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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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地址 備註

的5年保管字第3653
108007543 l 雜項喊證物 1 串串 發還具領 美f言宏 臺中市南屯這

號

095年係管字第4哇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14 (營利事業登記 l件 發還其領 潘福員才 臺北市大同處
號

證 (8-1) ) 

的5年保管字第4哇哇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15 (扣繳憑單 (8一 3 1'平 發還具領 潘福財 臺北市大同區
號

2) ) 
。95年保管字第必49 108008568 16 

其他一般物品
11寺 發送具領 潘福財 臺北市大同區

號 (借據 (8-3) ) 

。95年保管字第是4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17 (存摺彩本等( 91'牛 發還其領 潘福財 臺北市大同區
號

8-4) ) 
。 95年保管字第4449

108008568 18 
其他一般物品

5件 發還具領 濤福財 臺北市大同區
號 (郵件 (8-5) ) 

。95年保管字第4是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19 (營業處戶丹等資 l件 發還具領 潘福貝才 臺北市大同車
號

料 (8-6) ) 

。 95年保管字第但是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20 (台北市政府函 11牛 發還具領 潘福財 臺北市大同區
號

(8-7) ) 

。95年保管字第4是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21 (營業處區分自己 l件 發還其領 潘福財 臺北市大同區
號

表資料 (8-8) ) 

。 95年保管字第44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22 (承諾書資料( l件 發還具領 ?香福貝才 臺北市大同區
號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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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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重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言主

。95年保管字第是4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23 (筆記本 (8- 1本 發還具領 話喜福貝才 臺北市大同區
號

10) ) 

095年保管字第44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24 (政府公文等資 l件 發還其領 潘福財 臺北市大河區
號

料 (8-11) ) 

。95年保管字第位的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25 (合作合約書( 11'牛 發還具領 潘福買才 臺北市大同區
號

8一12) ) 

095年保管字第44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26 (電話簿 (8 :本 發還具領 港福財 臺北市大同區
號

13) ) 

。95年保管字第44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27 (支票及傳票等 l件 發還具領 潘福財 臺北市大同區
號

資料 (8-14) ) 

。95年保管字第44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28 (身分證影本( 1本 發還具領 林正煌 新北市中和監
號

9-1) ) 

0 日5年保管字第4449
其他一般物品

1 日8008568 29 (喬鎮公司損益 11'牛 發還具領 林正煌 新北市中和區
號

表 (9-2) ) 

。 95年保管字第是4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30 (喬鎮產業概況 2張 發還具領 林正煌 新北市中和區
號

表 (9-3) ) 

。95年保管字第44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31 (華銀忠興存摺 1本 發還具領 林正煌 新北市中和區
號

影本刊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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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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敏、人 地址 備言主

其他一般物品

。95年保管字第銘心
108008568 32 

(喬鎮營利事業
l本 發還具領 林正煌 新北市中和區

5克 登記詮影本等資

料 (9-5) ) 
其他一般物品

。95年保管字第4449
1 日8008568 33 

(喬鎖公哥國泰
1本 發還其領 林正煌 新北市中和區

號 雙和存摺影本(

9-6) ) 

。95年保管字第4是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34 (全方位公司來 l張 發還具領 林正煌 新北市中和區
號

函彩本刊-7) ) 

。 95年保管字第44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35 (柏堅實業公司 2顆 發還具領 林正煌 新北市中和區
號

~r鐘章 (9-8) ) 

。95年保管字第4449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68 36 (銀行帳號摘記 l本 發還具領 林正煌 新北市中和區
號

彩本刊-9) ) 
的7年保管字第511

108007536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林家豪 臺中市霧峰區
號 (行動電話)

。97年保管字第529
10800854是

票據(台文以
2張 發還具領 黃詠i家 臺中市東區

5克 外) (支票)

的7年保管字第 529
108008544 2 

票據(台支以
2張 發還其領 黃詠i泉 臺中市東區

號 外) (本票)

