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

發文日期 : 中華民囡 109年8月 31 日
發文字號:中檢增總賊字第 10909003620號
附件:如文

路l段91號、電話: 04-22232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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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帶國氏身分詮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三、逾期無人聲請發遷，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檢察長志講彰會
!一本主瓦今層負責痕文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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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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拖上 備言主

。90年保管字第 1748
。 97006327 帳冊(一) 5只 發還其領 謝玉女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 1748
。97006327 2 帳冊(二) 8只 發還具領 謝玉女 不詳

號

的0年保管字第 17是8
。97006327 4 

字真企業有限公
1冊 發還具領 周耀珍 不詳

號 司估價單

090年保管字第 1748
。97006327 5 

愛普生PHOT0710
l箱 發還其領 萬國珍 不詳

號 乙台等

。90年保管字第 1748
。97006327 6 電腦主機 l 台 發還具領 萬圓珍 不詳

號

的0年保管字第 1748
097006327 7 

福與工藝社等收
4張 發還具領 萬國珍 不幸羊

號 據發票

。90年保管字第 17是8
。97006327 8 

萬國珍郵政存簿
1冊 發還具領 萬國珍 不詳

號 儲金簿影本

的0年保管字第 1748
。 97006327 9 預算動文登記卡 l冊 發還其領 萬國珍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 1748
。97006327 10 出貨單 l冊 發還具領 萬函珍 不詳

號

的0年保管字第 17是8
097006327 11 

報價草、估價單
l冊 發還具領 萬國珍 不詳

號 等資料

090年係管字第 1748
。97006327 12 零用金i青草 l冊 發還具領 萬函珍 不詳

號

090年係管字第 1748
。97006327 13 樣冊影本 l冊 發還具領 萬國珍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 17在8 097006327 14 帳冊影本 1冊 發還具領 萬國珍 不詳

號

090年保管字第 1748
097006327 15 申訴書草稿 l冊 發還具領 萬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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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品占 1寬
、呂;子 iJJt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f看言主

。90年保管字第 1748
097006327 16 

園藝生活花卉坊
l冊 發還具領 萬函珍 不詳

號 空白收據

。90年保管字第 17是8
。 97006327 17 空白收據 1冊 發還具領 萬國珍 不詳

號

090年係管字第 1748
097006327 18 字真送貨明細單 2本 發還具領 萬國珍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 1748
。97006327 19 

福與工藝社等收
4張 發還兵領 萬國珍 不詳

號 據發票

。90年保管字第 1748
。 97006327 2日

彰化銀行、郵政
2張 發還其領 萬國珍 不詳

號 匯款資料

090年係管字第 1748
。97006327 21 記事本 l冊 發還具領 萬函珍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 17是8
097006327 22 印章 3顆 發還具領 萬國珍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工程資料 11件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0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2 磁片 1 月 發還具領 超文弘 不詳

號

。90年係管字第3550 101002946 3 支票影本 3張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的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4 筆記本 4本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5 樣冊 5本 發送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6 公文資料 61'牛 發還其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90年係管字第3550 101002946 7 合約書 2件 發還具領 越文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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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幸事申號
耳;于 u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起上 備言主

090年係管字第3550
101002946 8 證書 11'牛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0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9 聞標資料 11'牛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0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10 匯款資料 2件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0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11 剪報資料 11'牛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12 收據 2張 發還其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的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13 薪資表 11'牛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90年係管字第3550
101002946 14 存摺影本 8件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15 傳真資料 l件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的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16 支票存根 9本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0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17 存摺資料 3件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18 通聯記錄 2件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19 通訊資料 11'牛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的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20 磁片 l 片 發還其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0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21 雜吉己 l件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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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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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22 施工簡報 l件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90年係管字第3550
101002946 23 施工計書書 11'牛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090年係管字第3550
1010029是6 24 施工規範 2件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的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25 競圓圓面資料 l件 發還其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46 26 報價單 l件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90年保管字第3550
1010029是6 27 雜吉己 1 張 發還具領 越文弘 不詳

號

091年係管字第5960
104003884 

車籍資料~銷貨
H且 發還其領 王志名 臺中市梧棲區

號 單(發還王志名)

091年保管字第5960
104003885 

印章~公告牌(發
UIi 發還具領 王文揚 新北市板橋區

號 還王文揚)

。91年保管字第5960
91. 7. 17請假單~

臺中市北區104003886 請款收據(發還 H且 發還具領 毒草翔恩
號

毒草翔忍)

的1年保管字第5960
10哇。 03887

出貨單(發還王
3張 發還具領 玉暐程 臺中市西~

號 暐程)

