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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續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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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7年係管字第 3577
108007264 碳纖維 l捲 發還具領 王銘傳 臺中市龍井區

號

。97年保管字第4703
108007508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童秀麗 臺中市烏日區

5克 (剪刀)

。97年係管字第5757
108007418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廖洛緯 嘉義縣、水上鄉

1兔 (手機)

097年保管字第 5757
108007418 2 

其他一般物品
1 片 發還具領 廖洛緯 嘉義縣、水土鄉

5克 的IM卡)

100年保管字第 1192
108007294 者日甚'~，日、召、、 I 本 發還具領 張元亮 臺中市西屯區

5克

103年保管字第 553
103000663 1 新台幣 30000元 發還具領 林肇恆 臺中市豐原區

5克

103年保管字第 558
104002651 2 新台幣 700元 發還具領 玉清流 臺中市大雅這

號

103年保管字第7的
發還具領

九如大賣
臺中市烏日區104007036 3 新台幣 79500元

場號

103年保管字第 3417
108007303 

電子產品(Moii
l 文 發還其領 徐銘基 新竹市北區 含SIM卡 l張

號 手機)

103年係管字第3417
108007303 5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徐銘基 新竹市北區

號 (記事本)

104年保管字第 1099
108007786 2 

電子產品(USB隨
1個 發還具領 陳世中 臺中市南屯區

號 身碟)

104年係管字第 1099
其他般物品

108007786 4 (峰匿 CCIB資 l本 發還具領 吳怡蒂 臺北市大同區
5克

料)

104年保管字第 109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7786 6 (外匯自動交易 l張 發還其領 吳怡蓓 臺北市大同 E主
吉克

分析)

第 1 頁，共 11 頁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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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言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4年保管字第 1099
108007786 7 

(富昌公司可贖
4張 發還其領 吳怡蓓 臺北市大同區

號 回公司債券資

料)

1。在年保管字第 1099
其他一般物品

臺北市大同區108007786 8 (更改銀行帳戶 7張 發還其領 吳怡徬
號

資料)

1。在年保管字第 1099
108007786 10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還其領 吳恰荷 臺北市大同區

號 (銀行匯款資料)

104年保管字第 1099
108007786 11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在頁 吳怡蓓 臺北市大同區

號 (紀事本)

104年係管字第 1099
108007786 12 

其他一般物品
7本 發還具領 吳怡蓓 臺北市大同區

號 (銀行存摺)

104年保管字第 1099
108007786 13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吳怡蓓 臺北市大同區

5克 (紀事本)

104年保管字第 1099
108007786 14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吳怡蓓 臺北市大同區

5克 (紀事本)

104年保管字第 1099
108007786 15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其領 吳怡徬 奎北市大同區

號 (存款對帳單)

104年保管字第 1099
其他一般物品

臺北市大同區108007786 16 (客戶交易收益 8張 發還具領 吳怡徬

號
資料)

10吐年保管字第 1099
108007786 17 

其他一般物品
4張 發還具領 吳怡徬 臺北市大同這

號 (何金玖名片)

104年保管字第 1099
108007786 18 

其他一般物品
3張 發還其領 吳恰蓓 臺北市大同區

號 (吳怡蓓等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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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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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拖上 f靖言主

104年保管字第 109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7786 20 (富昌公司合作 1本 發還具領 吳怡蓓 臺北市大同區
5克

協議書)

104年保管字第 109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7786 21 (富昌金融集團 1本 發還其領 吳怡蓓 臺北市大同區
號

企業簡介)

104年保管字第 1099
108007786 22 

電子產品(華碩
1 台 發還其領 吳怡蓓 壹北市大同區

號 電腦主機)

105年保管字第 3633
電子產品

108007520 8 (Taiwan Mobile 1 文 發還具領 陳孟和 新竹縣竹東鎮
號

牌手機)

105年保管字第4465 電子產品(行動
林秉豐 新北市永和@.