102年保管字第39號 108007134 
其他一般物品

l文 發還具領 曹俊清 臺中市太平還
(球棒)

102年保管字第350
108007135 

其他一般物品
l文 發還具領 曹俊清 臺中市太平區

號 (空氣槍枝玩具)

103年係管字第88號 10哇。 00543 2 新臺幣 12000元 發還其領 歐羽祥 南才主串串、7j(.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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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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也拖上 備言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3年保管字第855
109000496 3 

(94年-101年薪
8本 發還其領 詹 E句希 臺中市豐原區

號 資領現/簽收?青

冊。)

104年保管字第哇170
1090007是4 l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其領 洪健瑋 受中市豐原區

號 (名月)

104年保管字第哇170
109000744 2 

I-PHONE6行動電
1 支 發還具領 洪健瑋 受中市豐厚、區

號 言舌l 文(含Slm卡)

105年保管字第 1040
其他般物品

109000352 (中國信託銀行 l張 發還具領 路福慶 新北市土城區
號

提款卡)

105年保管字第凹的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0352 2 (中國信託銀行 1本 發還具領 駱福慶 新北市土城區
號

存摺)

105年保管字第 1238
109000140 9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農玉初 桃園市大溪這

號 電話)

105年保管字第 1238
109000140 10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農玉初 桃園市大溪~

號 電話)

105年保管字第 1238
109000140 11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還具領 游瑞益 桃園市龍i軍區

號 電話)

105年保管字第 1238
109000140 12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還具領 羅育患 桃茵市龍潭區 無SIM卡

號 電話)

105年係管字第 1238
109000140 13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還其領 星星育急 桃園市龍潭區

號 電話)

iPhone .型
105年保管字第 1238

109000140 14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還具領 羅育怠 桃園市龍潭區 號 A1387 .白
號 電話)

色、無SIM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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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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言主

105年保管字第 1238
109000140 15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羅育惠 桃園市龍潭區

號 (記帳筆記本)

105年保管字第 1238
109000140 16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羅育急 桃園市龍潭區

號 (組織運作守則)

105年保管字第 1365
1090日025是 1 

電子產品

l 文 發還具領 張瑋仁 受中市清水痘 合Slffi卡
號 (iphone白色)

105年係管字第 1365
109000254 2 

電子產品

l 支 發還具領 張瑋仁 壹中市清水區 今Slffi卡
號 Ciohone黑色)

105年保管字第 1588
108005681 2 

電子產品CSONY
l 文 發還具領 海色軒 臺中市東勢區

號 牌行動電話)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日0157

其他刀械(非列
l 文 發還具領 陶俊元 臺中市西屯區

號 管刀械)

105年保管字第2318
其他般物品

109000157 2 (聖安壇池玉會 11牛 發還具領 陶俊元 臺中市西屯這

號
會~}j區)

106年保管字第 950
108008184 2 

其他般物品
2~固 發還具領 享F縱樺 臺中市烏日區

號 (盤子)

106年保管字第950
108008184 3 

其他般物品
111圈 發送具領 享F縱樺 查中市為自區

號 (盤蓋〕

106年保管字第 950
10800818是 4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還其領 郭縱樺 臺中市烏日區

號 (鐵鍋)

106年保管字第 950
108008184 5 

其他般物品
1張 發還其領 享F縱樺 金中市烏日區

號 (點數紀錄紙)

106年保管字第 1636
109000289 l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林宏全 南投縣草屯鎮

號 (ì菜色外套)

106年保管字第 1636
109000289 2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林宏全 南投縣草屯鎮

號 (運動長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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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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士也起上 備言主

106年保管字第2054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6168 (RockFORCE(94) l 箱 發還具領 廖誼和 臺中市大里直
號

工具箱)

106年保管字第2054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6168 2 (RockFORCE(46) l 箱 發還具領 廖誼和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工具箱)

