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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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豆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起上 備言主

。 95年保管字第 1161
108008692 12 

其他一般物品
13張 發還具領 陳鳳秋 桃園市龜山區

號 (炳鴻公司章程)

。95年保管字第 1161 108008692 13 
其他一般物品

1 本 發還具領 陳鳳秋 桃園市龜山區
號 (92年會計憑證)

其他一般物品

095年保管字第 1161
108008692 l 是

(華僑銀行存
2本 發還其領 陳鳳秋 桃園市龜山區

號 摺、新竹商銀存

摺)

其他一般物品

095年保管字第 1161
108008692 15 

(92年營利事業
1 包 發還具領 練鳳秋 桃園市龜山區

號 所得稅網路結算

申報回執聯)

。95年保管字第 1161
其他一般物品

1 日8008692 16 (93 、 9是年股東 2本 發還具領 陳鳳秋 桃函市龜山區
號

常會議事手冊)

的5年係管字第 1161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692 17 (93年1 月份傳 l本 發還其領 陳鳳秋 桃園市龜山區
號

票)

095年係管字第 1161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692 18 (ABROAD公司技 l 包 發還具領 陳鳳秋 桃園市龜山區
號

術指導契約書)

的5年保管字第 1161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692 19 (ABROAD公司招 3 包 發還其領 陳鳳秋 桃園市龜山區
號

關文件)

。95年保管字第 1161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692 20 (94年股東常會 l 包 發還具領 練鳳秋 桃園市龜山區
號

議事錄)

第 1 頁，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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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hl. 備言主

095年保管字第 1161
108008692 21 

其他一般物品
3張 發還具領 陳鳳秋 桃園市龜山區

號 (92年公司總帳)

其他一般物品

095年係管字第 1161
(ABROAD公司代

108008692 22 表探訪部良住 l 包 發還具領 陳鳳秋 教色園市龜山區
號

宿、機票相關單

據)

。96年保管字第6062
107004是56 電腦設備(電腦) l 台 發還具領 鮑宏緩 臺中市西屯區

號

。96年保管字第 6062
107004456 2 

其他般物品
51非 發還具寺頁 鮑宏緩 臺中市西屯區

號 (文書資料夾)

。96年保管字第6525
096007138 本票 l張 發還具領 王靜慧 臺中市南屯區

號

。96年保管字第6525
。96007138 2 支票 4張 發還具領 王靜慧 臺中市南屯區

號

。96年保管字第6525
096007138 3 讓渡書 1張 發還具領 王靜慧 臺中市南屯區

號

。96年保管字第 6525
。 96007138 4 債務償還協議書 l張 發還具領 王靜慧 臺中市南屯這

5克

的6年係管字第6525
。96007138 5 承諾書 l張 發還具領 王靜慧 臺中市南屯區

號

。96年保管字第6525
096007138 6 

抵押權塗鉤，同意
2張 發還具領 王靜慧 臺中市南屯區

號 書(空白)

的7年係管字第 3851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梧棲區108003029 (NOKIA行動電話 11'牛 發還具領 王騏勝
號

不令SIM卡)

097年保管字第3851
108003029 2 

其他般物品
:張 發還具領 王騏勝 臺中市梧棲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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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起上 備言主

。 97年保管字第3851
108003029 3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王居其勝 臺中市梧棲區

號 (筆記本)

。98年保管字第 1552
存摺(中國信託

109001991 l 商業銀行存款存 l本 發還具領 張勝明 臺中市神岡區
號

摺)

098年保管字第 1552
存摺(聯邦銀行

109001991 2 北屯分行綜合存 l本 發還其領 張勝明 臺中市神河區
號

款存摺)

098年保管字第 1552
票據(台文以

臺中市神同區109001991 3 外) (空白支票( 1張 發還具領 張勝胡
號

本))

。 98年保管字第 1552
109001991 4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張勝明 臺中市神岡區

號 (~支支簿)

。 98年保管字第 1552
109001991 5 電子產品(手機) 2文 發還具領 張勝明 臺中市神同最

號

。98年保管字第 1552
109001991 6 

電子產品的IM
2張 發還其領 張勝明 臺中市神岡區

號 卡)

