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擋號:

保存年限:

公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主告:公告發還本著如附件所示案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7511奈第 1頃。

公告事項:

一、附表所列扣押物品，庭、受發

發還，特公告招領。

二、應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2年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來本署贓物庫(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

路1段91號、電話: 04-22232311轉5811 )領取，如委任他人

代領，庭、提出委任狀並經承辦檢察官核准後再至贓物庫領取

(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三、逾期無人聲請發遷，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梭察長陳JE這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 17 日
發文字號:中檢達總贓字第 10809002650號
附件:如文

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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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灣壘中總方槍響早署扣押輛公告招蠣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t色品上 備言主

。 97年係管字第 5666
108002890 l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在頁 詹{鳳E時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會員名冊)

。97年保管字第 5666
10800289日 2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詹佩珊 查中甘于太平區

號 (帳冊)

103年保管字第4841
108002980 l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詹月珍 南投縣名問鄉

號 (郵局存摺)

10是年保管字第 384
其他一般物品

1 日8004904 (貓咪戒指(黃 1個 發還其領 彭浩銘 臺中市北區
號

銅製品) ) 

10哇年保管字第 385
108004905 

飾品(折耳貓銀
l件 發還具領 彭浩銘 臺中市北區

號 飾戒指)

10往年保管字第 385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4905 8 (;j放風廣場購買 l張 發還具領 彭浩銘 臺中市北區
號

發票)

104年保管字第385
1 日8004905 9 

飾品(貓合金戒

l件 發還具領 彭7告銘 臺中市北區
號 指)

104年保管字第 2024
108004907 4 摺耳貓橡皮鑄模 l件 發還具領 彭浩銘 臺中市北區

5克

104年係管字第 5241
108002501 2 

SAMUNG NOTE平
l 台 發還具領 f要 4土豆奇 嘉義縣、六腳鄉

號 板電腦

105年保管字第 23號 108004719 
電子產品(監視

l 台 發還具領 陳聖欣 臺中市南屯區
器主機)

105年保管字第80號 108005142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林億嘉 臺中市北屯區
(砂輪機)

105年保管字第80號 108005142 2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林億嘉 臺中市北屯區
(砂輪機)

105年保管字第80號 108005142 3 
其他一般物品

l 組 發還具領 林億嘉 臺中市北屯區
(鑽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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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槍察署扣押輛公告摺專頁清時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吉主

105年保管字第80號 1080051 是2 4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林億嘉 臺中市北屯區
(游標卡尺)

105年保管字第80號 108005142 5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林億嘉 臺中市北屯區
(車床由定架)

105年保管字第 80號 108005142 6 
其他一般物品

是文 發還具領 林億嘉 臺中市北屯區
(鉗子)

105年保管字第 80號 108005142 7 
其他一般物品

3文 發還具領 林億嘉 臺中市北屯區
(, J、型砂輪)

105年保管字第 80號 108005142 8 
其他一般物品

I 支 發還具領 林億嘉 臺中市北屯區
(大型鉗子)

105年保管字第 80號 108005142 9 
其他一般物品

l金 發還具領 林億嘉 臺中市北屯區
(工具箱)

105年保管字第 2172
108000579 

電子產品(闊的
1 支 發還具領 林敬智 臺中市東區

5克 手機)

105年係管字第 2是72
電子產品

1 日8005066 5 (Samsung行動手 1 支 發還具領 曹全德、 臺中市東區
號

機(含SIM卡))

1 日5年保管字第 2472
電子產品(ASUS

108005066 6 行動手機(含SIM l 支 發還具領 曹全德 臺中市東區 面串反耳凌裂
號

卡))

105年保守去字第 2472
電子產品

108005066 7 (Iphone行動手 l 支 發還具領 郭日月察 臺中市西屯區
5克

機(含SIM卡))

105年保管字第 2472
電子產品

108005066 8 (Iphone行動手 l 支 發還其領 曹全德 臺中市東區
5克

機(含SIM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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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壘中略方槍響署扣押輛公告招續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言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3307
108004792 4 