106年保管字第3678
108008589 

電子產品(1于車
l張 發送其領 王信傑 臺中市清水區

號 紀錄器SD卡〕

其他一般物品

106年保管字第3678
(深綠色短抽上

108008589 2 衣(有手邊柚子 11牛 發還具領 王f言傑 臺中市清水區
號

繡Jõr;有白色數字

3)) 

106年保管字第3678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589 3 (深灰色短褲Ur l件 發還具領 王信傑 去中市清水區
號

有小魚圈中是))

106年保管字第3678
108008589 4 

其他一般物品
1雙 發還具領 主信傑 臺中市:青水區

號 (咖分色休閑鞋)

106年保管字第3821
109000284 5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曾字澤 臺中市大甲區

號 (帳冊)

威尼斯汽

106年保管字第4564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車旅館負
臺中市西屯區108007474 1 

責人吳炫號 (櫃台交接本)

煥

其他一般物品
威尼斯汽

106年保管字第456是 108007474 車旅館負
2 (住宿動態日報 2張 發還具領

責人吳炫
臺中市西屯區

表)
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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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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言主

106年係管字第5051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0398 27 (第一銀行存摺 2本 發送具領 陳月霞 南投縣埔里鎮
號

簿)

107年保管字第22號 109000117 3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其身頁 陳哲杰 臺中市大肚區
(電子秤)
電子產品

金色、今SIM
107年保管字第78號 108008495 2 (I PHONE牌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黃竣主義 嘉義市西區

卡電話)

其他一般物品 慕戀商旅

107年保管字第79號 109000384 l (旅客證件登記 l件 發還其領 (甘育 臺中市中區

表) 王宮)

其他一般物品
主主戀商旅

107年係管字第79號 10900038在 2 
(言丁房紀錄本)

l件 發還具領 (甘育 臺中市中區

王宮)

其他一般物品
慕戀商旅

107年保管字第79號 109000384 3 l 組 發還具領 (甘育 臺中市中亞
(監視器主機〕

王實)

慕戀商旅

107年保管字第79號 109000384 是 電腦設備(螢幕) 1個 發還具領 (甘育 臺中市中區

建)

1 日7年保管字第355
108007697 4 

其他一般物品
l文 發還具領 黃俊凱 臺中可T烏日這

號 (主呂棒)

107年保管字第355
108007697 5 

其他一般物品
l文 發還具領 黃俊凱 查中市烏日區 Y字鎖

號 (方向盤鎮)

107年保管字第 1225
108008677 1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吳冠昱 苗柔縣、大湖鄉

號 (西瓜刀刀鞠)

107年保管字第 1225
108008677 2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還具4頁 魏誌成 臺中市太平區

號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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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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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言主

107年保管字第 1864
109000是21 l 

其他一段物品
2片 發還具領 張僑丹 臺北市北投區

號 (車牌)

107年係管字第 1966
10900062是 7 護照 l本 發還具領 張博源 南投縣草屯鎮

號

107年保管字第3391
108008541 

其他般物品
2件 發還具領 李念在且 臺中市大肚區

號 (股東同意書)

107年保管字第3391
其他般物品

1080085是l 2 (營業登記變更 1 件 發還具領 李念祖 臺中市大肚區
號

函文)

107年保管字第3391
108008541 3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李念#且 臺中市大R土這

號 (書信)

107年保管字第3391
108008541 4 

其他般物品
7文 發還具領 李念幸且 臺中市大肚區

號 (鑰匙)

107年係管字第3391
108008541 5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具領 李念尋且 臺中市大且土區

號 (鑰匙)

107年保管字第3616
1080074哇。

其他般物品
2支 發還其領 蕭玉7月 臺中市大里區

號 (菜刀)

107年保管字第3999
108008504 3 

其他般物品
111國 發還具領 陳許阿蓮 臺中市大牙藍藍

號 (不鏽鋼板)

107年保管字第4273
電腦設備(電腦

臺中市太平區/查中市
109000251 l 主機(含電源、 l 台 發還具領 王世芳

東區號
島生))

