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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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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 日
發文字號 : 中檢增總贓字第 1090900511 0號
附件:如文

主話:公告發還本署如附件所示案件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75條第 1頃。

公告事項:

一、附表所列扣押物品，應受發還

發還，特公告招領 。

二、應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2年內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來本署贓物庫(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

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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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三、逾期無人聲請發還，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

檢察長是，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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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起上 f當吉主

。91年保管字第2434 105000384 l 革命匙 2支 發還具領 架銘鴻 臺中市西屯區
號

。91 年保管字第2434
105000384 2 新金幣 2000元 發還具領 梁銘J鳴 臺中市西屯區

號

。97年係管字第 5025 109004437 4 
其他一般物品

3本 發還具領 周志:青 新北市板橋這

號 (筆記本)

的7年保管字第5025
109004是37 10 

其他一般物品
201'牛 發還其領 李f圭倫 雲林縣、崙背鄉

號 (大哥大)

。97年保管字第 5025
10900是437 11 電腦設備(電腦) l 台 發還具領 李東哲 雲林縣崙背鄉

號

。99年保管字第 5678
109005562 新臺幣 10000元 發還具領 修嘉徽 臺北市信義區

號

102年保管字第340
109006020 

其他般物品
9本 發送其領 連日堯 臺中市南屯區

號 (銀行存摺)

102年保管字第340
109006020 2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連日堯 受中市南屯r&

號 (銀行提款卡)

102年保管字第340
109006020 3 

其他一般物品
8張 發還其領 連日堯 臺中市南屯區

號 (銀行匯款單)

102年保管字第3哇。
109006020 4 

其他般物品
I本 發還具領 連日堯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商業本票)

102年係管字第 340
109006020 5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連日堯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帳本i青冊)

102年保管字第340
109006020 6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i皂白堯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借款人名冊)

102年保管字第340
109006020 7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連日堯 臺中市南屯區

號 (身分發彩本)

102年保管字第340
109006021 

其他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蔡~馳 臺中市大里區

號 (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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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品店，號

巨子，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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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保管字第340
109006021 2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蔡聖馳 臺中市大里區

號 (本票)

102年保管字第340
109006021 3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蔡聖馳 去中市大旦旦

5克 (身分發影本)

102年保管字第340
109006021 4 

其他般物品
l 支 發還其領 蔡聖馳 臺中市大里區

號 (.=:.節警棍)

102年保管字第340
109006021 5 

其他一般物品
1 支 發送其領 蔡豆馳 臺中市大里區 已藍布成2節

號 (木製棒球棒)

102年保管字第2053
109005822 

電子產品(二星
l 文 發還具領 黃世賢 查中市北屯區

號 手機)

102年保管字第 2053
109005822 2 

電子產品(NOKIA
l 支 發還具領 黃世賢 受中市北屯區

號 手機)

102年保管字第2053 其他一般物品
發還具領 曾義彩

金中市北屯區/南投縣
109005822 3 l 支

號 (如OKIA手機) 國姓鄉

102年保管字第2053 電子產品(自OKIA
發還其領 曾義彩

臺中市北屯區/南投縣
109005822 4 l 文

函宜生鄉號 手機)

103年保管字第 126
109005859 

其他般物品
1支 發還具領 定宏昇 臺中市北屯區 合SIN卡l張

號 (行動電話)

103年係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高雄市左營區109006182 (且史束合約書等 l件 發還具領 戴秀純
號

資料)

1 日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82 2 

其他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裁秀純 高雄市li..營區

號 (札記資料( ))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109006182 3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送具領 裁秀純 高雄市左管區
5克 (札記資料(-=-))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109006182 是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戴秀純 高雄市左誓旦

號 (札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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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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址 備吉主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109日 06182 5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戴秀純 高雄市左營區

號 (札記資料(四川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82 6 

其他一般物品(
I 包 發還具領 戴秀純 高雄市左營區

號 札記資料(五分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般物品

109006182 7 (外匯基金投資 11牛 發送其領 戴秀純 高雄市左營區
號

言兌明)

103年係管字第 3686
109006182 8 

其他一般物品
l 件 發還具領 戴秀純 高雄市左營區

號 (出國資料)

103年係管字第3686
1 日 9006182 9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戴秀純 高雄市左營區

號 (札記資料(六))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109006182 10 

其他一般物品
l 包 發還具領 戴秀純 高雄市左營區

號 (札記資料(七))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109006182 11 

其他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戴秀純 高雄市左營區

號 (1憂極偶資料)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82 12 

其他般物品
2個 發還具領 戴秀純 高雄市左營區

號 (私章)

103年係管字第 3686
109006182 13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送具領 裁秀純 高雄市左營區

號 (廣告官資)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般物品

109006182 14 (網路電話申請 11牛 發還具領 戴秀純 高雄市左營區
號

書)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82 15 (奇光能源科技 11牛 發還具領 戴秀純 高雄市左營區
號