。98年保管字第 1552
109001991 7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其領 張勝明 臺中市神同區

號 (轉接頭〉

。98年保管字第 1811
109001176 電子產品(手機) 1 文 發還具領 王永捷 臺中可于豐原區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811
109001176 2 

電子產品的I盟
l張 發還具領 王永捷 臺中市豐原區

號 卡)

的8年保管字第2016
109002079 l 電子產品(手機) 3文 發還其領 賽等徐富容 桃園市平鎮區

號

098年保管字第2016
109002079 2 

電子產品(sim
3張 發還其領 蔡徐富容 桃園市平鎮區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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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地址 備言主

。98年保管字第2016
109002079 3 存摺(合作金庫) 1 本 發還具領 蔡徐富容 桃園市平鎮區

號

。98年保管字第2016
109002079 是 fp 章 1個 發還具領 蔡徐富容 桃園市平鎮區

號

。98年保管字第2091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豐原區109001738 l (電子計算機統 79張 發還其領 李躍辰
號

發票)

的8年係管字第2091
109001738 2 存摺(合作金庫) 2本 發還具4頁 李曜辰 臺中市豐原區

號

。98年保管字第2091
109001738 3 

其他一般物品
28張 發還具領 李曜辰 臺中市豐原區

號 (交易明細)

。98年保管字第2091
109001738 哇

其他般物品
是張 發還兵領 李曜辰 臺中市豐原區

號 (連絡電話)

098年保管字第2604
109001919 l 電子產品(手機) 2支 發還具書頁 吳州f主 臺中可于南區

號

098年保管字第3172
1 日 9001173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還具領 黃慧茹 臺中市豐原區

號 電話)

。98年保管字第3172
109001173 2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黃慧茹 臺中市豐原區

號 的IM卡)

。98年保管字第6239
109001675 1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楊志明 臺中市太平區

號 (記帳卡)

。98年保管字第6239
109001676 

其他般物品
1張 發還兵4頁 吳耿良 臺中市采區

號 (記帳卡)

098年保管字第 6239
109001678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其領 林國欽 臺中市太平~

號 (記帳卡)

098年保管字第6239
109001678 2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林函欽 查中市太平區

號 (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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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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起上 備言主

。 98年保管字第 6239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太平區109001678 3 (押當車輛借用 l張 發還具領 林國欽
號

切結書)

。98年保管字第 6239
109001678 4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其領 林國欽 去中市太平區

號 Ut照正本)

。98年保管字第6239 109001678 5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還其領 林函欽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本票)

。98年保管字第6239
109001679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還具領 楊宗憲 臺中市太平區

號 (記帳卡)

。98年保管字第 6239
109001680 I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楊志雄 壹中市太平區

號 (記帳卡)

。98年保管字第 6239
109001681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楊志華 臺中市太平區

號 (記帳卡)

。98年係管字第 6239
109001682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其領 事F美春 臺中市北屯區

號 (記帳卡)

098年保管字第6239
109001683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洪志良 臺中市東區

號 (吉己悵卡)

。98年保管字第6239
109001684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賴活喜貴品 臺中市北屯區

號 (記帳卡)

。98年保管字第6239
109001686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尤明宏 臺北市萬華區

號 (記帳卡)

。98年保管字第 6239 109001687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潘美雪 南投縣、埔里鎮
號 (記帳卡)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其他刀械(西瓜
3文 發還具領 黃志縈 壹中市南屯區

號 刀)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2 
其他刀械(閱山

1 支 發還具領 黃志榮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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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壹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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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起上 備註

105年係管字第231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0155 3 (聖安壇一池王會 7件 發還具領 黃志榮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申1 Jl區)

105年保管字第231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0155 4 (聖安壇?也王會 “國 發還其領 黃志榮 臺中市南屯這
號

帽子)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5 

其他一般物品
3文 發還具領 黃志榮 臺中市南屯區

號 (銘製球棒)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6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具領 黃志榮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甩棍)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7 