。91年保管字第5960
砂石送貨單~土

黎煥章 臺中市西屯~104003888 石買賣契約(發 1 、組 發還具領
號

還黎煥章)

福林段地號國~

的l年保管字第5960
1 。在003889

汽車燃料費通知
l組 發還具領 王來當 臺中市

號 習書(發還王來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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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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也起k 備言主

091年保管字第5960
104003890 

合約書~土石採
1組 發還具領 鄭清晨 高雄市二民區

號 取許可證

的2年保管字第 186
104日 05205 股票 480張 發還具領 楊盛傑 新北市二峽區

號

的4年保管字第2415
。 99003995 l 雜項贓證物 6箱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5年係管字第5807
100000265 6 支票 (2張) 1本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5年保管字第 5807
100000265 7 大同佛道說資料 1本 發還具領 不詳 不幸羊

號

095年保管字第5807
100000265 8 租質契約 2本 發送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5年保管字第 5807
100000265 9 存摺 4本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5年係管字第5807
100000265 10 匯款單 6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5年保管字第 5807
100000265 11 通訊錄 2張 發還兵者頁 不詳 不詳

號

。95年保管字第 5807
100000265 12 牛L吉己 4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5年係管字第5807
100000265 13 簽賭資料 4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5年保管字第5807
100000265 14 

其他刀械(藍波
l文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刀)
。95年保管字第5807

100000265 15 手銬 l套 發送具領 不幸羊 不詳

號

。95年保管字第 5807
100000265 16 串﹒吾

l 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官幸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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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領人 士也起上 備言主

。95年保管字第 5807
100000265 17 

電子產品(傳真
1 台 發還具領 不幸羊 不詳

號 機)

095年保管字第5807
100000265 18 雜卷 11'牛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95年保管字第5807
100000265 19 協議書 1 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幸羊

號

095年保管字第5807
100000265 20 存摺資料 l件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95年保管字第5807 100000265 25 通訊錄(雜記) 3本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5年保管字第 5807
100000265 26 文書資料 l件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95年保管字第5807
100000265 27 

票據(台支以
l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外) (支票)

。95年保管字第 5807
100000265 28 存摺 :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幸羊

號

的5年保管字第5807
100000265 29 刀械 2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5年係管字第5807
100000265 30 六合彩資料 2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5年保管字第5807
100000265 31 

電子產品(傳真
2台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機)

。95年係管字第6545 100005963 
違反銀行法等案

3箱 發還具領 楊詩琪 金門縣金沙鎮
號 證物

。98年保管字第3197
電子產品(MOTO

臺中市清水還109004545 黑色手機(不合 1個 發還其領 張壹鳴
號

SIM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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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積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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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其他一般物品 . 
。 98年保管字第3197

1090045是5 2 
(NOKIA N82黑色

1個 發還具領 張壹鳴 查中市清水區
號 手機(不合SIM

卡))

098年保管字第3197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清水區1090045是5 3 (NOKIA紅黑色手 1個 發還具領、 張壹鳴
號

機(不合SIM卡))

098年保管字第6239
109001688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其領 陳妙榕 彰化縣、芳苑鄉

號 (記帳卡)

098年係管字第6239
109001688 2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練妙榕 彰化縣、芳苑鄉

號 (委託書〉

。98年保管字第6239
其他般物品

彰化縣芳苑鄉109001688 3 (押當車輛借用 l張 發還具領 陳妙榕
號

切結書)

。98年保管字第 6239
109001688 4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其領 陳妙榕 彰化縣、芳苑鄉

號 (授權書)

。98年保管字第6239 109001688 5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陳妙榕 彰化縣芳苑鄉
號 (行照正本)

。98年保管字第 6239 109001688 6 
其他般物品

4張 發還其領 陳妙榕 彰化縣芳苑鄉
號 (本票)

。99年保管字第3441 102001003 房屋是旦實契約 1本 發還具領 徐建隆 臺中市大雅區
號

的9年保管字第3是41
102001003 2 員工資料 l本 發還其領 徐建隆 臺中市大雅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3441 102001 日03 3 
遊戲場櫃檯交接

3本 發還具領 徐建隆 臺中市大雅區
號 簿

。99年保管字第 3441
102001003 4 員工守則 l本 發還其領 徐建隆 臺中市大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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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也拖上 備註

。99年保管字第3441
102001003 5 打鐘卡 5張 發還具領 徐建隆 臺中市大雅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3441
102001003 6 

其他證件(營業
l張 發還具領 徐建隆 臺中市大雅區

號 級別證)

099年保管字第3441
102001003 7 員工休假排休表 l張 發送具領 徐建隆 臺中市大雅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3628
101004890 新臺幣 124元 發還具領 王建志 臺中市外埔這