1 PHONE(無
108007747 l 支 發還具領

SIM卡)號 電話)

BLACK 
105年保管字第 4465

108007747 2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其領 林秉豐 新北市永和區 BERRY(含SIM
號 電話)

卡)

105年保管字第吐465 電子產品(行動
林秉豐 新北市永和區

SAMSUNG(含
108007747 3 I 文 發還具領

SI間卡)號 電話)

105年保管字第4465 電子產品(行動
翁敏修 新北市新店區

SAMSUNG(含
108007747 4 I 支 發還具4頁

SI間卡)號 電話)

106年保管字第 1908
108003680 l 電腦設備(主機) l 台 發還具領 陳世嘉 臺南市永康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 1908
電子產品(手機

108003680 2 SAMSUNG(含SI阻 I 支 發還具領 陳世嘉 臺南市永康區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 3007
108007335 l 

其他般物品
l 包 發還具領 廖益祥 臺中市太平區

號 (煙草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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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星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起上 備吉主

106年保管字第 3007
108007335 2 

其他一般物品
1 包 發還具領 廖益祥 臺中市太平區

號 (萌呆檢品)

106年保管字第 3007
1080日 7335 3 

其他一般物品
l 包 發還具領 廖益祥 臺中市太平區

號 (乾呆檢品)

106年係管字第 3885
108007220 I 

電子產品(含SIM
1 支 發還具領 黃兆強 臺中市新社區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26
電子產品

108007318 (iPhone黑色手 l 支 發還具領 張義益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機))

106年保管字第4326
108007318 2 

其他一般物品 (8
11'牛 發還具領 張義益 臺中市太平區

5克 號夾鏈袋)

106年係管字第4326
108007318 3 

其他一般物品 (4
I件 發還具領 張義益 臺中市太平區

號 號夾鏈袋)

106年保管字第4326
108007318 4 

其他一般物品
1組 發還具領 張義益 臺中市太平區

號 (研磨機)

106年保管字第4326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張義益 臺中市太平~108007318 5 

(分裝罐(銀罐))號

106年係管字第是326
108007318 6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張義益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分裝罐(紅罐))

106年保管字第4326 其他一般物品(K
發還具領 張義益 臺中市太平區108007318 7 2個

號 盤)

106年保管字第4326
108007318 8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張義益 臺中市太平區

5克 (夾鏈袋)

106年保管字第在326
108007318 9 

其他一般物品
u且 發送具領 張義益 臺中市太平區

號 (點鈔機)

其他一般物品
106年保管字第4826

108007318 10 (高速多功能粉 l組 發還具領 張義益 臺中市太平區
號

粹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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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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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土i上 備吉主

106年保管字第4326
108007318 11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張義益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房屋契約書)

106年保管字第4326
1 日8007318 12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張義益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夾鏈袋)

106年保管字第4的5
108006840 7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楊文嘉 屏東縣里j巷鄉

5克 卡) (玉山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425
108006840 8 存摺(玉山銀行) 1本 發還具領 楊文嘉 屏泉縣、里港鄉

號

106年保管字第 5331
108006912 2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i來宏銘 臺中市大里區

號

107年保管字第714
108006808 4 

電子產品

l 支 發還具領 洪君鑄 臺中市大Æ.區
號 (lPHONE手機)

合SI間卡螢幕107年保管字第 1214
108006134 

電子產品(紅色 I
1 支 發還其領 筒f章中受 高雄市三民區

破裂號 PHONE手機)
合刮目卡螢幕107年係管字第 1214

108006134 2 
電子產品(白色

l 文 發還具領 簡偉唆 高雄市三氏區
Z皮裂5克 HTC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 1214
108006134 3 

電子產品(黑色
l 支 發還具領 筒偉峻 高雄市三民區 今SIM卡

5克 小米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 1214
108006134 4 

其他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筒 f章唆 高雄市三氏區

號 (高鐵單程票)

(含SIM卡 l 張)107年保管字第 1226
108006541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還具領 陳品豪 臺中市沙鹿區

螢幕破損自虎 電話)

107年保管字第 1226
108006541 5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其領 非本怡輩革 臺中市大肚區 (含SIM卡1 張)

號 電話)

107年係管字第 1226
108006541 9 

其他一般物品
35顆 發還具領 陳品豪 臺中市沙鹿區

號 (銅珠)

107年保管字第 1226
108006541 10 

其他一般物品
2件 發還具領 陳品豪 臺中市沙鹿區 尊鎮會

5克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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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107年保管字第 1226
1 日8006541 11 

電子產品(電籍

1 文 發還具領
號 棒)

107年保管字第 1226
108006541 12 

其他般物品
l組 發還具領

號 (尊鎮會請采)

107年保管字第 1226
108006541 15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具領

號 (球棒)

107年係管字第 2308
108007636 2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號 (電子磅秤)

