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

線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8月 25 日
發文字號: 中檢增總賊字第 10909003570號
附件:去口文

擋號:

係存年限:

公告

| 本案汞jF層負責瓦走授權單位王齡夫行

第 1頁共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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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呈 重豆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4苟言主

096年保管字第578在
107003480 電子秤 l 台 發還具領 t余勇潮 臺中市外埔這

號

。98年保管字第947
。 99001365

安全帽(紅色半
發還具書頁 不詳 不詳

號 罩)

。98年保管字第947.
。99001365 2 口罩(黑色) 1個 發還兵者頁 不詳 不詳

號

。98年保管字第947
099001365 3 背心(藍色) l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8年保管字第947
099001365 4 背心(卡其色) l件 發還具繆、 不幸羊 不詳

號

。98年保管字第 947
099001365 5 七分褲(藍色) 11'牛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1的
。98005587 3 黑色外套 l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8年保管字第 1143
。98005587 4 藍色牛仔褲 11'牛 發還具頓、 不詳 不幸羊

號

。98年保管字第1143
。 98005587 5 白色鞋子 l雙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台中早在沙鹿鎮竹

。98年保管字第2120
099002788 l 

林段土地公告現
11'牛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值及土地交易償

可資料

。98年保管字第2120
099002788 2 複丈囝 81牛 發還具領 不幸羊 不詳

號

。98年係管字第2120
。 99002788 3 

940817複丈申請
11'牛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書

。98年保管字第2120
。 99002788 4 檢舉書 11'牛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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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領人 士也hl 備吉主

。98年保管字第2120
。 99002788 5 調卷資料 11'牛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98年保管字第2120
099002788 6 調卷資料 1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台中縣沙鹿鎮竹

098年係管字第2120
。99002788 7 

林段、鹿寮段土
2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地原始地籍國影

本

的8年保管字第2120
檢ìM現況囝及會

099002788 8 言義紀錄、清水地 2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政事務所函

098年保管字第2120
土地登錄及技佐

。99002788 9 叢沛970924檢測 H牛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國資料

財政部國有財產

。98年保管字第2120
。99002788 10 

局台灣中區辦事
1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處本案調卷公文

資料

。98年保管字第2120
099002788 11 

980225檢測複丈
l件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園資料

的8年保管字第2120
。99002788 12 土地登記跨本 12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2120
土地會勘記錄及

099002788 13 叢沛檢測現況 21卒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麗、會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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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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起上 備吉主

台中縣政府函及

098年保管字第2120
099002788 14 

附件使用執照、壹
2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層平面圈及建物

測量成果

。98年保管字第2120
本案案件研析表

。99002788 15 及囝利案件調查 2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事項檢杏表

。98年保管字第 2120
台中絲j青海地政

。99002788 16 函及新登記土地 2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結果清冊

欣新小。乞

的8年保管字第2389
滅火器 1 支 發還具領

部(原為
臺中市大牙塵區。98005870

號 田庄小吃

告n

。98年保管字第2985
。 98008130

電子產品(用電
1個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計星器)

的8年保管字第3156
099005521 1 機車駕照(駕照) l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8年係管字第3156
。99005521 2 其他證件(本票) 2張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3156
。 99005521 3 其他證件(本票) 2張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3156
。 99005521 4 客戶名冊 2本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8年保管字第3156
。 99005521 5 空白商業本票 3本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lio98年僻號字第叫6 。99005521 6 電子產品(手機) 3文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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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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98年保管字第3156
。 99005521 7 同意清償契約書 4張 發還其領 不詳 不幸羊

號

。98年保管字第3156
099005521 8 客戶記事單 3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8年係管字第3156
。99005521 9 收款明細表 1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3156
。99005521 10 fp ;，尼 1個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8年係管字第3156
。99005521 11 手提袋 1個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98年保管字第3156
。 99005521 12 球棒 l支 發還其領 不詳 不幸羊

號

的8年保管字第3156
。99005521 13 

電子產品(行動
4文 發還具是頁 不言羊 不詳

號 電話令SIM卡)

。98年保管字第 3156
099005521 14 記事本 1本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98年保管字第3156
。99005521 15 手提袋 1個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8年保管字第3472
099000275 存#習 5張 發還具領 ~t秀華 臺中市北區