號

。99年保管字第3718
101001025 2 

電子產品(行動
6支 發還具領 陳臭字 臺中市北屯區

號 電話)

。99年係管字第 3718
101001025 3 汽車駕照 l張 發還其領 陳且已宇 臺中市北屯還

5克

。 99年保管字第3718
101001025 4 健係卡 l張 發還具領 l東吳字 臺中市北屯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3718
101001025 5 信用卡 l張 發還具書頁 陳矣宇 臺中市北屯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3718
101001025 6 新臺幣 5600元 發還具領 陳吳字 臺中市北屯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3913
。99006415 l 新臺幣 7300元 發還具領 徐雁玲 臺中可于北屯區

號

099年保管字第3985
100000973 l 新臺幣 2500元 發還其領 劉玲玲 不詳

號

。99年保管字第的26
。99007487 新臺幣 2500 元 發還具領 李聖雄 不幸羊

號

099年保管字第4026
099007是88 l 新臺幣 1600元 發送具領 劉銘峰 不詳

號

099年保管字第4067
100002920 新臺幣 2000元 發還具領 陳俊佩 臺中市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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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畫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備言主

。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45 10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卡)

。99年係管字第哇351
102007345 11 fp章 1個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099年係管字第4351
102007345 12 密石馬重氏條: 1 張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0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45 13 

金融卡(今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卡)

0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是5 14 

電子產品(行動
1文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IFi

號 電話不令SIM卡)

0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45 15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其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電話不合SIM卡)

。 99年保管字第是351
102007345 16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電話含SIM卡)

的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是5 17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電話令SIM卡)

099年保管字第是3日
102007345 18 存摺(中華郵政) l本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45 19 南投地撿起訴書 2張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099年保管字第是3日
102007345 20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洪家?女 查中市南區

號 電話不合SIM卡)

。 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45 21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洪家汝 查中市南區
號 電話不令SIM卡)

。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45 22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電話不合SIM卡)

。 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是5 23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電話不含SI班卡)

第 9 頁，共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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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偽言主

。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是5 24 

電子產品(行動
1文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電話不合S1M卡)

0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是5 25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電話不含S1M卡)

0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45 26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電話不合S1M卡)

。 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是5 27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還具領 洪家汝 查中市南~

號 電話不令S1班卡)

099年保管字第4351
電子產品(白色

102007345 28 OKWAP行動電話 l文 發送其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5克

不合S1M卡)

099年保管字第4351
102007345 29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洪家汝 臺中市南區

號 電話不令S1M卡)

的9年保管字第4351
106002111 新臺幣 76元 哥幸還具領 陳億軒 桃園市觀音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4351 106002111 2 新臺幣 165元 發還其領 許文成 桃園市平鎮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4351 106002111 4 新臺幣 508元 發還具領 張洪丹鳳 高雄市鳳山區
號

099年保管字第4351
106002111 5 新臺幣 94元 發還具領 張心綿 彰化縣員林市

號

。99年保管字第4351
106002111 6 新臺幣 570元 發還具領 張鄧春枝 臺中市西屯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4351 106002111 7 新臺幣 71元 發還具領 胡耀南 臺中可于大里區
號

的9年係管字第4351
106002111 8 新臺幣 52元 發還其領 林欣蓉 臺南市麻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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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領人 主也拖上 備言主

的9年係管字第4351
106002111 9 新臺幣 106元 發還其領 藍造福 新北市板橋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是351
106002111 10 新臺幣 59元 發還具領 吳王寶川 新北市樹林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4351
發還其領 姜瑞美 桃園市八德、區106002111 11 新臺幣 1242元

號

。99年係管字第是3日
106002111 12 新臺幣 212元 發還具領 姜秀玉 粉色園市教k園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4414
。 99005863 是 新臺幣 12200 元 發還具領 簡光耀 不詳

號

。99年保管字第4是14
。99005863 4 新臺幣 200元 發還其領 張出生 不詳

號

。99年保管字第4507
099007401 新臺幣 190元 發還具領 武氏榮 不詳

號

。99年保管字第4508
3215元 發還其領

全家便利
臺中市西區1000075哇4 2 新臺幣

商店號

099年保管字第4552
。99006646 新臺幣 84元 發還具領 翁玉倩 不詳

號

。99年保管字第4560
099006844 2 新臺幣 570元 發還具領 許彩華 不詳

號

。99年保管字第 4708
。 99006747 2 行動電話SIM卡 l 片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99年保管字第4708 099006747 3 新受幣 1400元 發還具領 許凱蒂 不詳