才是資吉兌明)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82 16 (勞健係繳費收 l張 發還具領 戴秀純 高雄市左營1&
號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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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且在 b號
甚于心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生也主立 f有一言主

1 日 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高雄市左營區109006182 17 (天獅領袖說明 1本 發還具領 戴秀純
號

資料)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84 

其他般物品
3張 發還具領 廖柏閔 新竹縣、竹北市

號 (存款憑條)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8哇 2 

其他一般物品
17張 發還具領 廖柏閔 新竹縣竹北市

號 (存款憑條)

其他般物品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84 3 

(萬通帳號之密
7張 發還具領 廖柏閔 新竹縣、竹北市

號 碼及下線等資
料)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109006184 是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廖抬閔 新竹縣、竹北市

號 (帳戶資料)

103年保管字第3686
電子產品(手

109006184 5 機、電池、充電 1 支 發還具領 廖柏閔 新竹縣竹北市
號

器)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84 6 

電腦設備(個人
1個 發送兵領 廖柏閔 新竹縣竹北市

號 筆記型電腦)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其他般物品

新竹縣竹北市109006184 7 (全國聯盟商城 2張 發還具領 廖柏間
號

管理平台資料)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新竹縣竹北市109006184 8 (萬通會員登記 24張 發還具領 廖柏閔
號

表格)

其他一般物品

103年係管字第3686
109006184 9 

(萬通奇E責制度

7張 發送具領 廖柏閔 新竹縣竹北市
號 靜態與動態分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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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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吉主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84 10 (萬通會員信息 2張 發還其領 廖柏閔 新竹縣竹北市
號

更改申請表)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84 11 (永豐銀行匯出 l張 發送具領 廖柏間 新竹縣竹北市
號

匯款申言青書)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8是 12 (推薦人更換申 4張 發還具領 廖柏閔 新竹縣、竹北市
號

請表格)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84 13 (萬通奇蹟重複 l張 發還具領 廖柏閔 新竹縣竹北市
號

購買許可證)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86 (萬通奇蹟產品 l本 發還具領 張育王宣 臺中市北區
號

申言青書)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86 2 (萬通奇蹟雜吉己 l張 發還具領 張育王宣 臺中市北區
號

資料)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86 3 (萬通會員登記 1本 發還具領 張育正宣 臺中市北區
號

表)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86 4 (委託買萬通產 1本 發還具領 張育王宣 臺中市北區
號

品書)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109006186 5 

其他一般物品
3張 發還具領 張育瑄 臺中市北區

號 (萬通制分析表)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2 l 

其他一般物品
2本 發還其領 張鈞豪 臺中市東區

號 (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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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品占號

呂 4于""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士'1l: 備吉主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2 2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張鈞豪 臺中市東區

號 (會員登記表格)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東區109006192 3 (重複購買許可 5張 發還具領 張鈞豪
號

2登)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東區109006192 是 (被益幣會員名 1 張 發還具領 張鈞豪
號

冊)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2 5 

其他一般物品
:張 發還具領 張鈞豪 臺中市東區

號 (匯款回條聯)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109006192 6 

其他般物品
2張 發送具領 張鈞豪 受中市東區

號 (~仗付明細)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東區109006192 7 (申吉青g一mai1 等 13張 發還具領 張鈞豪
5克

資料)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2 8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張鈞豪 臺中市東區

5克 (大智郵局存摺)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97 l (銀行帳號及密 l張 發送具領 林子鈺 臺中市大里區
號

碼)

其他般物品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7 2 

(美國萬通投資
l張 發還具領 林子鈺 受中市大里區

號 控股銀行國際部

經理名片影本)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電子產品

109006197 3 (iphone3令充電 l 支 發還具領 林子鈺 臺中市大旦旦
號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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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品，去，號
呂 4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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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係管字第 3686
109006198 l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楊桂招 臺中市北屯區

號 (萬通奇E貴資料)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其他般物品

109006198 2 (永豐國際吸金 l本 發還具領 楊桂招 臺中市北屯區
號

網資料(1))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其他般物品

109006198 3 (7j(豐函際吸金 l本 發還具領 楊桂招 臺中市北屯區
號

總資料(2))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98 4 (端科競標行鉤， l本 發還具領 楊桂招 臺中市北屯區
號

綱資料)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般物品

1日9006198 5 (ugig吸金網會 1本 發還具領 楊桂招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員資料)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般物品

109006198 6 (ugig吸金網使 2本 發還其領 楊桂招 臺中市北屯區
號

用之存摺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8 7 

電子產品(使用
l 支 發還具領 楊枝招 臺中市北屯區 今電源線

號 之手機)

103年係管字第 3686 電腦設備(電腦

楊桂招 臺中市北屯區109006198 8 l 台 發還具領
號 (使用))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南屯區109006199 (萬通奇E章說明 11牛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號

資料( ))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9 2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臺中市南屯區
號 (言主冊單)