(祥輝公司 102
1本 發還具領 李t導津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年 104年原料

用藥及手量表)
其他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3307
108004792 5 

(祥輝公司毒性
l本 發還具領 李博津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化學物質運作主己

錄)

其他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3307
10800吐792 6 

(祥輝公司廢棄
l本 發還具領 李f尋津 臺中市太平區

號 物清除處理契

約書)

105年保管字第 3307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4792 7 (祥輝公司購買 l本 發還具領 李博津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化學藥品單據)

105年保管字第 3477
106005540 l 郵局提款卡 l 張 發還其領 林冠賢 彰化縣、和美鎮

號

105年係管字第4209
106006154 威力東寶資料 1 張 發還其領 廖學法f 臺中市西屯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4209
豪美麗生技公司

106006154 2 與一馨資訊公司 4張 發還具領 廖學i幸? 臺中市西屯昆
號

協議書影本

105年保管字第4209
106006154 5 

翁財記金餒鹿草
l金 發還具領 廖學渴 臺中市西屯區

號 膠囊

105年保管字第4209
106006154 6 威力束寶 l盒 發還具領 廖學海 臺中市西屯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4209
106006154 7 產品相關資料 l張 發還具領 廖學溺 臺中市西屯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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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灣壘中生也方檢察著扣押輛公告摺聽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教最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生也主企 備言主

105年保管字第4209 翁財記金鎮鹿草
l金 發還具領 廖學法f 臺中市西屯區

查中市政府衛

號
10600615是 10 

膠囊 生局抽驗

105年保管字第4209
威力采寶 2盒 發還具領 廖學2喜f 臺中市西屯區

臺中市政府衛
1 日 60日 615是 11 

號 生局抽驗

105年保管字第4257
108004592 5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陳恩潔 臺中市和平區

號 (掃刀)

105年係管字第4257
108004592 6 

其他一般物品
11，固 發還具領 陳恩潔 臺中市和平區

號 (背包)

105年保管字第4257
108004592 7 

電子產品(手持
2個 發還具領 陳恩生 臺中市和平區

號 式無線電)

其他一般物品
虔誠科技

有限公司
106年保管字第 77號 108005265 (百變機器人產 l金 發還具領

(代表人
臺中市外埔區

品一套)
鄭柯菊)

虔誠科技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有限公司
臺中市外埔區106年係管字第 77號 108005265 2 

(說明書) (代表人
鄭柯菊)

106年保管字第 608
電子產品(手機

108004580 (蘋果廠牌、合 1 文 發還具領 顏廷儒 臺中市外埔區
號

Slm卡))

106年保管字第 936
108003570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還其領 張家妮 臺中市霧峰區

號 電話(含SIM卡))

106年係管字第 3055
108004467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陳威名 雲林縣褒忠鄉

號 (牛仔褲)

106年係管字第 3055 1108004467 2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陳威名 雲林縣褒忠鄉
1 號 (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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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壘中地方槍響署扣押輛公告招壩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室主

106年保管字第哇920
其他般物品

108004426 (字駿公司每日 l本 發送其領 邱錦宗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工程紀錄表)

106年保管字第4920
其他般物品

10800往426 2 (舜御、宏宗公 1本 發還具領 邱錦宗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司工作日報表)

106年保管字第是920
其他般物品

108004426 3 (字駿公司請款 1本 發還具領 邱錦宗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及;青運資料)

106年保管字第是920
其他般物品

108004是26 往 (小海豹公司請 l本 發還具領 邱錦宗 臺中市太平區|號
款及清運資料)

106年保管字第4920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4426 5 (誌建公司過磅 5張 發還具領 邱錦宗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單)

106年保管字第4920
電子產品(會計

108004426 6 人員電腦資料光 l張 發還具領 邱錦宗 臺中市太平區
號

草草)

106年保管字第 4920
108004426 7 

電子產品(手機
l 張 發還具領 賴俊志 臺中市太平區

號 資料光碟)