其他般物品
1文 發還具領 黃志榮 壹中市南屯區

5克 (電擊棒)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8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黃志縈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營利收據)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9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黃志榮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含費收據)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10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黃志榮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帳冊)

105年係管字第2318
109000155 11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黃志接 臺中市南屯區

號 (陣頭出陣E月細)

105年保管字第2318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南屯區109000155 12 (聖安壇一池王會 16張 發還其領 黃志榮
號

名片)

105年保管字第2318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南屯區109000155 13 (聖安主曹-池玉會 11牛 發還具領 黃志榮
號

旗幟)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14 

其他一般物品
:本 發還具領 黃志榮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商業本票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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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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書頁人 地址 備言主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15 

其他一般物品
7張 發送具領 黃志榮 臺中市:有屯區

號 (學員考試卷)

1 日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16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黃志縈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入會守則)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17 

其他般物品
25張 發還其領 黃志榮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入會同意書)

105年保管字第2318
109000155 18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黃志榮 臺中市南屯區

號 f每i遺書)

105年保管字第2899
109001828 2 

電子產品(SK牌
l文 發還具領 港俊仁 新北市三峽區 無Slffi卡

號 (EG970) 手機)

105年保管字第2961
109001087 5 

電子產品(行動
1個 發還具領 來大為 高雄市苓雅區

號 充電殼)

105年保管字第3723
109001657 l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還具領 陳致維 苗柔縣通霄鎮

號 電話)

105年保管字第3723
109001657 2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陳致維 苗柔縣通霄鎮

號 電話無卡)

105年保管字第3723
109001657 3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還具領 陳致維 苗果縣、通霄鎮

號 電話)

1 日5年保管字第3723
109001657 4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還具領 凍致維 苗果縣通霄鎮

號 電話)

106年保管字第 53號 108007924 2 
電子產品(APPLE

l 文 發還具領 游文鴻 新北市瑞芳這

手機今SIM卡)

106年保管字第53號 10800792是 6 新臺幣 69031 元 發還具領 游文鴻 新北市瑞芳區

106年保管字第 1757
其他般物品

桃園市龜山區1 日8006167 2 (臺北富邦銀行 l張 發還具領 林裕彬
號

提款卡)

106年保管字第5302
109001114 

其他般物品
l文 發還具領 劉雨承 臺中市東勢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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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豆 重重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言主

107年係管字第2是2
其他仿冒/盜版

臺中市和平區/南投縣
109000805 品(仿冒攀陽商 8個 發還具領 李冠儒

f二愛鄉號
標茶葉)

其他仿冒/盜版

107年保管字第242 品(仿冒華陽商
2套 發還具領 李冠儒

臺中市和平區/南投縣、
109000805 2 

號 標禮金空金今 仁愛鄉

袋)

電子產品(行動

107年保管字第369
109001990 

電話(honor 、合
1 文 發還具領 張j將紹 臺中市北屯區 螢幕破裂

號 SIM卡及記憶

卡))

107年係管字第369
109001990 2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還具領 張淵紹 臺中市北屯區 無SIM卡

號 電話(HTC))

107年保管字第528
109001238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留詠軒 臺中市西區

號 (土地銀行存摺)

107年保管字第 528
109001238 2 

其他一般物品
5本 發還具領 留言主軒 臺中市西區

號 (存摺)

107年係管字第528
109001238 3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留詠軒 臺中市西區

號 (今庫存款憑條)

107年保管字第 528
109001238 4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留主~軒 臺中可于西區

5克 (商業本票簿)

107年保管字第52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1238 5 (GTR轎車罰單繳 3張 發還具領 留詠軒 臺中市西區
號

款證明)

107年係管字第52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1238 6 (美樂家公司協 8張 發還具領 留詠軒 臺中市西區
號

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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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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土也拖上 備言主

1 日7年保管字第528
電子產品

109001238 7 (iPhone手機(含 l文 發還其領 留詠軒 臺中市西區
號

Slm卡))

107年保管字第528
電子產品(ASUS

109001238 8 ZenPad 8.0 (含 1 台 發還具領 留詠軒 臺中市西區
號

Sim卡))