103年係管字第 3686
109006199 3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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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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也主止 備吉主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9 4 

其他般物品
5本 發送具領 龔益安 受中市南屯區

號 (存摺)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9 5 

其他一般物品
3本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臺中市南屯區

5克 (存摺)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南屯區109006199 6 (萬通奇Z責說明 l本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號

資料C.::.) )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南屯區109006199 7 (萬通奇E責說明 l本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號

資料(♂))

1 日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南屯區109006199 8 (萬通奇蹟說明 1本 發還其領 龔益安
號

資料(四))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9 9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臺中市南屯區

號 (雜記( ))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109006199 10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臺中市南屯這

號 (雜記( )) 
103年係管字第3686

109006199 11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龔益安 壹中市南屯區
號 (雜記 C.=..) )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109006199 12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臺中市南屯區

號 (雜記(四))

1 日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9 13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其領 龔益安 查中市南屯區

號 (雜記(五))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9 14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臺中市南屯區

號 (雜記(六))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109006199 15 

其他一般物品
15張 發還具領 龔益安 去中市南屯區

號 (匯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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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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起上 備言主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9 16 

其他一般物品
52張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臺中市南屯這

號 (匯款水草)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9 17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蓋全中市南屯區

號 (分紅說明)

103年保管字第3686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南屯區109006199 18 (中國及香港帳 2張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號

戶資料)

103年係管字第3686
109006199 19 

其他般物品
I張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名丹)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9 20 

其他一般物品
2盒 發還具領 龔益安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名片)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電子產品(手機
龔益安 臺中市南屯區

合SIM卡、電
109006199 21 l 支 發還具領

源線號 及電源線)

103年保管字第 3686
109006199 22 

其他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龔主主安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其他公司資料)

103年保管字第3686
109006199 23 

電子產品(隨身
l 支 發送其領 龔益安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碟)

祥博開發
103年保管字第3797

10900561 生 63 
其他一般物品

6本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
號 (公司貧料)

公司

祥博開發
103年保管字第3797

109005614 64 
其他一般物品

5本 發送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
號 (帳冊資料)

公司

祥博聞發
1 日3年保管字第3797

10900561 是 65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
號 (手旦實契約)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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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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吉主

祥博開發
103年保管字第3797

109005614 66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月EfF豈有限 臺中市
號 (票據代收摺)

公司

其他一般物品 祥博開發
103年係管字第3797

109005614 67 (存摺交易嗎細 l本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
號

影本) 公司

祥博聞發
103年保管字第 3797

109005614 68 
其他一般物品

13本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
號 (轉帳傳票)

公司

其他一般物品 祥f尋開發
103年保管字第3797

109005614 69 (進皇島貨發票明 1本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
號

細表) 公司

祥f尋開發
103年保管字第 3797

109005614 70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股份有 ftt 臺中市
號 (出貨單)

公司

祥博開發
103年保管字第 3797

10900561 是 71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且主份有限 臺中市
號 (筆記資料)

公司

祥博閉哥全
103年係管字第3797

109005614 72 
其他一般物品

2本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
號 (採購單)

公司

祥博開發
103年保管字第3797

109005614 73 
其他一般物品

2本 發還具領 月史1;j-有限 臺中市
號 (踢腳板樣品)

公司

中羊f專開發
103年保管字第 3797

109005614 74 
其他一般物品

1 月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
號 (電腦資料)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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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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起上 1j吉言主

多幸他一般物品
祥博開發

103年保管字第 3797
10900561 是 75 l 本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

號 (出差報告單)
公司

其他一般物品
祥博開發

103年保管字第3797
109005614 76 1個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

號 (茶葉罐)
公司

104年保管字第 1是1
105005666 日誌本 l本 發還具領 林鶴年 受中市和平這

號

104年保管字第 190
105006170 行動電話 1 文 發還具領 黃明傑 臺南市佳里最

5克

臺南市天
1。在年保管字第 190

105006974 28 監視器主機l 台 l組 發還具領 上人間 臺南市西區
號

KTV 
臺南市天

104年係管字第 190
10500697吐 29 監視器主機l 台 l 紐 發還具領 上人間 臺南市西區

5克
KTV 

104年係管字第是87
電子產品

105006是39 3 (SAMSUNG行動電 l 文 發還具領 張家富 臺中市大里區
號

話)

104年保管字第 977
圓形銅套 1U且 發還具領

反i鳴機械
臺中市大里區 一是且2 片104007102 

有限公司號

104年係管字第 1534
105004826 本票 2，長 發還具領 蔡依萱 臺中市豐原區

號

104年保管字第 1534
105004826 2 教師聘書影本 l張 發還具領 蔡依萱 臺中市豐原區

號

104年保管字第 1534
身分證、汽車駕

105004826 3 照、高中言我別言正 l張 發還具領 蔡依萱 臺中市豐原這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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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拖上 備吉主

