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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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偵 3742 詐欺 臺灣高檢 林○菡 起訴

仁 106 偵 3742 詐欺 臺灣高檢 黃○桐 起訴

仁 106 偵續 37 詐欺 花高分檢 羅○賢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7 偵 374 竊盜 鳳林分局 陳○豪 起訴

仁 107 偵 481 過失傷害 鳳林分局 黃○賢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7 偵 481 過失傷害 鳳林分局 鄭○琴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7 毒偵 173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古○竣 起訴

仁 107 毒偵 228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古○竣 起訴

平 106 偵 4727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李○伶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06 偵 4727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郭○英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06 偵 4727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劉○晨 起訴

平 107 偵 419 詐欺 吉安分局 徐○益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平 107 偵 1183 傷害 檢○官簽分 林○富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07 偵 1185 妨害名譽 檢○官簽分 吳○逸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平 107 偵 1261 非駕業務傷害 吉安分局 時○文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作 106 偵 3726 詐欺 東部機動站 李○漢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作 107 偵 915 肇事逃逸 吉安分局 張○ 起訴

作 107 毒偵 162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簽分 林○國 起訴

作 107 毒偵 219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簽分 林○國 起訴

孝 106 偵 4668 詐欺 花蓮分局 劉○靜 起訴

孝 106 調偵 199 業務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武○紅 起訴

孝 106 調偵 199 業務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黎○承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孝 107 毒偵 13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陳○羚 緩起訴處分

孝 107 撤緩 46 不能安全駕駛 執○科簽分 王○權 撤銷緩起訴處分

忠 106 毒偵 116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羅○堂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忠 106 毒偵 1221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羅○堂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忠 106 毒偵 1365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曾○棋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忠 106 毒偵 1384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江○明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忠 106 毒偵 143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羅○堂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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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107 偵 994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劉○琳 緩起訴處分

忠 107 偵 100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7 偵 101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楊○凱 緩起訴處分

忠 107 偵 1038 詐欺 花蓮分局 陳○堂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忠 107 毒偵 10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簽分 曾○棋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強 107 偵 459 著作權法 士林分局 黃○嘉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強 107 偵 685 偽造文書 檢○官簽分 張○閏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強 107 偵 834 肇事逃逸 吉安分局 陳○吉 起訴

強 107 偵 875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徐○廸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強 107 偵 941 非駕業務傷害 吉安分局 曾○豪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強 107 偵 104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寶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7 偵 1082 侵占 花蓮分局 李○妹 不起訴處分

強 107 偵 1278 詐欺 花蓮分局 陳○彥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強 107 毒偵 25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王○鴻 起訴

強 107 調偵 43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新城鄉所 張○琪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智 106 偵 3117 妨害名譽 簽○ 李○賢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智 106 偵 4301 詐欺 新城分局 鄧○豪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智 106 調偵 166 偽造文書 花蓮市公所 王○兒 起訴

智 106 調偵 166 偽造文書 花蓮市公所 林○發 起訴

智 107 調偵 41 肇事逃逸 花蓮吉安鄉所 陳○豪 起訴

勤 106 偵 421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李○儒 起訴

勤 106 偵 4673 肇事逃逸 花蓮分局 林○坤 起訴

勤 107 偵 12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林○均 起訴

勤 107 偵 357 詐欺 臺灣高檢 王○芯 起訴

勤 107 偵 433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林○均 起訴

勤 107 偵 752 妨害自由 鳳林分局 林○淳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勤 107 偵 752 妨害自由 鳳林分局 楊○評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勤 107 偵 779 洗錢防制法 新城分局 金○霞 起訴

勤 107 偵 1176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簽分 林○均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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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106 偵 3785 傷害 花蓮分局 陳○霓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廉 106 偵 3866 重利 花蓮分局 黃○城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廉 106 毒偵 1388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林○育 起訴

廉 107 毒偵 107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邱○勝 起訴

廉 107 毒偵 155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邱○勝 起訴

廉 107 毒偵 22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邱○勝 起訴

廉 107 毒偵 263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簽分 邱○勝 起訴

廉 107 毒偵 264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簽分 邱○勝 起訴

愛 107 偵 887 傷害 玉里分局 胡○忠 起訴

愛 107 速偵 48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黃○成 緩起訴處分

愛 107 速偵 48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烏○銓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偵 2555 政府採購法 簽○ 王○惠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誠 106 偵 2555 政府採購法 簽○ 陳○郡 起訴

誠 106 偵 3473 侵占 檢○官簽分 莊○智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7 速偵 48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發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7 速偵 48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甘○雄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7 速偵 49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李○叡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7 速偵 49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張○彰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7 速偵 49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詹○川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7 速偵 493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趙○玉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7 速偵 49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昌 緩起訴處分

誠 107 速偵 49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龍○翰 緩起訴處分

誠 107 速偵 49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偕○宗 緩起訴處分

誠 107 速偵 49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張○清 緩起訴處分

誠 107 速偵 49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仙 緩起訴處分

誠 107 速偵 49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鍾○輝 緩起訴處分

誠 107 速偵 50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日 緩起訴處分

精 107 偵 1255 詐欺 吉安分局 江○森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精 107 偵 1255 詐欺 吉安分局 謝○俊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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