號

。98年係管字第3472
。 99000275 2 內帳帳冊 9本 發還其領 謝秀華 臺中市北區

號

的8年保管字第3472
099000275 3 外樣樣冊 5本 發還具領 謝秀華 臺中市北這

號

098年保管字第3472
。99000275 4 公司資料 4本 發還具領 謝秀華 奎中市北區

號

。98年保管字第3962
100007是22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其領 劉改憲、 不詳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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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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主也J:U: 備言主

。 98年保管字第3962
電子產品含SIM

100007吐22 4 無法顯示電話號 l 支 發還具領 劉政定、 不詳
號

碼)

098年保管字第3962
100007是22 8 電話簿 2本 發還具領 劉政憲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5094
109003660 2 新臺幣 19DO元 哥哥還具領 陳永光 臺中市北屯區

號

的8年保管字第5724
099005299 帳冊 3本 發還具領 蘇玫玉 不詳

號

的8年保管字第5881
09800770哇

郵寄本院提出之
l箱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書信資料

。98年保管字第6003
。 98007704 2 信件 l 包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630哇
101004097 2 GUCCI手提包 311周 發還具領 張友甄 臺中市西區

號

。98年保管字第 6304 101004097 3 GUCCI短皮夾 1個 發還其領 張友甄 臺中市西區
號

。98年保管字第630哇
101004097 4 GUCCI 皮帶 l條 發還具領 張友甄 臺中市西區

號

。98年保管字第6344
。99000312 l 

雙層倉鼠籠
1個 發還具頓、 鄭光宏 不詳

號 31002B包裝紙箱

。98年保管字第 63是4
。 99000312 2 

二層倉鼠籠
1個 發還具領 鄭光宏 不詳

號 31003B包裝紙箱

。99年係管字第 135
100007087 l 新臺幣 1000元 發還具領 謝銘原 臺中市太平區

號

的9年保管字第352
101000300 l 新臺幣 22000元 發還具領 陳麗雯 臺中市梧棲區

號

第 5 頁，共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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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士也址 備吉主

。99年保管字第48在
100005954 新臺幣 876元 發還具領 陳景福 受中市龍井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是84
10000595是 1 新臺幣 224元 發還具領 何原瑜 新北市三峽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 589
100001815 8 新臺幣 11 日 50元 發還其領 林坤輝 臺中市豐原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2229
發還具領 洪;莫忠

臺中市大里還/受中市
099006284 2 新臺幣 20元

西屯區號

099年保管字第2685
。9900基787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其領 彭燕 臺中市烏白區

號 電話令Slffi卡)

099年保管字第2837
10300226是 3 新臺幣 29750元 哥費遠具穎、 顏錦坤 南投縣

5克

。99年保管字第 3344
100003148 l 新臺幣 3100元 發還具領 沈一芳 臺中市西屯區

號

099年係管字第3600
100005449 4 新臺幣 3000元 發還其領 黃仕安 受中市中區

號

099年保管字第3607
100005895 新臺幣 93900元 發還具領 τ文斌 桃園市中壢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是789
109003686 11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潘淑另 桃園市蘆竹~

號 (交易資料)

。99年保管字第4789 109003686 12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潘f叔月 桃園市蘆竹區
號 (之支票退票單)

的9年保管字第6714
100000486 l 新臺幣 560元 發還具領 陳i青山 臺中市霧峰區

號

100年保管字第 5998
109004609 l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步明忠 新北市新店區

號 (員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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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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拖上 備言主

100年係管字第599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4609 2 (員工薪資切結 l本 發還具領 步明忠 新北市新店區
號

書( ) ) 

100年保管字第599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4609 3 (薪資明細 fp領 1本 發還具領 步明忠 新北市新店區
號

?青冊)

100年保管字第599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46日9 4 (員工薪資計算 1本 發還具領 步明忠 新北市新店區
號

雜記)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9 5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步明忠 新北市新店區

號 (員工保險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599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4609 6 (中明百貨行技 l本 發還具領 步明忠 新北市新店區
哥豈

戶交易明細)

100年保管字第599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是609 7 (步明忠個人帳 1本 發還具領 步明忠 新北市新店區
號

戶交易明細)

100年保管字第599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4609 8 (員工薪資切結 1本 發還具領 步明忠 新北市新店區
號

書(-=-) ) 

104年保管字第3164
109003659 

其他一般物品
12件 發還其領 龐長勝 臺中市西區

號 (客戶資料)

其他一般物品

104年保管字第3164
109003659 2 

(股市大當活(四
2件 發還其領 龐長勝 查中市西區

號 方力道GWI諜

程))

104年保管字第3164
109003659 3 

其他一般物品
5張 發還具領 龐長勝 去中市西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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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生也祖上 備言主