104年係管字第2002
105001822 新臺幣 是400元 發還具領 詹文政 苗柔縣卓蘭鎮

5克

104年保管字第2002
105001822 2 新臺幣 1500元 發還其領 詹文政 苗栗早在卓蘭鎮

號

10是年保管字第2002
105001822 3 新臺幣 700元 發送具領 詹文玖 苗果縣、卓蘭主主

號

104年保管字第2002
105001822 4 電話筆記簿 l本 哥哥還具領 詹文政 苗果早在卓蘭鎮

號

104年係管字第2302
105005692 中華民國居留言登 1個 發還具領 因ENτI 彰化縣、和美鎮

號

104年係管字第 2302
105005692 2 全民健康保險卡 1個 發送具領 NENTI 彰化縣和美鎮

號

104年保管字第2424
105005694 郵局存簿 1本 發還具領 李金隆 臺中市梧棲區

號

10是年保管字第2424
105005694 2 郵局存簿 1本 發還具領 李金隆 臺中市梧棲區

號

104年保管字第 2424
電子產品(華碩

105005694 3 手機一紅色一令 l 支 哥去還具領 李金隆 臺中市梧棲區
號

SIM卡1 張)

10往年保管字第4711
105005902 

電子產品(汽車
1個 發還其領 簡婉婷 高雄市大社區

號 控制金BS l)

104年保管字第是711
105005902 2 

電子產品(電子
1個 發還具領 簡婉婷 高雄市大社區

號 控制金)

104年保管字第4711
105005902 3 汽車鑰匙 111固 發還具領 篩婉婷 高雄市大社區

5克

10是年保管字第 5150
10500638是 木棍 2支 發還具領 車頁笠 j孔 臺中市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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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地址 備吉主

104年保管字第 5150
105006384 3 支票影本 2張 發還其領 金怡雯 臺中市大里區

號

腳踏車零件(對

105年保管字第 26號 105005577 
鎖式BB)編號

211固 發還具領 施文雄 臺中市北區
BB3024 、

BF3024) 

105年保管字第27號 105006289 l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還具領 張亦祥 新北市樹林區
電話(含SIM卡))

105年係管字第 652
105005899 l 機車鑰匙 l 支 發還具領 呂麗華 花蓮縣花蓮市

號

105年保管字第882
105005254 

電子產品(監視
1個 發還其領 黃濟生 去中市南區

號 器鏡頭)

105年保管字第 1093
105005058 藥品 l 包 發還具領 詹凱鈞 臺中市大里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 1117
105005316 

飾品(CHANEL N5 
2件 發還具領 陳右儒 臺中市西區

號 耳環2對)

105年係管字第 1241
105005216 鑰匙 l 支 發還具領 千余國偉 臺中市西屯旦

號

105年保管字第 1315
105005192 機車鑰匙 l 支 發還具領 鄭乃中圭 臺中市新社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 1363
105005068 5 

存摺(聯邦銀行
l本 發還具領 沈添壽 臺中市南區

號 存摺)

105年保管字第 1363
105005068 6 簽帳單 1張 發還其領 沈添壽 查中市南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 1502
105005241 7 

汽機車行照(機
l 張 發還具領 廖又鋒 桃園市

號 車行照)

105年保管字第 1833
105004889 榔頭 l 文 發還其領 主激紛 臺中市太平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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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主皂白號
巴:于 h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主主星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址 f講:言主

105年保管字第 2019
105006359 4 衣服 l件 發還具領 張維鈞 臺中市太平區 黑色

號

105年係管字第 2019
105006359 5 鑰匙 3文 發還具領 張維鈞 查中市太平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2092
105006227 2 

電子產品(監視
1個 發還其領 簡文洲 臺中市沙鹿區

號 器鏡頭)

105年係管字第2092
105006227 3 

電子產品(監視
1 台 發還具領 簡文洲 臺中市沙鹿區

號 器螢幕)

105年保管字第 2298
105005435 衣服 l件 發還具領 周宜青 臺中市豐原區

5克

105年保管字第2453
105005469 l 

電子產品(電子
l 台 發還具領 魏家豪 臺中市潭子還

5克 磅秤)

IC本區
105年保管字第2633

105005012 (A15091l0012 l 片 發還其領 張勝智 臺中市大安區
號

號)

105年係管字第 2752
105006254 2 1衷:皮書 l 張 發還具領 陳慶守 臺中市北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 2971
電子產品(gps追

臺中市南區105005107 l E從器(含Slffi 1個 發還具領 直未新姿
號

卡) ) 
105年保管字第3095

2個 發還具領
懋鑫貿易

臺中市北區105005578 l 零件2個
有限公司號

105年保管字第3540
105006418 手機 1 文 發還具領 陳俊男 查中市梧棲區

號

105年係管字第 3169
105006275 其他刀械(禁刀) l 支 發還具領 張:青添 臺中市神岡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3591
105005098 

不動產買賣契約
1個 發還具領 吳朝棠 新北市土域還

號 書(1式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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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品占號