106年保管字第是920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4426 8 (主主、建公司進貨 9張 發還具領 廖金賜 去中市霧峰區
號

資料)

106年保管字第 5073
108003105 贓款(新台幣) 2200元 發還其領 高主毛主滴 新北市新莊區

號

107年係管字第 1001
108000185 

電子產品(行動
1 支 發還其領 林品鈴 桃茵市平鎮區

號 電話手機)

第 5 頁，共的頁



臺灣壘中地方轍察著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星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生也士""- 備言主

107年保管字第 1208
108004714 

電子產品的ONY
1 支 發還具領 陳慧安 桃園市龍潭區

號 手機)

1 日7年保管字第 1425
其他一般物品

內有白色刷毛1080日 0526 5 CBa1eno牌紅色 1件 發還其領 陳子鴻 臺中市西區
號

外套)

107年保管字第 2369
108004823 8 

電子產品(手
l 文 發還其領 蔡篤龍 臺中市沙鹿區

號 機、 SI間卡)

107年保管字第 2431
108004805 3 

電子產品(筆記
1 台 發還具領 王智頡 臺中市神同區 廠牌:華碩

號 型電腦)

107年保管字第 2529
108005094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其領 廖偉豪 臺中市北屯區 原件密封

號 (帽子)

107年保管字第 2664
108004428 3 

其他般物品
1件 發還其領 賴建安 雲林縣斗南鎮 原件密封

號 (手套)

107年保管字第 3191
108005041 

電子產品

1 支 發還具領 蔣子特 壹中市南屯區
號 (IPHONE6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3191
電子產品

108005041 2 CSAMSUNG白色平 l 台 發還具領 蔣子皓 臺中市南屯區
5克

板)

107年保管字第 3332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東區108000407 5 (1 2樓之間鑰 u且 發還具領 施，恰辰

號
匙、磁扣)

1日7年保管字第3332
108000407 6 

其他般物品
11固 發還具領 施，恰辰 臺中市東區

號 (潤滑液)

107年保管字第3332
108000407 7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施怡辰 臺中市東區

號 (護手霜)

107年保管字第3332
108000407 8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施怡辰 臺中市東區

號 (保險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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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槍響署扣押輛公告招親:青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拉上 備言主

107年保管字第 3332
108000407 9 

其他一般物品
2個 發還具領 倪，美燕 臺中市北區

號 (潤滑液)

107年保管字第 3332
108000407 10 

其他一般物品
10個 發還具領 15己美燕 受中市北區

號 (保險套)

107年保管字第3710
電子產品

108004458 2 (iphone黑色手 1個 發還具領 王沛宇 臺中市南屯區
號

機)

1 日7年保管字第3826
108004846 身 /刀\扣口主 l 張 發還具領 林孟率 臺中市霧峰區

號

107年保管字第3826
108004846 2 身分證 l張 發還具領 邱于貞 嘉義縣、水上鄉

號

107年保管字第4119
1080052哇7 藍芽喇叭 1個 發還具領 陳萬央 臺中市北屯區

號

107年保管字第4259
108000527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張天林 臺中市西屯區

5克 (安全帽)

107年保管字第425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0527 2 (行動電話(含 l 支 發還具領 張天林 臺中市西屯區 廠牌: HTC 
號

SIM卡))

107年保管字第4259
108000527 3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張天林 去中市西屯區

號 (黑色社且衫)

107年保管字第4259
108000527 4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張天林 臺中市西屯區

號 (牛仔短褲)

107年保管字第4259
108000527 5 

其他一般物品
1雙 發還具領 張天林 臺中市西屯區 黑色、白底

號 (布鞋)

107年保管字第4289
電子產品

108004649 (B1ackphone智 l 支 發還具領 îN夭翔 桃園市iií. i軍區
百克

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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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灣臺中主也方槍響署扣押輛公告摺聽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7}之5克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生也主止 備註