10往年保管字第3164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659 4 (1 02年度公司報 1 件 發還具領 處長勝 臺中市西區
號

稅資料)

104年保管字第3164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659 5 (股市訓練課程 3件 發還其領 龐長勝 臺中市西區
號

資料)

104年保管字第3164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659 6 (客戶模擬操作 l件 發還具領 龐長勝 受中市西區
號

學習表)

10是年保管字第3164
109003659 7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還具領 龐長勝 奎中市西區 光碟丹 2張

號 (電腦資料)

104年保管字第3164
109003659 8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陳耿銓 臺中市潭子區

號 (客戶資料)

104年保管字第3164
109003659 9 

其他一般物品
8張 發還具書頁 陳耿銓 臺中市潭子區 光碟月 8張

號 (教學光碟)

10是年保管字第4465
10900389是 2 新牽幣 21000元 發送具領 洪于羯 彰化縣二林鎮

號

104年保管字第4465
其他一般物品

彰化縣、二林鎮109003895 (玉山銀行提款 1張 發還其領 洪于翔
號

卡)

其他一般物品
104年保管字第斜的

109003895 2 (土地銀行提款 l張 發還兵領 洪于翔 彰化縣二林鎮
號

卡)

1。在年保管字第4465
其他一般物品

彰化縣二林鎮109003895 3 (板橋市農會提 l張 發還具領 洪于翔
號

款卡)

104年保管字第4465
109003895 4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洪于翔 彰化縣、二林鎮

號 (健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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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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備言主

104年保管字第4465
電子產品(行動

無SIM卡109003895 5 電話(HTC牌金 1 文 發還具領 李盈儒 新北市新莊區
號

色))

104年係管字第是465
電子產品(行動

無SIM卡109003895 6 電話(三星牌黑 l文 發還具領 李盈儒 新北市新莊區
號

色))

104年係管字第4是65
109003895 7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其領 李盈儒 新北市新莊區

號 (土地銀行存簿)

104年保管字第斜的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895 8 (板橋市農會存 l張 發還其領 李盈儒 新北市新莊區
號

簿影本)

104年保管字第4465
109003895 9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李盈儒 新北市新莊區

5克 (健係卡影本)

104年保管字第必65
109003895 10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李盈儒 新北市新莊區

號 (身分證影本)

104年保管字第4465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895 11 (中華郵政金融 l張 發還其領 李盈儒 新北市新莊區
號

卡)

104年係管字第4是65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895 12 (玉山銀行金融 l張 發還其身頁 李盈儒 新北市新莊區
號

卡)

104年保管字第4蓮的
其他一般物品

新北市新莊區109003895 13 (台哥大電信SI班 l 張 發還其領 李盈儒
號

卡)

104年保管字第4465
109003895 14 

其他一般物品
4張 發還其領 李盈儒 新北市新莊區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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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備言主

104年保管字第4465
電子產品(行動

109003895 15 電話(三星牌白 l文 發還具領 享F義昌 嘉義早在新;巷鄉 今SIM卡
號

色))

104年保管字第4465
電子產品(行動

109003895 16 電話(HTC牌紅 l文 發還具領 享~，義昌 嘉義縣、新港鄉 無SI問卡
號

色))

104年保管字第4529
105001929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其領 柯彥綸 查中可于南屯區 今SIM卡l 張 1

號 電話)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982 (競選新聞整理 6張 發還具領 戴錦花 桃園市大溪區
號

資料)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其他一般物品

1 日9003982 2 (返鄉投票選民 14張 發還其身頁 戴錦花 桃園市大溪區
號

名冊)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982 3 (交通楠、助費說 3張 發還具領 戴錦花 桃園市大溪區
號

明資料)

105年係管字第 1871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982 4 (賄選犯行例舉 1張 發還具領 戴錦花 桃園市大溪區
號

資料)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2 5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其領 戴錦花 桃園市大溪區

號 (競選文宮)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3982 6 (家戶拜訪費用 l張 發還具領 戴錦花 桃園市大;美區
號

清單)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2 7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戴錦花 桃圓市大溪區

號 (身分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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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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重 處分方式 其領人 主也拖上 備言主

105年係管字第 1871
其他一般物品

桃園市大溪區109003982 8 (校長交代事項 l張 發還具書頁 戴錦花
號

紀錄)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8 

電子產品(行動
1 支 發還具領 全阿旦 臺中市太平區

號 電話(含SIM卡))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8 2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全阿旦 臺中市太平區