呂于心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f講:吉主

105年保管字第 3591
105005098 2 

不動產寶貴協議
1個 發還其領 吳朝業 新北市土城區

5克 書

105年保管字第3591
105005098 3 

不動產標的現況
11固 發送其領 吳朝業 新北市土城區

號 主兌明書

105年保管字第 3591
105005098 4 支票、本票影本 2個 發還具領 兵車再棠 新北市土城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 3591
105005098 5 戶籍且書本 11固 發還具領 吳朝棠 新北市土城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3591
105005098 6 

買賣雙方身份證
1個 發還具領 吳朝業 新北市土城區

號 影本

105年保管字第 3591
105005098 7 

不動產買賣協主義
11固 發還具領 吳朝棠 新北市土城區

號 書

105年保管字第3660
105006373 手電筒 l個 發還具領 李銀旺 臺中市南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3681
105005390 空照國 1個 發還具領 黃朝樹 臺中市霧峰區

號

內含土地所有

權狀影本、買

105年保管字第3691 資料夾(內合所
曾吉煜 臺中市大里 l&

責契約書影
105005305 l 本 發送其領

本、地籍國路號 有資料文件)

本影本等等資

料

105年係管字第 3691
105005305 2 估價草 l 張 發還具領 曾吉煜 臺中市大旦這

號

105年保管字第3691
105005305 3 請款單 l張 發還具領 曾吉煜 臺中市大里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 3877
105005481 隨身碟 11國 發還具領 陳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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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品占號

呂 4于心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會量 處分方式 具書頁人 地址 4看吉主

105年係管字第3957
105005601 2 衣物 1 包 發還具領 享~'容端 臺中市大里區

號

105年係管字第是189
105005950 

電子產品(智慧
l 文 發還兵者頁 是長柏為 臺中市西區 今SIM卡1張

號 空手機)

105年保管字第4189
105005950 2 

電子產品(智慧
l 支 發還具領 華#白為 奎中市西區 合SIM卡l張

自虎 型手機)

105年保管字第是266
109005759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土單)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2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日報表)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3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日報表)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4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去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土單)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5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土單)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6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土單)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7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送其領 i來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日報表)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8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l來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日報表)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9 

(運送公共工程
l本 發送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這

號 剩餘土石方?走向

證胡文件)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日5759 10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青色井區

號 (公司土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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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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呈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i也t止 f昔言主

1 日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11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來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日報表)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12 

其他一般物品
4張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札記)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13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受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日報表)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14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青色井區

號 (公司日報表)

105年係管字第4266
109005759 15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其領 i來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土單)

其他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是266
109005759 16 

(運送公共工程
l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

號 剩餘土石方流向

證明文件)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17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日報表)

105年保管字第哇266
109005759 18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青色井區

號 (公司土單)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19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其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公司土單)

105年保管字第甚266
109005759 20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去中市龍井這

號 (公司日報表)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21 

(工程剩餘土石
1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方還送處理證明

文件)

105年保管字第4266
109005759 22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

號 (公司日報表)

第 17 頁，共 28 頁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條主奉告，號】
耳 4于'"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教皇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i也士立 備一言主

105年係管字第4266
109005759 23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陳篤育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土方運送證明)

105年保管字第是266
109005759 24 

其他般物品
l本 哥去還兵者頁 l來篤育 臺中市龍井這

號 (筆記本)

105年係管字第4449
105006340 藥品(美得自民) 10粒 發還具領 魏嘉賢 臺中市神岡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337
109006179 

電子產品(華碩
l 支 發還具領 蕭金字 臺中市烏日區

號 牌手機)

106年保管字第 337
109006179 2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送其領 蕭金字 臺中市烏白區

號 (白色帽子)

106年係管字第337
109006179 3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蕭金字 臺中市烏白這

號 (黑白條紋上衣)

106年保管字第 337
109006179 4 

其他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簫金字 臺中市烏日區

號 (牛仔褲)

106年保管字第 514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潭子區109006081 (公司壓合螺絲、 是張 發還具領 魏兆遠
號

在主吉十固)

106年保管字第 514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潭子區109006081 2 (公司螺絲設計 3張 發還其領 說兆遠
號

圈)

106年保管字第 514
109006081 3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魏兆遠 臺中市潭子區

號 (公司吉丈計圓吉兌)

106年係管字第51是
109006081 4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魏兆遠 臺中市i草子區

號 公司設計囝說)

106年保管字第 514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081 5 (電腦資料(光碟 l 片 發還具領 魏兆這 臺中市潭子區
號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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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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也起上 備言主

106年保管字第 514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081 6 (File Server資 1個 發還具領、 魏兆遠 受中市i輩子監
號

料CI這身碟))

106年保管字第 50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5884 (中華郵政金融 1張 發還其領 孫、貿揚 新北市永和區
號

卡)

107年保管字第284
109005609 2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玉勇勝 臺中市沙鹿區

號 (電子磅秤)