107年保管字第4349
電子產品

108005076 (IPhone銀色手 l 文 發還其領 洪日寄傍 嘉義縣、中埔鄉
號

機令SI聞卡)

107年保管字第4349
電子產品

108005076 2 CIPhone金色手 l 支 發還具領 洪時偉 嘉義縣中埔鄉
號

機令SI抽卡)

107年保管字第4442
108005155 

其他一般物品
3件 發還具領 丁瑞南 臺中市西區

號 (外套)

107年保管字第4711
108002813 6 

贓款(現金新臺
100元 發還具領 林桂青 相t園市相t園區

5克 幣)

NGUYEN 
107年係管字第4721

108002754 3 
贓款(現金新臺

200元 發還具領
XUAN 

臺中市神岡區
號 幣) QUYNH ( 

阮春瓊)

107年保管字第4913
108004838 

電腦設備(電腦

1 台 發還其領 陳紫婉
臺中市大甲區/臺中市

無側蓋 2面
號 主機) 西屯區

107年保管字第4913
108004838 2 電子產品(螢幕) 1 台 發還具領 陳紫新

臺中市大甲區/臺中市

號 西屯區

107年保管字第4913
108004838 3 

電子產品(無線
1個 發還其領 陳紫金卉

臺中市大甲區/臺中市

號 鍵盤) 西屯區

107年保管字第4913
108004838 在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其領 陳紫辨

受中市大甲區/臺中市

號 (無線;骨鼠) 西屯區

107年保管字第 5526
電子產品(電子

108004802 3 產品(手機令SIM 1 支 發還具領 郭宗諺 臺中市西屯區
號

卡三星牌白色))

電子產品

108年保管字第 18號 108004773 2 (OPPOR9M手機 1 文 發還其領 袁i龍婷 去中市:青水區

(螢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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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輸暴署扣押輛公告招聽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兵領人 士也拖上 備註

108年係管字第 3的
10800是633 充電線 2件 發還具領 黃;青雄 高雄市三民區

號

108年係管字第828
108005163 充電線 1個 發還具領 黃清雄 高雄市三氏區

號

1 日8年保管字第 1744
108005166 2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廖偉豪 臺中市北屯區

號 (棕色皮夾)

108年保管字第 17位
108005166 3 身分證 l張 發還具領 吳智龍 臺中市豐原區

號

其他一般物品
楊鍾鼎

108年保管字第 198是 (鍾鼎山

1 日8005264 (多合一創意積 l金 發還具領 新北市林口區
號

木一百變機器人)
林文教

社)

108年保管字第 2411
108004577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李 f建瑋 桃園市平鎮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2412
電子產品 (ASUS

108004590 手機粉紅色令 l 支 發還具領 洪偉翔 高雄市楠梓區
5克

SIM卡)

108年保管字第 2412
108004590 3 SIM卡 l張 發還具領 洪偉翔 高雄市楠梓區 手i'~~主收

號

108年保管字第 2455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4793 18 (玉山銀行存款 2個 發還具領 曾永安 臺中市北屯區
號

簿)

108年保管字第2455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4793 19 (玉山銀行存款 l張 發還具領 曾永安 臺中市北屯昆
號

卡)

108年係管字第 2455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4793 20 (國泰世莘存款 2個 發還具領 曾永安 臺中市北屯區
號

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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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生也拖上 備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 2617
10800是83哇

電子產品(隨身
1個 發還具領 莊雅雯 臺中市大安區

號 碟)

108年係管字第 2714
其他一般物品

臺南市南亞/臺南市中
10800497是 (;吉安公司玉山 1本 發還具領 黃宏展

5克
銀行存摺)

西區

108年保管字第 2714
其他一般物品

臺南市南區/臺南市中
10800是97哇 2 (;吉安公司彰化 l本 發還具領 黃宏展

號
銀行存摺)

西區

108年係管字第 2714
其他一般物品

臺南市南區/臺南市中
108004974 3 (;吉安公司大小 l 張 發送具領 黃宏展

號
章印文)

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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