號

。99年保管字第4717
100001625 房屋牙且實契約書 l本 發還其領 羅芯恩 臺中市西屯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4717
100001625 2 名冊 3本 發還具領 羅芯恩 臺中市西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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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領人 地址 備註

。99年保管字第是717
100001625 3 營業收支表 8張 發還具領 羅芯恩 臺中市西屯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4717
1 日 0001625 4 本票 1本 發還具領 羅芯恩 臺中市西屯區

號

099年保管字第是717
100001625 員工打卡片 10張 發還具領 !.l芯恩 臺中市西屯區

號

的9年保管字第4717
100001625 6 員工業績表 I張 發還具領 羅芯恩 金中市西屯區

號

099年係管字第4717
100001625 7 新臺幣 3200元 發還具領 羅芯恩 臺中市西屯區

號

。99年保管字第4717
100001625 8 

電子產品(監視
:台 發還具領 蘿芯恩 金中市西屯區

號 器螢幕)

。99年保管字第4717 100001625 9 
電子產品(監視

l 台 發還具領 羅芯恩 臺中市西屯區
號 器主機)

。99年保管字第4717
100001625 1 日

電子產品(監視
4張 發還具領 羅芯恩 臺中市西屯區

號 器鏡頭)

的9年保管字第4717
100001625 11 新臺幣 1000元 發還兵領 羅芯恩 全中市西屯區

號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是605 1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主己怎敏 臺中市龍井區

號 (資料)

100年係管字第 5998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龍井這109004605 2 (銀行貸款空白 l本 發還其領 主己急敏
號

表格申請書)

100年係管字第5998
其他般物品

紀急敏 臺中市龍井區109004605 3 (身分證、行照 :本 發還具領
號

及千億資料)
100年係管字第5998

109004605 4 
其他一般物品

1 本 發還具領 紀息敏 臺中市龍井區
號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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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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5 5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紀患敏 臺中市龍井區

號 (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 5998
109004605 6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紀急敏 臺中市龍井這

號 (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日5 7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紀患敏 臺中市龍井區

號 (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5 8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紀患敏 臺中市龍井這

號 (車貸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5 9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紀患敏 臺中市龍井區

號 (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 5998
109004605 10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紀患敏 臺中市龍井這

號 (雜記〉

100年係管字第5998
109004605 11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紀患敏 臺中市龍井區

號 (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 5998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龍井區109004605 12 (郵局及華南銀 2本 發還其領 紀患敏
號

行存摺)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5 13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紀急敏 臺中市竟已井區

號 (相關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5998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龍井區10900是605 14 ( 'J、客車公司相 l本 發還具領 紀急敏
號

關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 日9004605 15 

其他般物品
l 包 發還其領 紀車敏 臺中市龍井區

號 (雜記)

100年係管字第5998
109004605 16 

其他一般物品
4本 發還具領 生己急敏 臺中市青色井區

號 (筆記本)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是605 17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紀患敏 臺中市青色井區

號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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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童畫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拖上 備言主

100年係管字第 5998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龍井區109004605 18 (安泰銀行貸款 l本 發還具領 主己患敏
號

申請等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5 19 

其他般物品
l捲 發還具領 紀急敏 臺中市龍井區

號 (新竹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5998
其他一般物品

牽中市龍井區109004605 20 (租貨公司等資 l捲 發還其領 紀，意敏
號

料)

100年保管字第5998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龍井區109004605 21 (申請貸款相關 l本 發還具領 學己惠敏
號

規定)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5 22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紀怠敏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員工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5 23 

其他一般物品
l捲 發還其領 生己患敏 壹中市青色井區

號 (塑膠公司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5 24 

其他一般物品
1捲 發還其領 主己怠敏 臺中市龍井區

號 (資料)

100年係管字第5998
109004605 25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主己患敏 金中市青色井區

號 (資料)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8 

其他般物品
3張 發還具領 田金福 新竹縣尖石鄉

號 (勞保資料影本)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8 2 

其他般物品
2張 發還具領 田金福 新竹縣尖石鄉

號 (勞保資料影本)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8 3 

其他一般物品
4張 發還具領 田金福 新竹縣尖石鄉

5克 (打卡卡片)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是608 4 

其他般物品
2張 發還具領 田金福 新竹縣尖石鄉

號 (打卡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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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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hl 備言主

100年保管字第5998
109004608 5 

其他一般物品
4張 發還具領 田金福 新竹縣、尖石鄉

號 (信用卡帳單)

筆電4台平板1101年保管字第是592
10900是569 電子產品(電腦) 5 台 發送具領 陳志道 壹中市太平區

4口A 號

103年保管字第3683
109001573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蕭松根 新北市蘆洲區