107年保管字第4273
其他般物品

受中市太平區/臺中市
109000251 2 (出監證明書等 11卒 發還具領 王世芳

東r&號
文件)

107年係管字第4273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太平區/臺中市
109000251 3 (法院函文等資 11牛 發還具書頁 王世芳

東區號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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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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也拖上 備言主

107年保管字第4273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王世芳

臺中市太平區/臺中市
109000251 4 

東區號 (筆記本)

1 日7年保管字第是273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其領 王世芳

臺中市太平區/金中市
109000251 5 

東區號 (資料)

1 日7年保管字第4273
其他一般物品

受中市太平區/臺中市
109000251 6 (台中市衛生局 11牛 發還具領 王世芳

采區號
函文等資料)

107年保管字第4是82
109000340 2 

其他一般物品
111國 發還具領 蔡紹恆 臺北市內湖區

號 (電子磅秤)

107年係管字第是977
10800862哇

其他一般物品
I本 發還其領 廖芷右 臺北市北投區

號 (台新銀行存摺)

1 日7年保管字第4977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624 2 (台新銀行金融 :張 發還具領 廖芷右 臺北市北投區
號

卡)

107年保管字第4977
1 日8008624 3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廖芷右 臺北市北投痘

號 (華南銀行存摺)

107年係管字第是977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62哇 4 (華南銀行金融 l張 發還具領 廖芷右 金北市北投區
號

卡)

107年係管字第4977
108008624 5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廖芷右 臺北市北投區

號 (元大銀行存摺)

107年保管字第4977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624 6 (元大銀行金融 l張 發還具領 廖芷右 臺北市北投痘
號

卡)

107年係管字第5036
108008469 1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其領 黃再福 臺中市大甲區 今SIM卡

號 (HTC ONE X10) 
1 日7年保管字第5475

新臺幣 9000元 發還具領
白東明家

去中市北區108000895 l 
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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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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地址 備言主

電子產品

1 日8年係管字第 11號 109000408 2 (l PHONE智慧型 1 支 發還具領 黃宇伸 彰化縣、北斗鎮 型號:Al723

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 11號 109000410 2 新臺幣 520元 發還具領 黃宇仲 彰化縣北斗鎮

108年保管字第 56號 1 日8008555 l 
電子產品(l

1文 發還具領 王俊傑 臺中市西區 合SIM卡
PHONE5) 

108年保管字第 56號 108008555 2 
電子產品(ASUS

l 支 發還具領 五俊傑 臺中市西區 今SIM卡
ZENFO因E)

電子產品(行動

108年保管字第98號 109000625 電話令SIM卡(螢 l 支 發還具領 施永俊 臺中市大雅區
幕破裂))

108年保管字第98號 109000625 2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曾新時 臺中市神岡區
(提款卡)

108年保管字第490
109000458 l 

電子產品(電子
2台 發還具領 吳文賢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磅秤)

電子產品

1 日8年係管字第581
1 日8007208

(lphone行動電
l文 發還具領 劉勇成 臺中市霧峰還

號 話、金色、合

SIM卡)

108年保管字第640
108008640 

其他一般物品
l雙 發還具領 曾建男 臺中市北屯~

號 (PUMA黃色膠鞋〉

108年保管字第 1060
電腦設備(筆記

109000572 型電腦(msi 品 l 台 發還其領 !來奕儒 壹中市西區
號

牌))

108年保管字第 1060
電子產品

109000572 2 (iphone蘋果品 l 文 發還具領 陳奕儒 金中市西區
號

牌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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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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士也起上 備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 1060
電子產品

109000573 (iphone毅果品 :文 發還具領 蔡宗豆葉 臺中市西屯區
號

牌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 1127
109000144 2 

電子產品

l 支 發還具領 戴國安 桃園市中壢區
號 (iphone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 1487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南屯區/臺中市
109000171 2 (黑色外套(黑白 l件 發還具領 柯駿篤

大里區號
條紋))

