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擋號:

係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

發文日期 : 中華民國 109年6月42日
發文字號:中檢增總賊字第 10909002490號
附件:如文

主話:公告發還本署如附件所示案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75~奈第 1頃。

公告事項:

一、附表所列扣押物品，庭、受

發還，特公告招領。

~~二
月b

二、應受發還人的告之間2年內市嘲鵬酬佛懶懶他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來本著贓物庫(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

路l段91號、電話: 04-222323日轉5811 )領取，如委任他人

代領，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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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件及印章)。

三、逾期無人聲言的資還，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

檢察長是身為增
、、

1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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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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 備言主

。96年保管字第7499 107004919 電子產品(手機) l支 發還其領 葉俊宏 去中市北區
號

。96年係管字第 7499
10700哇919 2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葉俊宏 臺中市北區

號

096年保管字第7499
金融卡(含現金

受中市北區10700是919 3 卡) (板信金融 l張 發還具領 黨俊宏
號

卡)

。96年係管字第7是99
金融卡(含現金

查中市北區107004919 4 卡) (誠泰銀行 l張 發還具領 黨俊宏
號

金融卡)

096年保管字第7的9
107004919 5 

其他般物品
4張 發還具領 葉俊宏 臺中市北區

號 (帳號資料)

的6年保管字第 7499
107004919 6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葉俊宏 臺中市北區

號 (信封袋)

的6年保管字第7500
107004920 

電子產品開OKIA
1 支 發還具領 羅友倫 新北市土城區

號 行動電話)

。96年保管字第7501
107004927 

電子產品開OKIA
1 支 發還其領 沈銘鴻 彰化縣彰化市

號 手機)

。96年保管字第7501
107004927 2 

電子產品(NOKIA
l 文 發還具領 沈銘鴻 彰化縣彰化市

號 手機)

的6年保管字第7501
電子產品

彰化縣彰化市107004927 3 (PANASONIC手 l文 發還具領 沈銘鴻
自虎

機)

096年保管字第 7501
電子產品

彰化市107004929 1 (DIGITAL 1 文 發還具領 張敏君
號

LUXURY 手機)

的6年保管字第7501
107004929 2 

電子產品(YS747
l 文 發還具領 張毓君 彰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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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4苟言主

。 96年保管字第7501
電子產品(VK

彰化市107004929 3 MOBIL 手機(紅 l 文 發還具領 張毓君
號

色))

。 96年係管字第 7501
107004930 

電子產品(G
l 文 發還具領 陳氏杰 彰化縣彰化市

號 PLUS手機)

。98年保管字第886 109002856 
其他般物品

2支 發還其領 吳威君 臺中市神岡區
號 (手機含SIM卡)

098年保管字第3266
109002857 

電子產品(和信
l張 發還具領 劉急娟 南投串串、水里鄉

號 電苦的I血卡)

。98年保管字第3266
109002857 2 

電子產品(威寶
l張 發還具領 劉急娟 南投縣、水里鄉

號 電信SIM卡)

。98年保管字第3266
109002857 3 

電子產品(亞太
l張 發還具領 劉患娟 南投縣、水里鄉

號 電信SIM卡)

的8年係管字第3266
109002857 4 

電子產品(亞太
l張 發還具領 劉患娟 南投縣水里鄉

號 電信SIM卡)

。 98年保管字第3266
109002857 5 

電子產品(台灣
l張 發還其領 劉患女青 南投縣水里鄉

號 大哥大SIM卡〕

098年保管字第3266
109002857 6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書頁 劉患娟 南投縣、水里鄉

號 電吉舌)

。 98年保管字第3266 109002857 7 
電子產品(行動

1個 發還具領 劉怠娟 南投縣水里鄉
號 電話)

。98年保管字第4061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后里亞109002116 9 (房屋是且實契約 1本 發還具領 王心恰
號

書)

的8年保管字第的61
109002116 10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王心怡 臺中市后軍區

號 (電話單)

。98年保管字第4061
109002116 11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玉心怡 臺中市后里區

號 (記事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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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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拖上 備言主

098年保管字第哇。61
109002116 12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書頁 王心怡 臺中市后里區

號 (電話簿)

。98年保管字第433是
109001146 

其他一般物品
2本 發還具領 吳勝富 臺中市后里區

號 (筆記本)

的8年保管字第4334
1090011 是6 2 

其他般物品
2本 發還其領 吳勝富 臺中市后里這

號 (履歷表)