號 (筆記本)

103年保管字第3683
109001573 2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蕭松根 新北市農洲區

號 (合作金庫存摺)

103年保管字第3683
其他一般物品

新北市蘆洲區109001573 3 (中國工商銀行 I本 發還具領 蕭松根
號

存摺)

103年保管字第3683
其他一般物品

新北市蘆洲區109001573 4 (令員申請單等 l件 發還具領 蕭松根
號

資料)

其他一般物品

103年保管字第3683
109001573 5 

(中國工商銀行
11'牛 發還具領 蕭松根 新北市蘆洲區

5克 客戶業務申請

書)

其他般物品

103年保管字第3683
109001573 6 

(蕭松根郵局存
l件 發還具領 蕭松根 新北市這洲區

號 摺及組織發展等

資料)

103年保管字第3683
其他般物品

新北市蘆;卅區109001573 7 (個人資料登記 11'牛 發還具領 蕭松根
號

表等資料( )) 

103年保管字第3683
其他般物品

新北市蘆洲~109001573 8 ( 11國人資料登記 l件 發還其領 蕭松根
號

表等資料(..::.))

第 15 頁，共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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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淚水號 物品名稱 數星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註

其他一般物品

103年保管字第3683
109001573 

(悅富盛事業有
H牛 發還其領 蕭松根 新北市蘆洲區

號 限公司相關資料

(-)) 
其他一般物品

103年保管字第3683
109001573 10 

(悅富盛事業有
l件 發還具領 蕭松根 新北市蘆洲區

號 限公司相關資料

(-=-)) 
其他一般物品

103年保管字第3683
109001573 11 

(萬通奇蹟會員
11'牛 發還具領 蕭松根 新北市蘆洲區

號 登記表格等資

料)

103年保管字第3683
其他一般物品

新北市蘆洲區109001573 12 (石墨婦產品資 H牛 發還具領 蕭松根
號

料)

其他一般物品

103年保管字第3683
109001573 13 

(悅富EE事業有
l件 發還具領 蕭松根 新北市蘆洲區

號 限公司相蹄資料

(-=..) ) 
103年係管字第3683

109001573 14 
電子產品(隨身

2支 發還具領 爺松根 新北市蘆洲區
號 碟)

103年保管字第3683
電腦設備(電腦

新北市蘆洲區109001573 15 (含電源線、 f骨 1 台 發還具領 蕭松根
號

鼠))

103年保管字第3683
109001573 16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蕭松根 新北市蘆洲區

號 (含充電器 1個))

103年保管字第3987
109日04757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還具領 金昌氏 南投縣南投市 今SIM卡

號 電話 V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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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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偽言主

103年保管字第3987
109004757 2 

電子產品(行動
1文 發還具領 金昌氏 南投縣南投市

號 電話 HTC)

103年保管字第3987
其他一般物品

南投縣南投市109004757 3 (行動電話 l文 發還其領 金昌氏
號

B1ack Berry ) 
105年保管字第 1870

109003980 2 新臺幣 1200元 發還具領 古金山 臺中市梧棲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 1870
109003980 4 新臺幣 1200元 發還其領 梁秀蘭 臺中市梧棲區

號

105年係管字第 1871
109003984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梁巫玉蘭 臺中市南這

號 電話(含S1M卡))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4 2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還具領 筒三妹 臺中市烏日區

號 電話(含S1M卡))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是

電子產品(行動
1 支 發還具領 黃春美 臺東縣、達仁鄉

號 電話(含S1M卡))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9 

電子產品的1M
1 文 發還其領 陳淑華 臺中市大里這

號 卡))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9 2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其領 韓秀香 臺中市大雅區

5克 電話(含S1M卡))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9 3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還具領 王進義 臺中市青草并區

號 電話(含S1M卡))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日3989 4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徐瑞美 臺中市梧棲區

號 電話(含S1M卡))

105年保管字第 1871
109003989 6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還具領 呂秀怠 臺中市烏日區

號 電話(含S1M卡))

105年保管字第2110
109004513 

電子產品(二星
1 文 發還其領 吳倫隆 新北市蘆洲區

號 牌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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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呈 重量 處分方式 兵領人 生也hl 備言主

107年保管字第528
109001242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楊f叔雅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公司存款單)

107年保管字第52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12是2 2 (手機門號令約 l張 發還具領 楊J叔雅 臺中市南屯這

號
書〕

107年保管字第528
109001242 3 

其他一般物品
8張 發還其身頁 楊淑雅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名片)

107年保管字第 528
109001242 4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楊淑雅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筆記本)