107年保管字第2554
108007212 

其他一般物品
l條 發還具領

號 (傳輸線)

107年保管字第3189
108006504 d 

電子產品(一星
l 台 發還具領

5克 手機、粉紅色)

107年保管字第 3189
10800650是 5 

電子產品(二星
l 台 發還具領

號 平板、白色)

107年係管字第 3342
108006913 

電子產品 (Oppo
I 支 發還具領

號 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3865
新台幣

400000 
發還其領

5克
108007622 

7G 

107年係管字第4010
108007621 3 

電子產品(行動
1 支 發還具領

號 電話)

107年保管字第4872
108007247 4 

電子產品(電子
1個 發送具領

號 耳旁秤)

107年保管字第4872
108007247 5 

電子產品(ASUS
1 支 發還具領

號 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 5066
108007684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號 (H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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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領人

F東品豪

i束品豪

林怡銘

越紹翔

精實國際

行銷有限

公司

余建宏

余建宏

林廷偉

鄧景松

鄧景松

蔡利緯

蔡利緯

5長丹主吉吾

h色土i上

臺中市沙鹿區

臺中市 J少鹿區

臺中市大且主區

臺中市北區

新北市中和區

臺中市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

臺中市太平區

高1、全市本本園區

高雄市林園區

臺中市沙鹿昆

臺中市沙鹿區

臺中市西屯區

備言主

無SIM卡

螢幕破裂

拚

二三諒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拖上 f聶吉主

107年保管字第5185
108007406 現金 33100元 發還具領 曾翔瑜 臺中市西區

號

107年保管字第5341
其他般物品

108007441 l (Transcend耳吏 1個 發還具領 言午兆洋 臺中市大里區
號

碟)

107年係管字第 5341
其他般物品

1080074是 l 2 (權億律師事務 1個 發還具領 許兆洋 臺中市大里區
號

所(本子))

107年保管字第 5466
108006670 

電子產品

l 文 發送具領 陳金璋 彰化縣二林鎮 今SI班卡
號 (IPHONE) 

107年係管字第 5是66
108006670 2 

電子產品
l 張 發還具領 陳金璋 彰化縣、二林鎮 合訂單卡

號 (IPHOE) 
107年保管字第 5476

10800695是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洪永j文 臺中市南區
號 (安全帽)

1 日8年保管字第 256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發還具領 黃鼎昇

臺中市西區/南投縣水
108006803 

號 (警用-節才昆) 里鄉

108年保管字第260
108007644 2 新台幣 1600元 發還具領 陳忠明 臺中市北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 289
108007973 

存摺(中國信託
1本 發還其領 徐J羹 E軍 壹中市西屯r&

5克 存摺)

108年係管字第 289
108007973 2 

存摺(臺灣銀行
l本 發還具領 千余;其日軍 臺中市西屯區

號 存摺)

108年保管字第289
108007973 3 

存摺(兆豐國際
l本 發還具領 千余;其日學 臺中市西屯區

號 商業銀行存摺)

108年保管字第 794
108006976 

其他般物品
l文 發還具領 陳立軒 臺中市東區

5克 (球棒)

108年係管字第 794
108006976 2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發還其領 陳立軒 臺中市東區

5克 (高爾夫球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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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JJt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士止 備吉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8年保管字第 816
(新福登自動沉

108007681 降速率裝置報價 l本 發還具領 黃致誠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單及產品說明

書)

108年保管字第 816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7681 2 (登威公司客戶 3張 發送具領 黃致誠 臺中市南屯區
號

資料)

108年係管字第816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7681 3 (登威公司銷售 3張 發還具領 黃致誠 臺中市南屯區
號

永f言診所紀錄)

108年保管字第816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7681 4 (登威公司進銷 3本 發還具領 黃致誠 臺中市南屯區
號

項資料)

108年保管字第 816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7681 5 (百特公司向SPA 1 張 發還具領 黃致誠 去中市南屯區
5克

進貨資料)

108年保管字第816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7681 6 (百特公司皇島，登 3張 發還具領 黃豆立誠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嵐公司資料)

108年保管字第 816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7681 7 CBioteck往來電 2本 發還具領 黃致誠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子信件)

108年係管字第 81 日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7681 8 (電子信件資料 l 片 發還具領 黃致誠 臺中市南屯區
5克

光草草)

108年保管字第827
108007240 l 充電線 2個 發還具領 黃清雄 高雄市三民區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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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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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土止 備吉主