。98年保管字第433是
109001146 3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美勝富 臺中市后里區

號 (領取聲明書)

。98年係管字第4334
109001146 4 

其他一般物品
3張 發還具領 吳勝富 查中市后里區

號 (筆記本(小張))

。98年保管字第4771
109002721 電子產品(手機) 1文 發還具領 蔡文發 臺南市安定還

號

電子產品(行動

。98年保管字第5163
109002608 

電話(不合SIM

1 支 發還具領 林明賢 臺中市西屯區
號 卡)祖OTOROLA

VE538) 
098年保管字第5163

109002608 2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林明賢 臺中市西屯區
號 (SIM卡)

。 98年保管字第5534
電子產品(NOKIA

新北市瑞芳區109002861 手機(含SIM l 文 發還具領 蔣介文
號

卡))

。98年係管字第 6378
109002862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還其領、 魏正崙 臺中市太平區

號 電話(含SIM卡))

的8年保管字第 6是55
109002695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林耿毅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本票正本)

100年保管字第4184
109001988 l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鄧秋君羊 桃園市八德、區

5克 (回存金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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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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喜 重重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備吉主

102年保管字第5624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北屯區109003037 (股權轉讓合約 l本 發還具領 張炳裕
號

書)

102年係管字第 5624
109003037 2 

其他般物品
2張 發還具領 張炳裕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存證信函)

102年保管字第5624
109003037 3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其領 張炳裕 臺中市北屯區

號 (股權轉讓協議)

102年保管字第5624
109003037 4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張炳裕 臺中市北屯~

號 (支票存根)

102年保管字第5624
109003037 5 

其他一般物品
4本 發還具領 張炳裕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建案圖畫兌)

102年係管字第 5624
109003037 6 

其他一般物品
2本 發還具領 張炳裕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存摺〉

102年保管字第5624
109003037 7 

其他般物品
13本 發還其領 張炳裕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存摺)

102年係管字第5624
109003037 8 

其他一般物品
H牛 發還具領 張炳裕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存摺影本)

102年保管字第 562是
109003037 9 

其他般物品
17本 發還具領 張炳裕 奎中市北屯區

號 (存摺)

102年係管字第 5624
109003037 10 

其他一般物品
7件 發還具領 張炳裕 臺中市北屯區

號 (財務資料)

102年保管字第5624
109003037 11 

其他一般物品
3張 發還具領 張炳裕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名片)

102年保管字第5624
109003037 12 

其他般物品
4件 發還具領 張炳裕 臺中市北屯區

號 (投資資料)

102年保管字第 5624
109003037 13 

其他一般物品
5件 發還具領 張炳裕 臺中市北屯區

號 (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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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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起上 f看註

1 日2年係管字第5624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037 14 (五更碟(工業城開 H回 發還其領 張炳裕 臺中市北屯區
號

發案資料))

102年保管字第5624
109003037 15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張小蕙 雲林縣斗南鎮

號 (存摺)

102年係管字第562是
其他般物品

109003037 16 (台中銀行存摺 l件 發還具頓、 張小蔥 雲林縣斗南鎮
號

影本)

102年保管字第5624
109003037 17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張小蕙 雲林縣、斗南鎮

號 (匯款明細)

105年保管字第2566
109002746 3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李明嘉 臺中市星星原區

號 (格子包)

105年保管字第5525
109002513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其領 方冠勝 臺中市北屯區

號 (網卡宣紙袋)

105年保管字第5525
109002513 2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其領 方冠勝 臺中市北屯區

號 (網卡~紙袋)

其他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5525
109002513 3 

(中國信託北台
l本 發還具領 方冠勝 臺中市北屯區

音克 中簡易型分行存
摺)

106年保管字第545
108006969 

電子產品(數位
I 台 發還具領 玉翔義 南投縣埔里鎮 合接受器

號 機上金)

1 日6年保管字第548
108006974 

電子產品(I
l 文 發還其領 張淑茹 臺中市南區

號 Phone手機)

106年係管字第 798 電腦設備(ACER
發還具領

彭俊棋家
新竹市東區109002730 1 台

號 筆記型電腦〉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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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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領人 主也拖上 備註

106年保管字第798
電子產品

彭俊祺家
(lPHONE5手機 :台 發還其領 新竹市東區

號
109002730 2 

屬
(含SIM卡))

