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叫金

干L

1T 

戶呆

臺 j彎i 差事中地方檢察署

骨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l 月 <11("日

1f文字號:中械增 總目威 字第 11009000 3 10號
附件:如文

主告:公告發還本署女口附件所 J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75條第 l

公告事項:

一、附表所列扣押物品，應

發還，特公告招領 。

情號:

保存年限 :

/入生
ω 口

不能

二、應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久吋牢背如需常常會吹~誓，或其他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來本署喊物庫(地址:壹中市西區自由

路l段91 號、電話: 04-22232311 轉5811 )領取，女口委任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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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無人聲請投還，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

檢察長￡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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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主主占號
呂子心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拖上 備言主

097年保管字第 1496
099007397 47 WIN手機 l件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 1496
099007397 48 SIM卡 3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2055
其他一般物品

107004301 16 (天源科技公司 11牛 發還其領 王義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資料)

097年保管字第2055
其他一般物品

107004301 17 (高科技股份有 1 1'牛 發還具領 王葳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限公司資料)

0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4301 18 

其他一般物品
2金 發還其領 王鼓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名片)

0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是301 19 

其他一般物品
1幸之 發還具領 王葳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印鑑)

其他一般物品

0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4301 20 

(高科技股份有
2中文 發還具領 王葳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限公司大小印鑑
各)

。97年保管字第2055
其他一般物品

107004301 21 (彰化銀行保管 l件 發還其領 王葳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箱出租契約書)

0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4301 22 

其他一般物品
4本 發還具領 王葳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合作金庫存摺)

0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4301 23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王葳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台北銀行存摺)

0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4301 24 

其他一般物品
2本 發還具領 王葳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合作金庫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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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主主占號
呂;予了ìJ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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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4301 25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頓、 王鼓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合作金庫存摺)

0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4301 26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其領 王義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合作金庫存摺)

097年保管字第2055
其他一般物品

107004301 27 (豐原博愛郵局 l本 發還其領 王義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存摺)

。97年保管字第2055
其他一般物品

107004301 28 (中國國際商銀 l本 發還具領 王義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帳號存摺?

0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4301 29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王葳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中國信託存摺)

097年保管字第2055
其他一般物品

107004301 30 (豐原信用合作 l本 發還具領 王義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社存摺)

097年保管字第2055
其他一般物品

107004301 31 (合作金庫代收 1本 發還具領 王葳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票據退摺)

0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4301 32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其領 王鼓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華僑銀行存摺)

。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4301 33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其領 王義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合作金庫存摺)

0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4301 34 

其他一般物品
I本 發還具領 王;這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筆記本)

097年保管字第2055
107004301 35 

其他一般物品
l 台 發還具領 王葳婷 臺中市南屯區

號 (主機電腦)

097年保管字第2160
097002669 支票 l 張 發還具領 韋振華 不詳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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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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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也拖上 備言主

097年保管字第2160
097002669 2 本票 5張 發還具領 韋振華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2415
097003081 2 

日青先鳥手干才支股;fEK有
2本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限公司智慧之星

097年保管字第2946
。 99004639

行動電話(MOTO)
l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含SIM卡

097年保管字第2946
099004639 2 

行動電話

1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OKWAP)含SIM卡

097年保管字第3035
。 98001155

票據(台支以
3張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外) (本票)

097年保管字第3035
。98001155 2 委託切結書 l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035
098001155 3 

動產附買回契約
l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7虎 書

097年保管字第3035
098001155 4 

票據(台支以
2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外) (支票)

097年保管字第3035
098001155 5 尸昭正本 l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f丁，叫號

097年保管字第3035
098001155 6 行照影本 l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035
098001155 7 身分證影本 2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035
098001155 8 聯徵資料 l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070
097004980 

中國醫藥大學病
l份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歷

097年保管字第3070
097004980 2 童綜合醫院病歷 l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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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品占號

甚于古f/Jl.J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土也拉上 備言主

。 97年保管字第3070
097004980 3 X光月 10張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117
097004347 X光片 3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117
097004347 2 斷層掃描照片 3張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196
098006487 支票本票 11牛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196
098006487 2 債務資料 1件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196
098006487 3 證件影本 l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196
098006487 4 匯款資料 1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196
098006487 5 帳戶資料 l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196
098006487 6 地籍膳本 l件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097年保管字第3196
098006487 7 言堂件 l 箱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1242
098005662 

電子產品(手電
l個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筒)

