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

公告日期：107.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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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偵 1325 侵占 吉安分局 林○龍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7 偵 1344 竊盜 吉安分局 邱○瑞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仁 107 偵 1350 竊盜 花蓮分局 楊○文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仁 107 偵 163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賴○文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7 撤緩偵 55 不能安全駕駛 簽○ 王○棋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7 撤緩偵 5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何○貞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7 速偵 626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鄭○發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7 速偵 62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黃○偉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7 速偵 628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高○英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7 速偵 62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毛○泰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7 速偵 63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盧○慈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7 速偵 63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何○蘭 緩起訴處分

平 107 速偵 63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良 緩起訴處分

忠 106 偵 4287 著作權法 花蓮分局 林○鋅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忠 106 偵 4287 著作權法 花蓮分局 廖○頻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忠 107 偵 689 詐欺 檢○官簽分 古○城 起訴

忠 107 偵 689 詐欺 檢○官簽分 林○駿 起訴

忠 107 偵 689 詐欺 檢○官簽分 詹○喆 起訴

忠 107 偵 689 詐欺 檢○官簽分 鄧○國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忠 107 偵 689 詐欺 檢○官簽分 謝○展 起訴

忠 107 毒偵 284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楊○華 起訴

誠 106 偵 3496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張○庭 起訴

誠 106 偵 3584 廢棄物清理法 花蓮分局 洪○富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誠 106 偵 3584 廢棄物清理法 花蓮分局 郭○義 不起訴處分(不得再議)

誠 106 偵 4557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少隊 謝○毅 起訴

誠 106 調偵 265 過失傷害 花蓮光復鄉所 蔡○賜 起訴

誠 106 少連偵 27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簽分 詹○江 起訴

誠 107 偵 1304 竊盜 花蓮分局 邱○立 起訴

誠 107 偵 1352 竊盜 花蓮分局 杜○朗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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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7 偵 1567 偽造文書 檢○官簽分 陳○郡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7 偵 1568 偽造文書 檢○官簽分 張○瑜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7 偵 1568 偽造文書 檢○官簽分 張○翠 不起訴處分(得再議)

誠 107 偵緝 98 詐欺 豐原分局 曾○傑 起訴

誠 107 撤緩偵 5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許○宏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7 速偵 63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楊○強 緩起訴處分

誠 107 速偵 63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江○華 緩起訴處分

誠 107 速偵 63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黃○蓉 緩起訴處分

誠 107 速偵 63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黃○源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7 速偵 637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黃○榮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7 速偵 638 竊盜 新城分局 吳○欣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7 調偵緝 3 詐欺 豐原分局 曾○傑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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