106年係管字第 798
電子產品

彭俊祺家
109002730 3 (SAMSUNG手機 l 台 發還具領

屬
新竹市東區

號
(含NANO卡))

106年保管字第 798
電子產品

彭俊棋家
109002730 4 (SAMSUNG手機 l 台 發還具領

屬
新竹市東區

號
(含NANO卡))

106年保管字第798
電子產品(台灣

彭俊棋家
109002730 5 大哥大SIM卡(含 l張 發還其領

屬
新竹市東區

號
大小卡))

106年保管字第798
電子產品(GLOBE

彭f吏#其家
109002730 6 SIM卡(含大小 l張 發還具領

屬
新竹市東亞

號
卡))

1 日6年保管字第 120是
109002932 l 

電子產品

l 文 發還具領 施典宏 高雄市三民區
號 (lPHONE 、金色)

106年係管字第 1204
109002932 2 

電子產品

1 支 發送其領 施典宏 高雄市三民區
號 (lPHONE 、銀色)

106年保管字第5058
109001651 7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其領 楊慶君 臺中市大雅區 今SIM卡l張

號 (-=:星行動電話)

107年係管字第 12是
107000395 1 隨身碟 1個 發還具領 唐永欽 彰化縣彰化市

號

107年保管字第415
107000904 

七分短褲(藍色
l件 發還具領 張旭i青 臺中市大里區

號 格子狀〕

107年保管字第是15
帽子(藍紅綠

10700090是 2 條.B酬f 1個 發還具領 張旭i青 查中市大里區
號

Motor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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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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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07年保管字第767
109002708 新臺幣 58700元 發還其領 孫、茂銓 高雄市三民區

號

107年保管字第 1249
109002573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還具領 黃佩涵 查中市清水區 玫瑰金

號 電話)

107年保管字第 1249 電子產品(行動
陳乃菁 南投縣竹山鎮

HTC粉紅(私
109002575 l 文 發還具領

人)號 電話)

107年保管字第 1470
其他一般物品(i

109002709 2 phone 6S含Slm l 文 發還具領 黃柏翔 高雄市苓雅區
號

卡)

107年保管字第 1470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2709 3 (iphone 6S令 l 支 發還具領 黃柏翔 高雄市苓雅區
號

Slm卡)

107年保管字第2178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1827 15 (IPHONE7手機l 1 文 發還具領 王靖蔥 臺中市大里區
號

文(含SIM卡))

107年保管字第 2178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1827 16 (T8手機(含SIM l 文 發還其領 主靖蕙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卡))

今Slm卡、記
107年保管字第2487

109002216 5 
其他一般物品

l文 發還具領 黃俊淵 高雄市大寮區 憶卡、電池、
號 (行動電話)

白色

107年保管字第3066
109002810 

電子產品(智慧

l 文 發還具領 要F玉棠 雲林縣、東勢鄉 合SIM卡
號 型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3557
108008418 l 新金幣 300元 發還其領 兵守文 臺中市西屯區

號

107年保管字第3611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1838 13 (田俊鵬Gmai1郵 l本 發還具領 田俊鵬 查中市西屯區

號
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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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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士也起上
備註

107年保管字第3611
電子產品(田俊

109001838 14 鵬Gmail電子郵 l張 發還具領 田俊鵬 臺中市西屯區
號

件資料)

107年保管字第3962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030 2 (5-1陰油金底油 1個 發還具領 紀里 臺中市后里度
號

膏)

107年保管字第3962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030 3 (7-1 西農i青健臺 1個 發還其領 劉賴阿滿 臺中市后里區
號

底油膏)

107年保管字第3962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030 4 (7-2西農清健壺 1個 發還具領 劉賴 F可;高 臺中市后里區
號

底i青油)

107年保管字第4034
109002525 2 切結書 l張 發還具領 邱冠輯 臺中市豐原區

號

107年保管字第4日3是
109002525 3 空白本票 l本 發還其領 邱冠輯 臺中市豐原區

號

107年係管字第4034
109002525 4 汽車駕照 1張 發送其領 邱冠輯 臺中市堂原區

號

107年保管字第是157
109002137 8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還具領 楊欣儒 臺中市豐原區 無SIM卡

號 電話)

107年保管字第是241
109002是85 2 

電子產品

l文 發還具領 劉子叡 嘉義縣民雄鄉
號 (IPHONE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4241
109002哇85 3 

電腦設備(電腦

l 台 發還具領 ~1子叡 嘉義縣、民雄鄉
號 主機)