098年保管字第 1242
098005662 2 

電子產品(手機
1 支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合SI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242
098007382 2 

行動電話(含Slffi
l 支 發還具領 王涵如 不詳

號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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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主冬占號
巨子少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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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主主

電子產品(ZIKON

098年保管字第 1253
099005440 

手機、 SG988手
2支 發還具領 林婷嫻 臺中市潭子區

號 機各一支含SIM

卡)

098年保管字第 1272
099000166 電子產品(手機) 2支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272
099000166 2 

電子產品(SIM
l 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卡)

098年保管字第 1273
。99006691 電子產品(手機) 2支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273
099006691 2 

電子產品的1M
3張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卡)

098年保管字第 1310
098001949 

票據(台支以
7張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外) (本票)

098年保管字第 1310
098001949 2 

票據(台支以
3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外) (本票)

098年保管字第 1310
098001949 4 借據 4張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310
098001949 5 借據 3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310
098001949 6 借據 l張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98年保管字第 1331 電子產品(手機
發還其領

蘇辜正、
不詳098007878 2支

號 含SIM卡) JτC戶苦苦人主h心士

098年保管字第 1331 票據(台支以
發還具領

蘇辜正、
不詳098007878 3 2張

號 外) (本票) t~苦苦J主\，士心

098年保管字第 1331
發還其領

蘇宰正、
不詳098007878 5 訂廣告收據 2張

干去苦冒苦/主L ，d心t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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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前占號

、 r官 L子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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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看言主

098年保管字第 1339
098007671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339
098007671 2 

電子產品的1M
1 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卡)

098年保管字第 1369
。98005672 包包 H固 發還具領 許子揚 臺中市南區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392
099000938 2 

電子產品(手機
1 支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含Slffi卡)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票據(台支以
2張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外) (本票)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3 借據、保管條 1張 發還具領 非本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4 切結書 l張 發還其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5 讓渡書 1張 發還具領 非本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6 身分證 l張 發還其領 陳增開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7 切結書 l張 發還具領 非本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8 

借據、保管條
l張 發還具領 非本宗信 不詳

號 (借據)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9 、契約書 l張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10 

票據(台支以
2張 發還具領 非本宗信 不詳

號 外) (本票)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11 身分證 l 張 發還具領 非本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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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且在占號J
呂主子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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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12 切結書 1張 發還其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13 借據 1張 發還其領 非本宗 f言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14 

票據(台支以
2張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外) (本票)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票 ~t (台支以

098006699 15 外) (影) (本 l張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16 身分證 1張 發還具領 黎智傑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17 切結書 l張 發還其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18 契約書 1張 發還具領 非本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19 身分證 l張 發還具領 顏志耕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20 

票據(台文以
2張 發還其領 本本宗信 不詳

號 外)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21 身分證 1張 發還具領 黃彩零三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22 

票據(台支以
3張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外) (本票)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23 切結書 l張 發還具領 非本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98006699 24 借據 l張 發還其領 林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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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主也拖上 f看言主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25 契約書 l張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26 身分證 I張 發還具領 林日軍雄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27 

票據(台支以
3張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外) (本票)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 98006699 28 切結書 1張 發還具領 牛本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29 身分證 l張 發還具領 蔡雅菁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30 

票據(台支以
2張 發還其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外) (本票)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31 切結書 1張 發還具領 非本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32 身分證 l張 發還具領 -陳年雄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33 

票據(台支以
4張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外) (本票)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34 切結書 l張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35 契約書 I張 發還具領 非本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36 借據 l張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37 身分證 3張 發還具領 陳慶鎮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38 

票據(台支以
3張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外) (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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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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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39 借據 l張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40 切結書 l張 發還具領 非本宗信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05
098006699 42 

黑色側背包(內
1個 發還具領 林宗信 不詳

號 有廣告傳單)

098年保管字第 1438
098005202 5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含SI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438
。 98005202 6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合SI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450
099003832 

電子產品(SIM
l 張 發還其領 張玲華 不詳

號 卡)

098年保管字第 1450
099003832 2 

電子產品的1M
l 張 發還具領 張玲華 不詳

號 卡)

098年保管字第 1457
100001965 3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李忠傑 屏東縣、獅子鄉

號 含S1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457
100001965 4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頓、 李忠傑 屏東縣獅子鄉