107年係管字第 284
109005609 3 

其他一般物品
5個 發送其領 王勇勝 臺中市沙鹿區

號 (夾鏈袋)

107年保管字第853
電子產品(二星

108003123 20 手機(含SIM卡l l 支 發還具領 洪維遠 臺中市沙鹿區
號

張))

107年保管字第 853
電子產品(二星

108003123 21 手機(今SIM卡l l 文 發送具領 林耀銘 去中市大肚區
號

張))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電子產品 (ASUS

109005703 筆記型電腦(白 l 台 發還具領 江長岳 臺中市南屯區
號

色))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電子產品(ASUS

109005703 2 筆記型電腦(黑 1 台 發還具領 江長岳 臺中市南屯區
號

色))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109005703 3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送具領 江長岳 臺中市南屯區 無S1阻卡

號 (iphone6s)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5703 4 (中國民生華民才于 l 張 發還具書頁 ;工長岳 臺中市南屯區
號

銀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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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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領人 生也主立 1fï言主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109005703 5 

其他一般物品
l 張 發還具領 江長岳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廣發銀行)

107年係管字第 1256
109005703 7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其領 江長岳 臺中市南屯區

號 (中國工商銀行)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109005703 9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江長岳 臺中市南屯區

號 (中國建設銀行)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其他一般物品(訂

號
109005703 10 

盾 CUSBKEY))
3個 發送具領 江長岳 臺中市南屯最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北屯區/臺中市
109005706 (中國銀行銀聯 l張 發還其領 李亮吉侖

號 南屯區
卡)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北屯區/臺中市
109005706 2 (中國郵政儲蓄 l張 發還具領 李亮論

號 南屯區
銀行銀聯卡)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109005706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李亮言侖

臺中市北屯區/臺中市

號 (招商銀行) 南屯區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其他一般物品

查中市北屯區/臺中市
109005706 4 (中山古直真南粵 1張 發還其領 李亮論

號 南屯區
村鎮銀行)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109005706 

其他一般物品
l 張 發還具領 李亮吉侖

受中市北屯1&/查中市

號 (中國工商銀行) 南屯區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109005706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李亮論

臺中市北屯區/臺中市

號 (中國建設銀行) 南屯區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109005706 7 

其他一般物品(U
6個 發還具領 李亮言侖

臺中市北屯區/臺中市

號 盾 CUSBKEY)) 南屯區

107年保管字第 125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5708 (兆豐國際商銀 l 張 發還具領 劉家湧 查中市潭子區
號

金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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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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也士立 備一言主

107年保管字第 2230
109005994 

其他一般物品
2個 發還具領 張辜瑋 臺中市大R土區

號 (棒球帽)

107年保管字第2230
其他般物品

109005994 2 (蘋果手機(含 l 文 發還具領 張察瑋 查中市大社區
號

Slffi卡))

107年保管字第2230
其他般物品

109005994 (上海商業銀行 l張 發還具領 張宰瑋 臺中市大E土區
號

提款卡)

107年係管字第2230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5994 是 (中華郵政提款 l張 發還具領 張宰瑋 臺中市大肚葭
號

卡)

其他般物品

(潤隆建設有限 潤隆建設
107年保管字第2是18

109006078 l 公司資源、化產品 l本 發送其領 股份有限 新北市鶯歌區
號

申報再利用之相 公司

關證明文件)

電子產品

1 日7年係管字第2的2
109005407 2 

(Iphone 6手機
1 文 發還其領 李育儒 臺中市西屯區

號 (主義灰色，合SIM

卡))

合SIM卡、螢107年保管字第3647 電子產品(蘋果
林有逸 臺中市大雅區109003960 l 文 發還具領

幕破裂號 牌黑色)

107年保管字第3695
109005856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張家祥 查中市北屯區

號 (郵局儲金簿)

107年保管字第 3695
109005856 2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送具領 張家祥 臺中市北屯昆

號 (金融卡)

107年保管字第 3695
109005856 3 

其他般物品
111國 發送其領 張家祥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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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ityJL吉克 物品名稱 主主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正止 f錯?言主

107年保管字第4252
1 phone 6 plus 

今SIM卡109006085 2 銀色手機(含門 l 支 發還其領 江有F串成 臺中市北屯區
號

號SIM卡)

107年保管字第4252
109006085 7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其領 楊清 臺采幸存、鹿野鄉

號 (臺灣企銀存摺)

107年係管字第4252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085 8 (金灣合銀金融 1張 發還具領 楊7頁 臺東縣鹿野鄉
號

卡)

1 日7年保管字第5016
109006189 2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黃世賢 臺中市神同區

號 (白色短袖)

107年保管字第 5016
109006189 3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黃世賢 臺中市神岡區

號 (白色外套)

108年保管字第 104
電子產品

109005747 2 (INFOCUS手機 l 支 發還其領 鄧水木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合Slm卡)

108年保管字第 104
電子產品(二星

1090057是7 3 手機(sim卡)螢 l 支 發還具領 曾家維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幕破裂)