號 (選舉人名單)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8 3 

其他般物品
2張 發還其領 全阿旦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投票通知單)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8 4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全阿旦 查中市太平區

號 (選舉背心)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8 5 

其他一般物品
7件 發還具領 全阿旦 臺中市太平區

號 (競選帽子)

105年係管字第 1872
109003979 l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梁巫玉蘭 臺中?甘南區

號 (聘書)

105年保管字第 1872
109003979 2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梁巫玉蘭 臺中市南這

號 (競選背心)

105年係管字第 1872
109003979 3 

其他般物品
3件 發還具領 梁巫玉蘭 臺中市南區

號 (競選帽子)

105年保管字第5608
109003783 1 

電子產品(SONY
l 文 發還具領 羅文洋 臺中市霧峰區

號 行動電話)

106年保管字第 1325
新臺幣

600000 
發還其領 詹承龍 去中市西屯區109003是56 l 

號 元，

106年係管字第3489
109003118 4 新臺幣 7000元 發還具領 陳逸旻 臺南市永康區

號

106年係管字第4032
新臺幣

100000 
發還其領 王嘉欣 南投縣草屯鎮109002240 3 

號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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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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JJI: 備言主

106年保管字第4032
109002240 10 

電子產品
l 台 發還具領 王嘉欣 南技縣萃屯鎮 令保護殼

號 (SAMSUNG金色)

106年保管字第5273 電子產品(APPLE
發還具領

DOAN VAN 
臺中市神同區 金色10700236是 3 l 文

號 手機) THAI 
106年保管字第 5273 電子產品(ZTE手

發還其領
DOAN VAN 

臺中市神同區 白色無SIM卡
號

107002364 5 
機)

l 文 THAI 

107年保管字第72號 107001825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發還具領 張若羽函 臺中市東區
(水果刀)

107年保管字第644
其他一般物品

107001707 (監視器主機(含 l組 發還其領 林家媛. 臺中市潭子區
5克

螢幕))

107年保管字第6是4
107001707 2 

其他一般物品
8文 發還具領 林家媛. 臺中市〉車子還

號 (監視器鏡頭)

107年保管字第3188
黃偉仲 新北市泰山區

合SIM卡l 張，
109003986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書頁

銀幕無損號

107年保管字第5434
電子產品(三星

109003917 牌手機(無SIM l 台 發還具領 鄭家慶 臺中市龍井區
5克

卡))

107年保管字第5434
109003917 2 

其他一般物品
1組 發還具領 鄭家慶 臺中市龍井區

號 (跳蛋)

107年保管字第 5434
109003917 3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送其領 鄭家慶 臺中市龍井區

號 (潤滑液〕

108年保管字第 268
108008068 新臺幣 21800元 發還具領 大宏商店 臺中市大里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575
電子產品(白色

臺中市新社區109003832 sony 手機(內 1個 發還具領 邱君E月
號

今SIM卡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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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在頁人 地址 備控

1 日8年保管字第812
109003789 新臺幣 3000元 發還具領 李永隆 臺中市;青水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 1392
109003750 2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張芯瑜 新北市板橋這

號 (國泰世華存摺)

108年保管字第 1392
其他一般物品

新北市板橋區109003750 3 (國泰il!:華提款 l張 發還具領 張芯瑜
吉克

卡)

108年保管字第 1392
109003750 4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張芯瑜 新北市板橋區

號 (健係卡)

108年保管字第 14是7
109003709 8 

電子產品(香檳
l 文 發還具領 周紹文 高雄市大寮區 無SIM卡

號 色SAMSUNG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 1447
電子產品(深藍

高雄市大寮區
螢幕破裂無

109003709 9 色SAMSUNG手機 l文 發還具領 周紹文

SIM卡號
(含SIM卡))

108年係管字第 1488
109003913 5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黃仁澤 臺中市大甲區

號 (中華郵政存簿)

108年保管字第 1488
109003913 6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黃仁;學 臺中市大甲區

號 (彰化銀行)

1 日8年係管字第 1537
109003860 

其他一般物品
1 支 發還具領 陳定國 臺中市霧峰區

號 (木棍)

108年保管字第2596
109003777 衣褲 11'牛 發還具領 李姿璇 受中市西還

號

108年保管字第2596
109003777 2 衣褲 11牛 發還具領 李姿璇 臺中市西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2596
109003777 3 衣褲 l件 發還具領 李姿封是 臺中市西1&