107年保管字第 1979
10900哇450 2 新臺幣 18700元 發還具書頁 李少桐 壹中'1l'南區

號

107年保管字第 1979
109004450 3 

電子產品

1 文 發還具領 李少桐 臺中市南區
號 (IPHONE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2183
電子產品(行動

109004428 5 電話(SAMSUNG) :文 發還具領 陳其IJ 字 臺中市南~
號

牌黑色)

107年保管字第2254
新臺幣 5000元 發還其領

美建堂之
臺中市西區109004549 

號 繼承人
107年保管字第2254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其建堂之

壹中市西區 合SIM卡l張
號

109004549 2 
(.=:星)) 繼承人

1 日7年係管字第225是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其建堂之
臺中市西區 無SIM卡

號
109004549 3 

(台哥大常i式)) 繼承人

107年保管字第3528 其他一般物品
:本 發還具領 廖慧雯

去中市西區/臺中市東

號
1日9003886 3 

(台中商銀存摺〕 還

107年保管字第3528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西區/臺中市東
109003886 哇 (合作金庫銀行 2本 發還具領 廖慧雯

E孟號
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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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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拖上 備註

107年保管字第3528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西區/臺中市東
109003886 5 (中國信託銀行 l本 發還具領 廖慧雯

號 r& 
存摺)

107年保管字第3528
109003886 6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廖慧雯

臺中市西區/臺中市東

號 (新光銀行存摺) 區

107年保管字第3528
109003886 7 

電子產品(台中
l張 發還具領 廖慧雯

臺中市西區/臺中市東

號 銀行金融卡) 區

107年保管字第3528
109003886 8 

電子產品(台中
l張 發送具領 廖慧雯

臺中市西區/臺中市東

號 銀行金融卡) 區

107年保管字第3528
109003886 9 

電子產品(新光
l張 發還具領 廖慧雯

臺中市西區/臺中市東

號 銀行金融卡) 區

107年係管字第3941
108002024 新金幣 10200元 發還具領 賴雅慧 臺中市太平區

號

1 日7年保管字第3941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2024 2 (現場負責人打 3張 發還具領 賴雅慧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卡單)

107年保管字第39是l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2024 3 (市政府函及抄 3張 發還具領 賴雅慧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本)

107年保管字第3941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2024 4 (負責人登記資 l張 發還具領 賴雅慧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料)

107年保管字第3941
108002024 5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還具領 賴雅慧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客數表)

107年保管字第3941
10800202是 6 

其他一般物品
23張 發還具領 賴雅慧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排班表)

107年保管字第39是l
108002024 7 

其他一般物品
244張 發還具領 賴雅慧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服務紀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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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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也拖上 備吉主

107年保管字第39是l
10800202哇 8 

其他般物品
9個 發還具領 賴雅慧 臺中市太平區

號 (編號夾)

107年保管字第3941
10800202哇 9 

器械設備(監視
4個 發還具領 賴雅慧 受中市太平區

號 鏡頭)

107年保管字第3941
10800202是 10 

電子產品(監視
l 台 發還具領 賴雅慧 臺中市太平區

號 螢幕〉

107年係管字第3941
10800202是 11 

電子產品(螢幕
1個 發還具領 賴雅慧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分割器)

107年保管字第3941
108002024 12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賴雅慧 臺中市太平區

號 (休假表)

107年係管字第哇。02
109003645 12 

存摺(合中銀行
l本 發還具領 陳少箏 受中市東區

號 存摺〕

107年保管字第鉤。2
109003645 13 

信用卡(台中銀
l張 發送其領 陳少華 臺中市東區

號 行信用卡)

107年保管字第哇。02
109003645 26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5蓋秉霖 臺北市士林區

號 (賓利車資料)

107年保管字第4002
109003645 41 

電腦設備(電腦

l 台 發還具領 邱英民 臺中市西屯區
號 主機)

107年係管字第4002
109003645 42 

電腦設備(電腦

l 台 發還其領 邱英民 臺中市西屯區
號 螢且在)

107年保管字第4002
109003645 43 

電子產品(中華
l 台 發還具領 邱英民 臺中市西屯區

號 電信路由器)

107年保管字第4002
109003645 44 

電子產品(中華
l 台 發還具領 邱英民 臺中市西屯區

號 電信路由器)

107年保管字第4002
其他般物品

邱英民 臺中市西屯區109003645 45 (光世代電路使 l張 發還具領
號

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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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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保管字第4002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西屯區109003645 46 (光世代電路使 l張 發還具領 邱英民
號

用說明)

107年係管字第437是
108006258 4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張資垮 桃園市觀音區

號 (中華郵政存簿)