108年係管字第896
新臺幣 是500元 發還具領 享F兩朧

受中市中區/受中市西
109005522 6 

屯區號

108年保管字第 990
109006067 

電子產品( IPAD 
l 台 發還具領 陳柏丞 臺中市

號 平板)
108年保管字第 990

109006067 2 
電子產品 (HTC智

l 支 發還具領 陳柏丞 臺中市 今SIM卡1張
號 慧型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 990
電子產品

109006067 3 CIPHONE 5智慧 l 文 發還具領 陳柏丞 臺中市 無SIM卡
號

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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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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起上 備言主

108年係管字第990
電子產品

109006067 4 CIPHONE 5智慧 l 文 發還具領 陳柏丞 查中市 無SIM卡
號

型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 990
109006067 5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顏維志 新北市三重區

號 (上衣)

108年保管字第 1104
109005709 

電子產品(電子
1個 發還其領 曾仲武 臺中市東區

號 磅秤)

108年係管字第 110是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5709 2 (分裝夾鏈袋(未 I 包 發還具領 曾仲武 臺中市東區
號

使用))

108年保管字第 2047
109005757 

其他一般物品
11平 發還具領 張誌文

臺中市大里區/臺中市

5虎 (衣服) 南屯區

108年保管字第2047
109005757 2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其領 張誌文

查中市大里區/臺中市
螢幕破裂

號 (含SIM卡l 張)) 南屯區

108年保管字第2576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5875 卡) (郵政金融 :張 發還具領 林心彤 臺中市石同區
號

卡)

108年保管字第 2661
電子產品

109005711 CIPHONE 是(無 1個 發還具領 曾仲武 臺中市東區
號

SIM卡) ) 

1 日8年保管字第2661
電子產品

109005711 2 (TAIWAN MOBILE 1個 發送其領 曾仲武 臺中市東區
號

(無SIM卡) ) 
108年保管字第 2661

109005711 3 
電子產品

11固 發還具領 曾仲武 臺中市東區
號 (NOKIA) 

108年保管字第3069
電子產品

109006137 (IPHONE(含SIM l 支 發還具領 鍾明賢 屏泉縣、佳冬鄉
號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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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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也主止 偽f 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3400
109005751 2 

其他一般物品
l 組 發還具領 蔡j元晉 臺中市 i章子區

號 (床罩)

108年保管字第3845
109006006 14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蔡紋玲 臺中市大甲區 原件密封

號 (衣物)

108年保管字第 3845
109006006 15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送其領 蔡紋玲 查中市大甲1& Jffi、件密封

號 (被害人內褲)

108年保管字第是457
電子產品(ASUS

合SIM卡、 SD
109005933 手機(螢幕破 l 台 發還具書頁 易家齊 臺中市太平區

卡各l 張號
損))

108年保管字第4457
電子產品

令l張SIM卡109005933 6 (iPhone手機(邊 l 台 發還具領 蕭力誠 去中市南屯區
號

框舌'J.t員))

108年保管字第4457
電子產品

合l張SIM卡109005935 (iPhone手機(螢 l 台 發還具領 李世j享 臺中市北區
5克

幕破損))

108年保管字第4457
109005935 2 

電子產品
l 台 發還其領 蔡岳霖 金中市 合l張SIM卡

號 Ci Phone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是457
電子產品

iPhone手機
109005935 3 (iPhone手機(螢 l 台 發還具領 蔡岳霖 臺中市

(螢幕破損)號
幕破損))

108年保管字第4457
109005936 6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蔡岳霖 臺中市西區

號 (中華民國護照)

108年保管字第4457
109005939 3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劉冠緯 臺中市南屯區

號 (中華民函護照)

108年保管字第 5022
109006100 新臺幣 15日0元 發還具領 江莊美玉 金中市豐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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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領人 生也起上 f昔言主

109年保管字第469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5658 (台灣大哥大SIM l 張 發送其領 陳金璋 彰化縣二林鎮
號

卡「空卡 J ) 

109年保管字第是69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5658 2 (台灣大哥大SIM l 張 發還具領 陳金璋 彰化早在二林鎮
號

卡)

109年保管字第甚69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5658 3 (台灣大哥大SIM l 張 發還具領 陳金璋 彰化縣二林鎮
5克

卡「空卡 J ) 

109年保管字第469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5658 是 (WAFERLOCK磁卡 l組 發還具領 陳金璋 彰化縣二林鎮
5克

及磁才口)

109年保管字第469
109005658 5 身7i'--t:登 3張 發還具領 陳金瑋 彰化縣二林鎮

號

109年保管字第469
109005658 6 機車駕照 l 張 發還具領 陳金瑋 彰化縣、二林鎮

號

109年保管字第469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5658 7 (房屋牙且實契約 l本 發還具領 陳金瑋 彰化縣二林鎮
號

書)