108年保管字第 149是
1080083是8 l 

HUAWEI牌行動電
l文 發還具領 羅逸敏 和包圍市教k囡區

號 言舌

108年保管字第 15位 電子產品(行動
張勝傑 彰化縣彰化市

令SIM卡、記
108008是9日 2 l 文 發還具敏、

憶卡號 電話(.:=星牌))

108年保管字第 1655
108007596 2 

其他發件(學生
l張 發還具領 劉恩竹 臺中市南區

號 詮)

108年保管字第 1727
109000385 

IC板(電子遊戲
1 月 發還具領 賴睿頡 雲林縣、大埠鄉

號 機臺 IC板)

108年係管字第 1727
109000385 2 

其他般物品
1文 發還具領 賴睿告頁 雲林縣、大埠鄉

號 (鑰匙)

其他般物品

108年保管字第 1775
109000337 l 

(三星牌行動電
l文 發還具領 王f言哲 臺中市大且土區 螢慕破損

號 話(含SlID卡 l

張))

108年保管字第 1775 電子產品(二星
玉信哲 壹中市大且土區

無門號
109000337 2 l 支 發還具領

無SIM卡號 牌行動電話)

108年保管字第 1775
109000337 3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王f言哲 臺中市大肚區

號 (運動外套)

108年保管字第 1775 電子產品(LG牌
發送其領 張玉芳 臺中市龍井區

螢幕破才員、無

109000338 l l 文
SIM卡號 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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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星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占上 備言主

其他般物品

108年保管字第 1855
(告證五宮發脾

臺南市安南區109000730 灰色鞋子( l雙 發送其領 施文富
號 1DA36-FO) (含

鞋金個) ) 

108年保管字第 1859
109000183 2 存摺(中華郵政) l本 發還具領 蘇沛穎 屏東縣、屏東市 含金融卡l張

號

108年保管字第 1879
109000668 l 

其他般物品
35丹 發還具領 陳柏廷 臺中市豐原區

號 (鐵片)

108年保管字第 1941
109000311 哇

電子產品(計算
l 台 發還具領 陳宏宜 臺中市北屯區

號 機)

108年係管字第 1994
109000669 3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洪儷真 臺中市豐原區

號 (出貸資料)

108年係管字第 1994
109000669 4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洪儷真 臺中市豐原區

號 (訂貨資料)

108年保管字第2008
108008479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具領 筒竹烽 臺北市北投區

號 (西瓜刀〕

108年保管字第2008
108008479 2 

其他般物品
11'牛 發還其領 簡竹烽 臺北市北投區

號 (外套)

108年保管字第2008
108008479 3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筒竹烽 臺北市北投區

號 (口罩)

108年保管字第2008
108008是79 4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簡竹烽 臺北市北才是~

號 (帽子)

108年保管字第2008
108008是79 5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筒竹烽 臺北市北投區

號 (臺主裁車票)

108年保管字第2235
1090日0662

電子產品(二星
l 文 發還其領 李尚盈 嘉義市西區

號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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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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2358
109000294 

電子產品(電腦
l 台 發還具領 要F梅慧 臺中市大里區

號 伴唱機主機)

108年保管字第2358
109000294 2 

其他般物品
2本 發還具領 鄭梅慧 臺中市大里痘

號 (點歌本)

108年保管字第2358
10900029是 3 

電子產品(遙控
l 文 發還具領 鄭梅慧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器〕

108年保管字第2427
108008442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其領 何曉雯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床單)

108年保管字第2427
1080084是2 2 

其他般物品
2條 發送具領 何曉雯 臺中市大里區

號 (毛巾)

108年保管字第2427
108008是42 3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何曉雯 臺中市大里區

號 (衛生紙)

108年保管字第2427
108008是42 4 

其他般物品
11固 發還具領 何曉雯 臺中可于大里屋

號 (紙杯)

108年保管字第2597
108007925 2 電子產品(手機) l文 發還具領 i來天奇 臺中可于豐原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2695
109000659 

其他般物品
5文 發還其領 林佩言享 查中市北區

號 (鑰匙)