107年保管字第4241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2485 4 (眾這機械有限 2個 發還其領 劉子叡 嘉義縣、民雄鄉
號

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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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血色串號
if;子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起上 備吉主

107年保管字第4241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2吐85 5 (劉子叡個人fr 1個 發還具領 劉子叡 嘉義縣民雄鄉
號

章)

107年保管字第也是l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2485 6 (合作金庫金融 l張 發還具領 劉子叡 嘉義縣民雄鄉
號

卡)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係管字第4241
109002485 7 

(眾達、雲鑫機
1件 發還具領 劉子叡 嘉義縣、民雄鄉 原封

號 械有限公司管這

資料)

108年保管字第338
109002379 6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還具領 陳永勝 南投縣革屯鎮

號 (借據)

108年保管字第 338
109002379 7 

其他般物品
2張 發還具領 陳永勝 南投縣、草屯鎮

號 (權益告知書)

108年保管字第338
其他一般物品

南投縣草屯鎮109002379 8 (身分證、健係 3張 發還具領 陳永勝
號

卡彩本)

108年保管字第338
其他一般物品

南投縣草屯鎮109002379 9 (身分證、健係 l張 發還具領 陳永勝
5克

卡影本)

108年保管字第338
109002379 10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還其領 辜IJ 育辰 臺中可于:lt l& 

5克 (借據)

108年保管字第 338
109002379 11 

其他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劉育辰 臺中市北區

號 (身分詮彩本)

108年保管字第338
109002379 I 12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劉育辰 臺中市北區

號 (權泣告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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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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保管字第 1222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2384 (函泰世華銀行 l本 發還具領 陳主吾蓮 臺南市永康區
號

存摺)

108年保管字第 1222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238是 2 (國泰世摹金融 1張 發還其領 陳培這 臺南市永康區
號

卡)

108年保管字第 1222
109002384 3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陳培蓬 受南市永康區

號 (中華郵政存摺)

108年保管字第 1222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2384 4 (中華郵政提款 l張 發還具領 陳培蓮 臺南市永康區
號

卡)

合SIM卡1 張、
108年保管字第 1240

109001834 2 
電子產品(1

l文 發還具領 劉柏f二 臺中市北屯區 香檳金、保護
號 Phone 6S) 

貼破損

108年保管字第 1465
109002752 

電子產品(sony
l 文 發還具領 楊進1領 臺中市豐原區

號 行動電話)

108年保管字第2069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2264 (車輛買賣讓渡 l張 發還具領 郭名舜 臺中市神同區
號

書)

108年保管字第2069
10900226是 2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享F名舜 臺中市神同區

號 (商業本票簿〕

108年係管字第2370
109000409 6 新臺幣 1000元 發還其領 吳政隆 臺中市西屯這

號

108年保管字第2830
108007187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何任南 臺中市東區 無slm卡

號

108年保管字第2983
11牛 發還具領 黃有F凱

彰化縣大村鄉/臺中市
109002545 l 衣物

北屯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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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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地址 備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2983
109002545 2 衣物 1件 發還其領 黃有F凱

彰化縣、大村鄉/臺中市

5克 北屯區

108年係管字第3047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2431 1 卡) (臺灣銀行 1張 發還具領 林亭言是 高雄市左學區
號

金融卡)

108年係管字第3085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2558 (室內配線(絞 1 支 發還具領 張且主彬 臺中市大甲區
號

線))

108年係管字第 3是75
109002518 4 鑰匙函 2件 發還具領 曾憶涵 彰化縣二林鎮

號

108年保管字第3520
109002718 緊身褲4件 3件 發還具領 五嘉蔚 查中市大雅區

號

生睦健康

108年保管字第3520
生技有限

109002718 緊身褲4件 l件 發還具領 公司(代 高雄市前全區
號

表人:關

嘉好)

108年係管字第3521
109002717 新臺幣 1000元 發還具書頁 玉嘉蔚 臺中市大雅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3545
其他一般物品

林姿伶、
109000051 (電動噴霧機旁 l 包 發還具領 去中市大豆豆區l 

蕭?莫強司克
毀才員塑膠桶)

108年保管字第3545
109000051 

其他一般物品
l 包 發還具領

林姿伶、
臺中市大里區

號
2 

(塑膠桶內液體) 蕭漢強

108年保管字第3545
其他一般物品

林姿伶、
109000051 3 (電動噴霧機內 1 包 發還其領 臺中市大里區

號 蕭漢強
管線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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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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主也拖上 備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3545
其他般物品

