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6.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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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偵 4022 侵占 東部機動站 尤○順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6 偵 4022 侵占 東部機動站 唐○珍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6 偵 4022 侵占 東部機動站 徐○祥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6 偵 4022 侵占 東部機動站 黃○遠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6 偵 4224 妨害名譽 玉里分局 黃○翰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仁 106 毒偵 1077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陳○偉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作 106 偵 910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林○輝 起訴．不起訴處分

作 106 偵 3106 著作權法 保二一01 溫○雅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作 106 偵 3556 非駕業務傷害 鳳林分局 高○城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作 106 偵 3676 詐欺 吉安分局 周○甄 起訴

作 106 偵 3824 詐欺 鳳林分局 林○吟 起訴

作 106 偵 3825 詐欺 鳳林分局 林○吟 起訴

作 106 偵 3826 詐欺 鳳林分局 林○吟 起訴

作 106 偵 3887 詐欺 鳳林分局 林○吟 起訴

作 106 偵 3889 詐欺 鳳林分局 林○吟 起訴

作 106 偵 3890 詐欺 鳳林分局 林○吟 起訴

作 106 偵 3891 詐欺 鳳林分局 林○吟 起訴

作 106 偵緝 345 詐欺 汐止分局 茹○雄 起訴

作 106 速偵 207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張○德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6 速偵 207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棓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6 速偵 207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郭○沙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6 速偵 2078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潘○生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6 速偵 2079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哲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6 速偵 2080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徐○營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6 速偵 2081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楊○城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6 速偵 2082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李○蘭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6 速偵 208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葉○君 聲請簡易判決

作 106 毒偵 836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張○麟 緩起訴處分

作 106 毒偵 108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麟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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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106 毒偵 131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余○傑 起訴

作 106 毒偵 1318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孫○瑞 起訴

作 106 毒偵 1409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簽分 張○麟 緩起訴處分

作 106 調偵 251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玉里鎮所 凌○國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孝 106 偵 3025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黃○澤 起訴

孝 106 偵 3449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歐○仁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6 偵 4324 誣告 檢○官簽分 黃○鈞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孝 106 毒偵 1232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彭○華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6 毒偵 1302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偵 120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吳○平 起訴

信 106 偵 1201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張○謙 起訴

信 106 偵 2625 藥事法 吉安分局 劉○祥 起訴

信 106 偵 3070 藥事法 吉安分局 劉○祥 起訴

信 106 撤緩偵 17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朱○怡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毒偵 879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江○財 緩起訴處分

信 106 毒偵 914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陳○甫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毒偵 101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劉○祥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毒偵 1185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陸○香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信 106 毒偵 1194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毒偵 125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簽分 巫○強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毒偵 1322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吳○瑾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6 偵 410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和 緩起訴處分

勇 106 偵 4341 妨害名譽 檢○官簽分 劉○玫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勇 106 偵 4343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簽分 潘○綸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6 偵緝 350 竊盜 另○在押 高○擎 起訴

勇 106 偵緝 35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陳○明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6 偵緝 355 妨害兵役條例 吉安分局 陳○龍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6 速偵 206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吳○春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6 速偵 2064 妨害公務 花蓮分局 周○彬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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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106 速偵 2065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王○輝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6 速偵 206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岳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6 速偵 206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曾○泉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6 速偵 206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康○雄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6 速偵 206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吳○明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6 毒偵 502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石○達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6 毒偵 991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石○達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6 毒偵 1062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石○達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6 毒偵 127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吳○虹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6 毒偵 1326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簽分 李○逸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6 毒偵緝 14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吳○虹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勇 106 軍偵 33 乘機猥褻 鳳林分局 ○○56-106054I 起訴

強 106 偵 3819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洪○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強 106 偵 4243 詐欺 臺灣高檢 蕭○珊 起訴

強 106 偵 4247 詐欺 臺灣高檢 楊○霖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強 106 偵 4300 竊盜 新城分局 陳○宗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6 毒偵 1270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陳○宗 起訴

勤 106 偵 3899 妨害自由 玉里分局 金○延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勤 106 偵 4187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徐○齊 起訴

勤 106 偵 4209 竊盜 花蓮分局 張○筑 緩起訴處分

廉 106 偵 803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張○琳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廉 106 偵 803 傷害 花蓮分局 林○勝 起訴

廉 106 偵 803 傷害 花蓮分局 張○揚 起訴

廉 106 偵 803 傷害 花蓮分局 張○廉 起訴

廉 106 偵 803 傷害 花蓮分局 葉○瑞 起訴

廉 106 偵續 38 竊盜 花高分檢 黃○禎 起訴

誠 106 偵 379 傷害 鳳林分局 李○明 起訴

誠 106 偵 2879 詐欺 新城分局 張○慶 起訴

誠 106 偵 3051 水污染防治法 保七二大 羅○鈞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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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6 偵 3359 傷害 花蓮分局 劉○遐 起訴

誠 106 偵緝 264 傷害 吉安分局 江○財 起訴

誠 106 偵緝 296 殺人未遂 花蓮分局 劉○源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6 偵緝 319 竊盜 花蓮分局 王○皓 起訴

誠 106 偵緝 320 竊盜 花蓮分局 王○皓 起訴

誠 106 速偵 207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韋○麟 緩起訴處分

誠 106 速偵 207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洪○龍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速偵 2072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鄭○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速偵 2073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戴○秭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速偵 2074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張○忠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少連偵緝 6 傷害 花蓮分局 劉○源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精 106 偵 3518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楊○明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精 106 偵 3532 竊佔 保七九大 方○燕 緩起訴處分

精 106 偵 4278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張○嘉 緩起訴處分

精 106 偵 4348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王○元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6 毒偵 1272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康○偉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6 毒偵 1275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林○志剛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6 毒偵 1323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許○成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6 偵 4130 詐欺 檢○官簽分 盧○旗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禮 106 偵 4131 詐欺 檢○官簽分 盧○旗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禮 106 偵 4132 詐欺 檢○官簽分 盧○旗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禮 106 偵 4351 詐欺 檢○官簽分 何○虎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6 偵 4467 藏匿人犯 吉安分局 黃○苹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6 撤緩偵 176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簽分 黃○昌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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