108年保管字第27必
109000312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朱金澤 臺中市大里區

號 (衣服)

108年保管字第2746
109000312 2 

其他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朱金j華 臺中市大里~

號 (褲子)

108年保管字第2746
109000312 3 

其他一般物品
l雙 發還具領 朱金;華 臺中市大里區

號 (拖鞋)

108年保管字第2945
109000556 9 

其他般物品
1支 發還具領 呂明璜 臺北市松山區

號 (水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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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主色色上 備一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 3029
其他仿冒/盜版

109000888 品CJ、喵同學商 1個 發還兵領 幸呈慈吉 相色囡市相h園I&
號

標貓砂)

108年係管字第3029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0888 2 (小喝同學商標 1個 發還具領 程慈吉 和h園市教h園區
號

貓砂)

108年保管字第3049
109000281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簡湘宣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外衣〕

108年保管字第3052
1 日8008646 14 

其他般物品
11固 發還具領 魏乙茹 臺中市北屯區

號 (長椅上衣)

108年保管字第3052
108008646 15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魏乙茹 臺中可于北屯這

號 (短褲)

108年保管字第3261
108006197 

電子產品(電子
1個 發還具領 張進驛 臺中市北屯區

5克 磅秤)

108年保管字第3323
109000209 1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其領 江汶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紅包袋)

108年保管字第3323
109000209 2 

其他般物品
15張 發還具領 江汶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千元玩具鈔)

108年保管字第3535
108006292 l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陳雯琪 去中市南屯區

號 (自良鏡)

108年保管字第3713
108008475 

電子產品(華碩
l 文 發還具領 楊政霖 桃茵市龜山區

號 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3832
109000279 

其他般物品
l文 發送其領 陳俊維 臺中市大里區

號 (鐵棍)

108年保管字第3997
109000711 l 

電子產品(GPS定
1個 發還具領 筒佳祈 臺中市大里區 黑色

號 位追蹤器)

108年保管字第4250
109000904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賴品儒 壹中市東區

號 (相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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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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備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是25日
10900090哇 2 

其他一般物品
l 丹 發還其領 車員品儒 臺中市東區

號 (木板)

108年係管字第是268
109000566 2 新臺幣 2元 發還其領 張瑋傑 臺中市和平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4280
109000280 

其他一般物品
1 支 發還具領 黃文彬

南投縣仁愛鄉/臺中市

號 (鑰匙) 豐原區

108年保管字第4348
108008是55 2 

電子產品
l 文 發還具領 林沁緯

臺南市中西區/臺中市
合SIM卡1張

號 (lPHONE手機) 大里區

108年保管字第43是8
108008是55 3 

電子產品

l 文 發還具領 林沁緯
臺南市中西區/臺中市

今SIM卡1張
號 (lPHONE手機) 大里區

108年保管字第43是8
108008是55 4 

電子產品(OPPO
l 文 發還具領 林沁緯

去南市中西區/臺中市

號 手機) 大里區

108年保管字第4348
108008吐55 5 

電子產品(WIFI
11因 發還具領 林沁緯

臺南市中西區/臺中市
D可LINK

號 機) 大里區

108年保管字第4348
108008455 6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林沁緯

臺南市中西區/臺中市

號 (記事本) 大里區

108年保管字第是348
108008455 7 

電腦設備(ASUS
l 台 發還其領 林沁緯

臺南市中西區/臺中市 (含電源供應

號 筆電) 大里區 器)

108年係管字第43是8
108008455 8 

電腦設備(ASUS
l 台 發還具領 林f心緯

臺南市中西1&/臺中市 (今電源供應

號 筆電) 大里度 器)

108年保管字第43是8
108008455 9 

電子產品(SP隨
1個 發還具領 林沁緯

臺南市中西區/臺中常
粉色、 16GB

號 身碟) 大里區

108年保管字第43是8
108008455 25 

電子產品

l 文 發還具毒頁 陳恩鑄
臺中可于北屯區/臺中市

今SI血卡l張
號 (lPHONE手機) 西屯區

108年保管字第4421
109000115 

其他一般物品
l支 發還具領 黃進益 臺中市北區

號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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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槍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2也主主 備吉主