107年保管字第4374
其他一般物品

桃園市觀音還108006258 6 (中華郵政金融 l張 發還具領 張資培
號

卡)

107年保管字第的是7
109003950 3 

其他一般物品
I本 發還具領 陳翔辰 臺南市

號 (中華郵政存簿)

107年保管字第4947
109003950 5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慧真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彰化銀行存簿)

107年係管字第4947
其他一般物品

高雄市小港區109003950 6 (渣打銀行銀行 l本 發還具領 洪沛臣
號

存簿)

107年保管字第吐947
109003950 7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陳翔反 臺南市

號 (玉山銀行存簿)

107年保管字第的是7
其他一般物品

彰化縣、田尾鄉109003950 8 (中國信託銀行 l本 發還其領 羅凱駿
號

存簿)

107年保管字第4947
109003950 9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慧真 查中市北屯區

號 (國泰世華存簿)

108年保管字第323
其他一般物品

彰化縣堉心鄉109004319 3 (中華郵政VISA 1 張 發還具領 黃立旻
號

金融卡)

108年保管字第323
109004319 是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其領 黃立旻 彰化縣埔心鄉

號 (郵政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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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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生也拖上 備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323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4319 5 (中國信託VISA l 張 發還其領 黃立旻 彰化縣.士為心鄉
號

金融卡)

108年保管字第323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是319 6 (中函信託存款 l本 發還具領 黃立旻 彰化縣埔心鄉
號

存摺)

108年保管字第 760
10900是394

電子產品 (i
l 文 發還具領

李威忠家
花蓮縣、秀林鄉 今SIM卡l 張

號 phone行動電話) 屬

108年保管字第 1590
10900120是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魏孝主義 臺中市西區 OPPO手機

號

其他一般物品

108年保管字第 1767
109004578 

(金色
l 文 發還具領 吳昇洋 臺中可于:11:.屯區

螢幕破才員、無

號 iphone6(無Slffi 法開機

卡))

其他一般物品

108年保管字第 1767
109004578 2 

(金色
l 支 發還具領 兵昇洋 臺中市北屯區

螢幕破才員、無

號 iphone6s(無Slffi 法開機

卡))

其他一般物品

108年保管字第 1767
109004578 3 

(白色
l 文 發還具領 吳昇洋 臺中市北屯這

號 iphone5(無 Slffi

卡))

108年保管字第 192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4563 (行車影像記憶 l 張 發送兵在頁 羅詠安 雲林縣、斗六市
號

卡)

108年保管字第2196
109000473 

其他一般物品
l支 發還具領 王仁豪 受中市北區 今鑰匙圈

號 (機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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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_ 處分方式 具領人 生也起上 備言主

其他一般物品

1 日8年保管字第2397
109004281 

(3D繪圖工作站
2本 發還具領 蘇文宏 彰化縣大村鄉

號 34台採購素契約
書)

其他般物品

108年保管字第2397
109004281 2 

(電腦工作站35

2本 發還其領 蘇文宏 彰化縣大村鄉
號 台採買毒案契約

書)

其他般物品

108年保管字第2397
109004281 3 

(弘昇電腦通訊

1本 發還具領 蘇文宏 彰化縣、大村鄉
號 行電腦列 fr文

件)

108年保管字第2397
109004281 4 

其他一般物品
1 月 發還具領 蘇文宏 彰化縣大村鄉

號 (電腦燒錄光碟)

108年保管字第2397
其祂般物品

109004282 1 (弘昇電腦通訊 l張 發還具領 嚴振華 彰化縣鹿港鎮
號

行函)

108年保管字第2397
其他般物品

彰化縣鹿港鎮10900是282 2 (臺灣銀行採購 l本 發還具領 嚴振華
號

部書函〕

其他般物品

108年保管字第2397
109004282 3 

(經濟部函(專
l本 發還具領 嚴振華 彰化縣鹿港鎮

號 家電腦變更登

記) ) 

108年係管字第2397
10900是282 4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嚴拔萃 彰化縣鹿港鎮

號 (採購合約書)

108年係管字第2397
10900是282 5 印章(印章) 2個 發還具領 嚴振華 彰化縣鹿港鎮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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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主ÌÞ-'Î號耳;于心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旻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備吉主

108年保管字第3544
電子產品

10900是452 5 (I PHONE手機(含 l 支 發還具領 邱乙f二 臺中市神同區
號

SIM卡))

108年保管字第3579
109004449 l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其領 邱乙仁 臺中市神同區

號 (CK黑色上衣)

108年保管字第3877
109004434 l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其領 笑容君 彰化縣彰化市

號 電話)