107年保管字第 528
109001238 9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留言主軒 查中市西區

號 (筆記本)

鏡面破才員、缺
107年保管字第 1217

109001922 2 
電子產品(黑色

1個 發還具領 林明賢 受中市西屯區 背蓋、附SIM
號 IN FOCUS手機)

卡

107年保管字第 1217
電子產品(黑色

合SIM卡、記
109001922 3 TAIWAM MOIBLE l個 發還具領 林明賢 壹中市西屯區

憶卡號
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 1217 電子產品(白色
林明賢 臺中市西屯最

合SI班卡、記
109001922 4 111白 發還具領

憶卡號 SAMSUNG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 2053 電腦設備(電腦

2台 發還具領
美商微軟

臺北市中山區
號

109002234 2 
主機) 公司

107年保管字第2206
其他一般物品

今鞋金109001861 6 (adidas商標鞋 :雙 發還具領 兵奕主兌 臺中市西屯~
號

子)
107年保管字第2249

109002180 l 
電子產品(監視

l 台 發還具領 張忠勳 臺中市大豆豆
號 EE 主機)

1 日7年保管字第255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1969 (白色愛迪達帽 1個 發還具領 林言家 南才史縣、名問鄉
號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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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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星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生也拖上 備言主

107年保管字第2556
其他一般物品

南投縣名詞鄉109001969 2 (WOODSTUCK黑色 l件 發還具領 林言家
號

外套)

107年保管字第2556
109001969 3 

其他般物品
l雙 發還具領 林言家 南才丈早在名問鄉

號 (黑色休閑鞋)

107年保管字第2556
其他一般物品

南投縣南投市109001969 4 (愛迪達黑色鞋 l雙 發還具領 張文譯
號

子)

107年保管字第2556
其他一般物品

南投縣中寮鄉109001997 (NIKE深灰色連 l件 發還具領 林彥騰
號

椅上衣)

107年保管字第2556
109001997 2 

其他一般物品
l雙 發還其領 林彥騰 南投縣中嘻嘻鄉

號 (NIKE黑色鞋子)

107年保管字第3317
電子產品

臺南市109000578 3 (Iphone 7 智慧 1 文 發還具領 劉家禎
號

型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3317
電子產品

查中市后里區 金色109000578 6 (I phone 智慧型 l文 發還具領 主中志
號

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4261
108005075 

電子產品(電子
:台 發還具領 洪時偉 嘉義縣中埔鄉

號 磅秤)

107年保管字第4261
108005075 2 

其他般物品
l 包 發還其領 洪日寄偉 嘉義縣、中埔鄉

號 (空包裝袋)

107年保管字第是261
108005075 3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洪時偉 嘉義縣、中埔鄉

號 (真空保鮮機)

107年保管字第4261
108005075 4 

其他一般物品
l桶 發還具領 洪H軒章 嘉義早在中埔鄉

號 (利型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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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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保管字第是261
108005075 5 

電子產品(電子
1個 發還具領 洪H寄偉 嘉義縣中堉鄉

號 磅秤)

1 日7年保管字第4261
108005075 6 

電子產品(除濕
1 台 發還具領 洪時f章 嘉義縣中埔鄉

號 機)

107年保管字第4261
108005075 7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洪時偉 嘉義縣中埔鄉

號 (出租單)

107年係管字第哇261
108005075 8 電子產品CPH儀〉 l 台 發還具領 洪日寄偉 嘉義縣、中士為鄉

號

107年保管字第4261
108005075 9 電子產品(磅秤) :台 發還具領 洪時f章 嘉義縣中埔鄉

號

107年係管字第4261
1 日8005075 10 

其他刀械(收割
l 支 發還具領 洪E軒章 嘉義縣中埔鄉

號 刀)
107年保管字第4是79

108007201 
電子產品(含SIM

l 文 發還其領 享F淑媚 受中市北屯區
號 卡)

107年保管字第4594
108002390 

其他一般物品
l文 發還其領 尤憲基 臺中市烏日 l&

號 (煙斗)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係管字第5121
108003129 

(纖體美顏消脂
l 包 發還具領 張幸言懿 臺中市西屯區

號 茶(茶包已拆
封))