108年保管字第4是99
電子產品(二星

電池內建108008698 3 廠牌行動電話 l文 發還具領 林英宏 臺中市梧棲區
號

(合Slffi卡))

108年保管字第4504
108008447 1 電子產品(手機) l文 發還其領 謝念祖 臺中市西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4781 其他般物品
發還其領 王軍宛婷

查中市梧棲這/臺中市

已洩氣109000298 l 文
號 (防狼噴霧劑) :青水區

108年係管字第是870 其他般物品
發還具領 林家豪

臺中市西區/臺中市北
109000798 11l固

5克 (研磨器) 區

1 日8年係管字第5000
108008508 

其他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周完竹 臺中市豐原區

號 (外衣)

108年保管字第5003
108008622 l 

其他般物品
2本 發還具領 蔡儀婷 臺中市梧棲區

號 (契約書)

108年保管字第5004
108008621 l 

其他般物品
3本 發還具領 陳淑真 受中市梧棲區

號 (契約書)

108年係管字第5019
1090日 0587

電子產品(手機
l支 發還具領 林志鵬 彰化縣和美鎮

號 (含Slffi卡))

108年保管字第5048
109000799 

電子產品(監視
l 台 發還具領 楊漢祥 臺中市北區 今滑鼠

號 器主機)

108年係管字第5048
109000799 2 

電子產品(計算
l 台 發還其領 楊j莫祥 受中市北區

5克 機)

108年係管字第5048
109000799 3 

其他般物品
l 包 發還具領 楊j莫祥 臺中市北區

號 (紅色袋)

108年保管字第5048
109000799 是

其他般物品
1金 發還具領 楊j莫祥 臺中市北區

號 (名片金)

108年保管字第5048
109000799 5 

其他般物品
10 包 發還具領 楊漢祥 受中市北區

號 (白色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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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星 重豆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億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 50位
109000799 6 電腦設備(螢幕) 11固 發還具領 楊漢祥 臺中市北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 5238
109000670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黃若漪 臺中市北區

號 (外衣)

108年係管字第5238
109000670 2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送其領 黃若漪 臺中市北區

號 (衣物)

108年保管字第5239
109000333 2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其領 羅竿主育 去中市和平區

號 (外衣)

108年保管字第5239
109000333 3 

其他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羅竿堉 臺中市和平區

號 (衣物)

108年保管字第 5280
IC板(遺物販賣

109000017 機二代IC主機 l 片 發還具領 蔡豐吉 臺中市北區
號

板)

108年保管字第 5280
109000017 2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蔡豐吉 臺中市北區

號 (防水眉筆)

108年保管字第5280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0017 3 (雙電弧USBh 火 1個 發還具領 蔡豐吉 臺中市北區
號

機)

108年保管字第5280
109000017 是

其他般物品
111回 發還具領 蔡豐吉 臺中市北區

號 (藍牙無線音箱)

108年保管字第5280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北區109000017 5 (手機無線藍牙 1個 發還具領 蔡豐吉
號

音符)

108年保管字第 5280
109000017 6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送具領 蔡豐吉 壹中市北這

號 (策略桌遊)

108年保管字第5280
109000017 7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蔡豐吉 臺中市北區

號 (仿真攝影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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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保管字第276
109000693 l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蔡貴萍 臺中市西屯區

號 (玉山銀行存摺)

109年保管字第286
109000704 l 

電子產品(二星
l 文 發還具領 張哲源 臺中市中區 令SIM卡

號 牌行動電話)

109年保管字第351
109000776 

其他一般物品
1 副 發還其領 張銘哲 臺中市豐原區

號 (ß民鏡)

109年保管字第351
109000776 2 身分證 l張 發還具領 張銘哲 臺中市豐原區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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