109年保管字第469
109005658 8 

其他一般物品
2件 發還具領 陳金瑋 彰化縣、二林鎮

號 (衣物)

1 日9年保管字第469
109005658 9 

電子產品
l 台 發還具領 陳金瑋 彰化縣二林鎮 不合SIM卡

號 (iPhoneXS max) 
109年係管字第469

109005658 10 
電子產品

l 台 發還具領 陳金瑋 彰化縣二林鎮
號 (iPhone6S) 

109年係管字第469
109005658 11 

電腦設備(ASUS
l 台 發還具書頁 陳金瑋 彰化縣二林鎮 合電源線

號 筆電X50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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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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9年保管字第469
109005658 12 

電腦設備 (1披星
l 台 發還具領 陳金璋 彰化縣、二林鎮 今電源、綠

5克 MSI筆電ms-179)

109年保管字第 586
109006114 

其他一般物品
4本 發還具領 陳鳳如 臺中市太平區

號 (飯店住宿卷)

109年保管字第586
109006114 2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還其領 陳鳳如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名片)

109年保管字第 5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1 是 3 (申辦TUN儲備美 l 包 發還具領 陳鳳如 臺中市太平區
號

金資料)

109年保管字第 5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日 06114 是 (公司專員申請 l 包 哥哥還具領 陳鳳如 金中市太平區
號

書( ) ) 

109年保管字第 5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14 5 (公司專員申請 l 包 發還其領 陳鳳如 受中市太平區
號

書( .:::.) ) 

109年保管字第5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14 6 (公司專員申請 l 包 發還具領 陳鳳如 受中市太平區
號

書(-=-) ) 

109年保管字第 5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14 7 (公司專員申請 l 包 發送具領 陳鳳如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書(四) ) 

109年保管字第 5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14 8 (公司專員申請 l 包 發還具領 陳鳳如 金中市太平區
號

書(五) ) 

109年保管字第586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6114 (公司專員申請 1 包 發還具領 陳鳳如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書(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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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且占號
呂于心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士i上 備註

109年保管字第 586
10900611 是 10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鳳如 金中市太平區

號 (符付款名單)

109年保管字第 586
10900611 是 11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鳳如 金中市太平!&

號 (會員名單)

109年保管字第586
其他般物品

10900611 是 12 (發票及匯款申 l 包 發還具領 陳鳳如 臺中市太平區
號

請書)

109年保管字第586
109006114 13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還具領 陳鳳如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商標申請資料)

109年係管字第586
10900611 是 14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鳳如 蓋全中市太平區

號 (商店對帳單)

109年保管字第586
109006114 15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還具領 陳鳳如 臺中市太平區

號 (陳情書)

109年保管字第586
109006114 16 

其他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陳鳳如 臺中市太平區

號 (房屋租質契約)

109年保管字第 586
其他一般物品

臺中市太平區10900611 是 17 (商業本票簿( 1本 哥去還其領 練鳳如
號

空白) ) 

109年保管字第586
109006114 18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其領 陳鳳如 臺中市太平區

號 (仙盈盈絲蛋白)

109年保管字第 832
109006010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施東興 高雄市大寮區 共1是張

號 (文書資料)

109年保管字第 832
109006010 2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施采興 高雄市大寮區

號 (信封袋)

其他般物品

109年保管字第 1733
109005832 

(中華郵政大甲
l本 發還具領 劉字深 臺中市大甲區

5克 廟口郵局存摺

(含提款卡))

第 27 頁，共 28 頁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109年保管字第2062
109005970 

自虎

109年保管字第2126
109005652 

號

109年保管字第2126
109005652 

號

109年保管字第 2353
109006003 

號

109年保管字第 2392
109006282 

號

109年保管字第2730
109006058 

號

109年保管字第 2730
109006058 

號

109年保管字第2801
109005679 

號

109年保管字第3058
109006116 

號

109年保管字第 3329
109006126 

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流水號

2 

2 

W 

F 

物品名稱

新臺幣

其他一般物品

(短抽上衣)

其他般物品

(紫色床套)

電子產品(手機)

其他一般物品

(;!幾車鑰匙)

其他般物品

(衣物)

其他一般物品

(衣物)

電子產品

(lPHONE 8手機
(含SIM卡))

電子產品Chtc牌

手機)

身分證(彩)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500元 發還具領

1件 發還具領

11牛 發還具領

l 文 發還具領

l 支 發還具領

l件 發送其領

l件 發還具領

l 支 發還具領

l 支 發還具領

l張 發還具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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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領人 生也主止 備言主

吳政隆 去中市西屯區

林笠靜 南投縣水里鄉

林宜青爭 南投縣、水里鄉

林俊成 高雄市鳳山區

邱明彥 臺中市大里區

黃怡樺 受中市太平區

黃怡樺 臺中市太平區

南投縣鹿谷鄉/查中市
辜詠it企

西區

林嘉祥 臺中市烏日區 紅色

謝沛綺 臺中市西屯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