108年保管字第 1007
108006510 2 SUMSUNG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黃怡仁 臺中市南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 1088
108007614 l 

電子產品
1個 發還具領 陳亨龍 臺中市清水區

5克 (lPHONE手機)

108年係管字第 1138
108006878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發還具領 烏F濤 臺中市東區

號 (高梁酒)

108年保管字第 1187
電子產品

108006354 2 (I PHONE(SIM卡l l 文 發還具領 莊木川 彰化縣芬園鄉
號

張))

108年保管字第 1263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新社區/臺中市
108006789 (舒適機能皮膚 3件 發還具領 賴姊[如

號 太平區
衣)

108年保管字第 1263 其他一般物品
8件 發還具領 賴珮如

臺中市新社區/臺中市
108006789 2 

號 (翹臀美腿褲) 太平區

108年保管字第 1263 其他一般物品
10件 發還具領 賴婦l如

臺中市新社區/臺中市
108006789 3 

太平琶號 (量子養生內褲)

108年係管字第 1263 其他一般物品
3件 發還具領 賴婦l如

臺中市新社區/臺中市
108006789 是

5克 (膚面耳其) 太平區

108年保管字第 1391
108007080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陳松甫 臺中市北屯區

5克 (手提包)

108年保管字第 1391
108日 07080 2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陳松甫 臺中市北屯區

號 (才。環)

1 日8年保管字第 1655
108007596 

其他證件(學生
l張 發還具領 業霈萱 科h 囡市科h園區

5克

108年保管字第 1655
108007596 3 

其f也證件(學生
l張 發還具領 許瓊文 屏東縣萬丹鄉

號 言登)

108年保管字第 1761
1080051 是l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黃五璇 臺中市:車子區 未拆封

號 (衣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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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槍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itykt虎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f看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 1761
108005141 2 

其他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黃王王璇 臺中市 J車子區 未拆封

號 (衣物)

108年保管字第2122
108007028 

其他般物品
2個 發還其領 林易穎 臺中市西屯區

號 (鑰匙)

108年保管字第 2170
108007248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具領 張豫根 臺中市太平區

號 (電擊棒)

合SI阻卡、螢108年保管字第2270
108007291 

電子產品(智慧
l 支 發還具領 達永裕 臺中市豐原區

幕及背板破裂號 型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2938
108007065 2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ij宇秋雄 臺中市豐原區

號 (含SIM卡))

108年係管字第 3089
108007158 

其他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王威智 臺南市善化區

號 (借款契約書)

108年保管字第3118
108007019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何添來 臺中市東區

5克 (帳冊)

108年保管字第 3118
108007019 2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何添來 臺中市東區

號 (手且貨契約)

108年保管字第 3212 其他般物品
發還具領 中本召力 l湯

新北市板橋區/臺中市
108007575 1件

太平區號 (床單)

108年保管字第3212 其他一般物品
發還具領 林劫 l湯

新北市板橋區/臺中市
108007575 2 l件

太平區號 (浴巾)

108年保管字第 3470 其他般物品
發還具領 林劫 i湯

新北市板橋區/臺中市
108007576 11牛

太平區號 (床組)

108年係管字第 3546
108007598 

其他刀械(水果
l 支 發送具領 林進孝 臺中市烏日區

號 刀)
108年保管字第 3564

108007是30
其他般物品

l文 發還具領 蔡凱琳 臺中市西屯區
號 (別針)

108年保管字第 3696
108007691 

電子產品

1 支 發還具領 蔡采汶 臺中市:青水區
號 Ciphone直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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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士在 備言主

108年係管字第 3940
108006871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黃若漪 臺中市北屯區

號 (隨身碟)

108年保管字第 3967
108007042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發還具領 盧i青欽 臺中市神同區

5克 (鋸子)

108年保管字第4004
108007553 

其他般物品
l文 發還具領 楊詔儒 臺中市清水區

號 (伸縮警棍)

108年係管字第4145
108007939 3 

電子產品

1 支 發還具領 陳嘉駿 臺中市北區
號 (IPHONE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4273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7286 (房屋牙且貨契約 6張 發還具領 黃麗如 臺中市北區
號

書(彩本) ) 

108年保管字第 4503
108007663 新台幣 2000元 發還具4頁 越書延 臺中市南區

號

108年係管字第4579
108007742 新台幣 56500元 發還具領 吳欣哲 臺南市東區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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