號

108年係管字第2596
109003777 4 衣褲 11牛 發還具領 李姿璇 臺中市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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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也hl. 備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2967
109003510 

其他刀械(水果
l 文 發還具領 蒜、朝秋 新北市蘆洲區

號 刀)
108年保管字第4198

發還具領 李宗彥
臺中市西區/臺中市潭

109004190 毛巾 1411回
子區號

108年保管字第4267
109003734 2 新臺幣 45200元 發還具領 黎清水 臺中市大雅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435是
電子產品

金、正面有裂
109004221 (SAMSUNG智慧型 l文 發還具領 黃柏誠 臺中市南屯區

痕號
手機(無SIM卡))

108年保管字第是701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4012 (郵政存簿儲金 1本 發還具領 黃性禮 高雄市左營區
號

簿)

108年保管字第4701
109004012 2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黃怯禮 高雄市在營區

號 (郵政金融卡)

108年保管字第甚701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4012 3 (超商交貨便紙 1個 發還具領 黃性禮 高雄市左營區
號

箱)

108年係管字第4816
109002343 I 9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發還其領 林文祺 臺中市太平區 有SIM卡

號 CIPHONE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5298
10900是116

電子產品(電子
1 台 發還具領 卓寬益 查中市潭子區 電池已取出

號 磅秤)

108年係管字第 5298
109004116 2 

電子產品(行動
l 台 發還其領 車寬益 臺中市潭子區 螢幕破裂

號 電話)

108年保管字第5298
109004116 3 

其他一般物品
2包 發還具領 卓寬益 臺中市潭子~

號 (夾縫袋)

109年保管字第82號 1 日 9003968
其他刀械(水果

l支 發還具領 姚如峰 臺中市龍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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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主也hl 備言主

109年保管字第 106
其他一般物品

桃園市大溪區109003978 2 (投案所選舉人 3本 發還具領 裁錦花
號

名冊)

109年保管字第 128
電子產品(行動

彰化縣員林市 螢慕破裂109004227 2 電話(含SIM l 文 發還其領 林文章
號

卡) ) 
109年保管字第 128

109004227 3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還具領 林文章 彰化縣、員林市
號 電話)

109年保管字第 172
109003878 l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其領 詹育豪 臺中市烏白區

號 (假鑽石戒指)

109年係管字第420
109004180 5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具領 鄧文淵 臺中市太平這

號 (螺絲起子〉

109年保管字第490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中皂、查中市豐
10900是148 7 (房屋租貨契約 2本 發還其領 蔡唆得

原區5克
書)

109年保管字第597
1 日 9004081 l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具領 事IJ 8寄佑 臺中市東勢區

號 (鑰匙)

109年係管字第 690
109003820 3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陳泰融 彰化縣大村鄉

號 (身分證影本)

109年保管字第690
109003820 4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書頁 !來泰融 彰化縣、大村鄉

號 (借據)

109年保管字第744
109002255 

其他一般物品
11，固 發還具領 乎可信財 臺中市大雅區 已洩氣

號 (打火機〕

109年保管字第 1178
109003907 

其他般物品
l文 發還具領 陳文龍 臺中市太平區

5克 (斧頭)

109年保管字第 1312
109003830 存摺(高雄銀行) l本 哥去還具領 玉宏亮 高雄市小港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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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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子看言主

109年保管字第 1312
109003830 2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王宏亮 高雄市小港區

號 卡) (高雄銀行)

109年保管字第 1312
109003830 3 存摺(華南銀行) :本 發還具領 王宏亮 高雄市小港區

號

109年保管字第 1312
109003830 4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王宏亮 高雄市小港區

號 卡) ) 

109年保管字第1312
109003830 5 存摺(元大銀行) l本 發還具領 王宏亮 高雄市小港區

號

109年保管字第 1312
109003830 6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王宏亮 高雄市小港區

5克 卡) ) 
109年保管字第 1521

109003702 l 新臺幣 800元 發還具領 鐘凡傑 臺中市太平這
號

109年保管字第 1562 其他一般物品
發還具領 江威翰

臺中市霧峰1&/臺中市
109004131 

(辣椒噴霧器)
1個

大里這號

109年保管字第 1825
其他一般物品

1 日9003594 (遺物販賣機 IC 1 片 發還具書頁 鐘凡傑 受中市太平區
號

版)

電子產品

109年保管字第 1882
109004078 

(samsung手機，
l文 發還具領 鄧鈞雄 彰化縣埔鹽鄉

號 合SIM卡及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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