107年保管字第 5129
電子產品(須采

臺中市霧峰區109001866 8 牌手機(含Slffi 1個 發還具領 劉f圭盛
號

卡))
電腦設備

1日8年保管字第 129 (I CATCH監視器
發還具領

春風汽車
臺中市西屯區109000214 l l 台

號 主機(包括滑 旅館

鼠、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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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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占上 備吉主

108年保管字第 129
電腦設備(螢幕) l 台 發還具領

春風汽車
臺中市西屯區10900021 哇 2 

旅館號

108年保管字第 129
109000215 新臺幣 2800元 發還具領 林恰屏 臺中市南屯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 129
1 日 9000215 2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林恰屏 臺中市南屯區

號 (便條〉

108年保管字第 129
109000215 3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還具領 林怡屏 臺中市南屯區

號 (日報表)

108年保管字第424
10800是309 2 行動電話 l 文 發還其領 陳振偉 臺中市沙鹿~ 螢幕破裂

號

108年保管字第 1356
109000912 1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林嘉弘 臺中市大甲區 已室主才員

號 (安全帽)

108年保管字第 1356
109000912 2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具領 翁浩王章 金中市清水處

號 (手電筒)

108年保管字第 1960
109000631 6 新臺唱宇 3200元 發送具領 周樹德、 臺中市大且主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 1976
109001724 

電子產品
1個 發還具領 張木山 臺中市后里區

號 (IPhone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21是8
電子產品(二星

螢慕破裂109002181 3 行動電話，今 l支 發還具領 楊進順 臺中市豐原區
號

SIM卡)

108年係管字第2820 MIONDROID手機
臺南市東區

鏡面破損、有

109000858 3 l 文 發還其領 洪翊庭
刮目卡罰虎 (無SIM卡)

108年保管字第3057
109002247 電腦設備(主機) l 台 發還具領 盧友氏 查中市龍井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3974
1090022是9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黃湘淋 臺中市大甲區 紫色

號 (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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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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吉主

108年保管字第4279
109002131 9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其領 江若嘉 臺中市:輩子區

號 (衣物)

108年保管字第4279
109002131 10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其領 江若嘉 臺中市潭子這

號 (衣物)

108年保管字第4279
109002131 11 

其他一般物品
11卒 發還具領 江若嘉 臺中市潭子lÆk

號 (衣物)

108年係管字第是279
109002131 12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江若嘉 去中市潭子區

號 (衣物)

108年係管字第吐516
109002091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陳鼓淋 臺中市太平區

號 (菜刀)

108年係管字第是884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南區109日 02046 5 (房屋租質契約 l本 發還具領 蔡佩樺
號

書)

108年保管字第5121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1933 (億海公司合庫 l本 發還具領 胡永福 臺中市大雅區
號

存摺)

108年保管字第 5121
109001933 2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兵領 楊永福 臺中市大雅~

號 (LINE對話截固)

108年保管字第5121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大雅區109001933 3 (檔案室工程案 2片 發還具領 胡永福
號

資料光碟)

108年係管字第5121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大雅區109001933 4 (工程案資料光 2片 發還具書頁 胡永福

號
碟)

108年係管字第5121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大雅區1 日9001933 5 (工程案資料光 3月 發還具領 胡永福
號

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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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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土止 備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5319
10900189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頓、 陳俊茂 臺中市豐原~

號 卡) (中國信託)

109年係管字第75號 109001904 
其他一般物品

1 文 發還具領 主要世文 臺中市大且土區
(鐵鏈)

109年保管字第 707
109001766 

其他一般物品
11l固 發還具領 陳國慶 臺中市大雅區

號 (服嗽告于糖漿)

109年保管字第707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1766 2 (Jl且嗽舒糖漿外 1個 發還具領 i東國慶 臺中市大雅區
號

金)

109年保管字第707
109001766 3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豫園慶 查中市大雅區

號 〔仿單)

109年保管字第 981
109002125 

電腦設備(隨身
2個 發還具領 玉相茵 臺中市大.l[區

號 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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