位p帝瘦身
108年保管字第4864

109004579 
其他一般物品

1 台 發還具領 美容有限 臺中市北區
號 (螢幕)

公司

才在p帝瘦身
108年保管字第是864

10900是579 2 
其他一般物品

4本 發還具領 美容有限 臺中市北軍
號 (顧客資料)

公司

御帝5度身
108年保管字第4864

109004579 3 
其他一般物品

l 張 發還具領 美容有限 臺中市北區
號 (日報表)

公司

御帝瘦身
108年保管字第4864

109004579 4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美容有限 金中可于北區
號 (客戶消費單)

公司

御帝瘦身
108年係管字第是8位

10900是579 5 
其他一般物品

7張 發還具領 美容有限 臺中市北區
號 (打卡車)

公司

御帝瘦身
1日8年保管字第是864

10900是579 6 
電子產品(臨檢

1個 發還具領 美容有限 去中市北區
號 燈遙控器)

公司

御帝瘦身
108年保管字第是864

10900是579 7 
電子產品(監視

211固 發還具領 美容有限 臺中市北區
號 器鏡頭)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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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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占上 備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4864 電腦設備(監視
御帝疫身

109004579 8 1 箱 發還具領 美容有限 受中市北區
號 器主機)

公司

108年保管字第4864
其他一般物品 御帝瘦身

109004579 9 (御帝美容spa會 :本 發還具領 美容有限 臺中市北區
號

館名片) 公司

108年保管字第4864
御帝疫身

109004579 10 電子產品(平板) 1個 發還具領 美容有限 臺中市北區
號

公至可

108年係管字第5205
109004322 

電子產品(記憶
l張 發還兵者頁 李1頓和

臺中市潭子區/臺中市

號 卡) 北屯區

108年係管字第5205
10900是322 2 

電子產品(密錄
1個 發還具領 李j頓和

臺中市潭子區/查中市

號 器) 北屯區

108年保管字第5205
1090日是322 3 

電子產品(延長
1個 發還具書頁 李 F慣和

臺中市潭子區/臺中市

5克 線) 北屯區

108年保管字第 5293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4是54 (郵政存簿儲金 l本 發還其領 張維峰 臺南市安定區
號

簿)

108年保管字第5293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4454 2 (郵政儲金金融 l張 發送其領 張維峰 臺南市安定區
號

卡)

108年保管字第 5380
1 日 9004303

其他一般物品
10個 發還其領 邱楷f常 臺中市神向這

號 (薪資袋)

108年保管字第 5380
109004303 2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兵領 邱楷i常 臺中市神同~

號 ((排)工作明細)

108年保管字第 5380
109004303 3 

其他一般物品
l 張 發還其領 邱楷f甫 臺中市神岡區

號 ((排)工作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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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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一般物品

108年保管字第5380
109004303 4 

(申請款項(108
12張 發還具領 邱楷浦 臺中市神同區

號 年3月、 4月、 5

月) ) 
電腦設備(電腦

109年係管字第72號 109004016 Z更碟(公司帳目 1個 發還具領 ;工i市買台 臺中市

資料))

109年保管字第 264
10900是438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楊竣安 臺中市清水區

號 (牛仔色帽子)

109年係管字第264
10900是438 2 

其他一般物品
l雙 發還具領 楊竣安 查中市清水區

號 (紅色手套)

109年保管字第264
10900是438 3 

其他一般物品
111固 發還具領 楊竣安 臺中市清水區

號 (黑色面罩)

109年保管字第415
10900是293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發還具領 蔡有銘 臺中市神同區

號 (鑰匙)

109年保管字第419
109004180 4 新臺幣 1681 元 發還具領 鄧文淵 臺中市太平區

號

顏色:亮紫、
109年保管字第47是

109004是82
電子產品(OPP手

l文 發還具領 玉佳敬 臺中市烏日區 外殼破損、有

號 機〕
SIM卡

顏色:藍色、
109年保管字第47是

109004是82 2 
電子產品(三星

l文 發送具領 王佳敬 臺中市烏日區 螢幕破裂、有

號 手機)
SIM卡

109年保管字第726
109004232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lhf.佐 奎中市霧峰區

號 (安全帽〕

109年保管字第726
10900是232 2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羅hf.佐 臺中市霧峰區

號 令SIM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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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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備室主

1 日9年係管字第726
109004232 3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羅巨的主 臺中市霧峰區

號 (衣物)

109年保管字第 1686
10900是409

其他證件(花博
l張 發還具敏、 廖慧珊 臺中市西屯區

號 悠遊卡)

109年保管字第2150
109004049 電子產品(手機) l文 發還其領 享p:幸青爭 南投縣、竹山鎮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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