴

忠 105 毒偵 1136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白○琪 起訴

信 105 速偵 160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李○萍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速偵 160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蔡○瑟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5 速偵 1589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妹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5 速偵 159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黃○誠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5 速偵 159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顏○政 聲請簡易判決

勤 105 速偵 1592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鄭○霞 緩起訴處分

勤 105 速偵 159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偉 緩起訴處分

勤 105 速偵 159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苗○光 緩起訴處分

勤 105 速偵 1595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吳○和 緩起訴處分

勤 105 速偵 1596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徐○義 緩起訴處分

勤 105 速偵 159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徐○宣 緩起訴處分

勤 105 速偵 159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詹○翔 緩起訴處分

勤 105 速偵 159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勳 緩起訴處分

精 105 偵 3489 對未成年性交 花蓮分局 盧○豪 起訴

精 105 偵 3489 對未成年性交 花蓮分局 李○誠 起訴

精 105 偵 3489 對未成年性交 花蓮分局 洪○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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