林姿伶、
臺中市大里屋109000051 4 (電動噴霧機電 1 包 發還兵領

簫;美強號
源線)

108年保管字第3826
109002632 3 

電子產品(黑色
l文 發還具領 廖恭賢 臺中市南屯區 合SIM卡l 張

號 蘋果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3951
109002369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林景堂 臺中市豐原區

號 (保險套〉

1 日8年保管字第3951
109002369 2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林景堂 臺中市豐原區

號 (帳冊)

108年係管字第3951
109002369 3 

其他一般物品
I件 發還具領 林景堂 去中市豐原區

號 (潤滑液)

108年保管字第3951
109002369 4 

其他一般物品
7張 發還具領 林景堂 受中市豐原區

號 (營業報表)

108年係管字第3951
109002369 5 

其他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林景堂 臺中市豐原區

號 (名片)

新北市新店區/臺中市 令SIM卡、記108年係管字第4153 電子產品(OPPO
享F繼業109002870 2 1 文 發還其領

北區 憶卡號 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4391

109002526 
金融卡(今現金

I張 發還具書頁 詹易輯 臺中市豐原區
號 卡)

彰化縣員林市/臺中市 1 Phone 6s 108年保管字第4646
109003029 電子產品(手機) l 台 發還具領 陳洛洋

北屯區 粉 64G號

PHAM 
108年保管字第4814

109002289 其他刀絨(刀刃) 1 文 發還其領 VIET 臺中市龍井區
號

Q盯ET

PHA班
108年保管字第是814

109002289 2 
其他一般物品

l文 發還具領 VIET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刀柄)

QU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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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主冬占號
巷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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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抽
108年係管字第4814

109002289 3 
其他一般物品

l文 發還其領 VIET 臺中市龍井區
號 (球棒)

QUYET 
其他一般物品 急怡餐飲

108年保管字第是849
109002062 (患怡公司財務 3本 發還具領 國際股份 臺中市北屯這

號
報表) 有限公司

惠怡餐飲
108年保管字第4849

109002062 2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書頁 國際股份 臺中市北屯區
號 (患恰公司資料)

有限公司

其他一般物品 惠恰餐飲
108年保管字第48是9

109002062 3 (患恰公司轉帳 l本 發送具領 國際股份 臺中可于北屯區
號

傳票) 有限公司

患恰餐飲
108年保管字第48是9

109002062 是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國際投份 臺中市北屯區
號 (明細分類帳)

有限公司

其他一般物品 患恰餐飲
108年係管字第泌的

109002062 5 (急怡公司帳冊 l 丹 發還具領 茵際股份 臺中市北屯區
號

資料光碟) 有限公司

108年係管字第4999 電子產品
臺中市太平區

SIM卡1張、螢
109002982 1 1 文 發還其領 要~i，永昇

幕破裂號 CIPHONE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是999
109002982 2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具領 要~ ;7Ì<-昇 查中市太平區

號 (汽車鑰匙)

108年保管字第是999
109002982 3 

電子產品

l文 發還具領 張鼓樂 臺中市大里區 SIM卡l 張
號 (IPHONE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5049
109002202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彭品齊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粉紅POLO衫)

108年保管字第 5387
109002537 l 

其他刀械(折疊
1 支 發還兵領 洪紹博 臺中市南區

5克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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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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係管字第 52號 10900192是 新臺幣 是50元 發還其領 魏宛茹 臺中市霧峰區

109年保管字第404
109003009 

其他一般物品
1 台 發還具領 黃廷彰 查中市西屯區

號 (鴿鐘)

109年保管字第 75是
109002505 衣物 l件 發還具領 張云真 去中市南屯區

號

109年保管字第 754
109002505 2 衣物 l件 發還具書頁 于長云真 臺中市南屯區

號

109年保管字第785
109002146 藥品(備勞鳴) l瓶 發還具領 林建仁 臺中市大旦這 已洩氣

號

109年保管字第 1146
109003017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賴定昀 臺中市太平這

號 (安全帽)

109年保管字第 1170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2388 (車輛買賣讓渡 l張 發還具領 鍾仿廷 臺南市東區
號

書)

109年保管字第 1170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2388 2 (車輛買賣同意 l張 發還具領 鍾f有廷 臺南市東區
號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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