號 含S1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457
100001965 5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李忠傑 屏東縣、獅子鄉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57
100001965 6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李忠傑 屏東縣獅子鄉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57
100001965 7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李思傑 屏東縣獅子鄉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57
100001965 8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其領 李忠傑 屏東縣、獅子鄉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57
100001965 9 

電子產品(手機
1 支 發還具領 李忠傑 屏東縣、獅子鄉

號 含S1M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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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霎主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土也拖上 f看言主

098年保管字第 1457
100001965 10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李忠傑 屏東縣獅子鄉

號

098年保管字第1457
100001965 11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李忠傑 屏東縣、獅子鄉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86
098002298 車牌 2 月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89
098005488 外套 l件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489
。98005488 2 牛仔褲 l件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516
。 99000360 名片 l盒 發還其領 要F 絮山民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516
099000360 3 聯絡草 4張 發還具領 鄭絮山民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516
099000360 4 預約表 9張 發還具領 鄭絮山民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516
099000360 5 2月份勞點表 1張 發還具領 鄭絮山民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516
099000360 6 客人消費營收表 19張 發還具領 鄭絮山民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516
099000360 7 精油 1個 發還具領 要F 絮山民 不詳

號

。98年保管字第 1516
099000360 8 房屋租貫約 l本 發還具領 鄭絮山民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627
098005604 2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柯火燦 不詳

號 含SI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646
098006622 紅色小皮包 1個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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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品占號

呂二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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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言主

。98年保管字第 1646
098006622 2 

電子產品(手機
2支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含SI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647
099003359 7 

電子產品(手機
1 支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含S1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671
098003180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令Sl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671
098003180 2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合Sl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676
098002645 手機 l 支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 1676
098002645 2 

電子產品Csim
l 張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卡)

098年保管字第 1686
098006113 2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其穎、 不詳 不詳

號 S1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692
099004652 

電子產品(手機
1 支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含SI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692
099004652 2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含S1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692
099004652 3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號 含SIM卡)

098年保管字第 1692
099004652 4 黑色小皮包 1個 發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098年保管字第3550
099005440 2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林婷嫻 臺中市潭子區

號

098年保管字第3550
099005440 3 

電子產品的1M
l 張 發還具領 非本主亭嫻 臺中市潭子區

號 卡)

099年保管字第 6343
109007986 

電子產品COKWAP
l 支 發還具領 吳明是、 雲林縣斗六市

號 手機(含S1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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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士立 備言主

102年保管字第 1928
電子產品

109007888 (SAMSUNG牌型號 l 支 發還其領 陳彥甫 彰化縣、二林鎮 含SIM卡
號

E1055) 

102年保管字第 1929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886 (1已旗銀行台中 l本 發還具領 蔡進福 彰化縣、大城鄉
號

分行存摺)

102年保管字第 1929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886 2 (秀水農會支票 1本 發還具領 蔡進福 彰化縣、大城鄉
號

簿)

102年保管字第 1929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886 3 (秀水農會支票 l本 發還具領 蔡進福 彰化縣大城鄉
號

簿)

102年保管字第 1929
109007886 4 

電子產品(蘋果
l 支 發還具領 蔡進福 彰化縣、大城鄉 合SIM卡

號 , iphone) 
102年保管字第 1929

109007886 5 
電子產品(HTC

1 支 發還具領 蔡進福 彰化縣大城鄉 未插卡
號 牌〉

102年保管字第 1929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886 6 (中國建設銀行 l張 發還具領 蔡進福 彰化縣、大城鄉
號

龍卡通)

102年保管字第 1929
109007886 7 

電子產品(建行
1個 發還具領 蔡，進福 彰化縣、大城鄉 U盾

號 電子銀行卡機)

其他一般物品

102年保管字第 1932
109007884 

(ASUS牌型號
l組 發還具領 蕭碩青 苗果縣、通霄鎮

號 A53S筆記型電

腦)

102年保管字第1932
電子產品

109007884 2 (SAMSUNG牌型號 l 支 發還具領 蕭碩青 苗果縣、通霄鎮 含SIM卡
號

EI055)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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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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保管字第 1932
109007884 3 

電子產品

l 支 發還具領 蕭碩青 苗果縣、通霄鎮 含SIM卡
號 (SAMSUNG牌)

103年保管字第2377
105001445 

臨檢燈遙控暨大
l 副 發還具領 張尹威 臺中市中區

號 門鎖匙

106年保管字第 5107
電子產品

109008014 4 (SAMSUNG香檳色 l 支 發還具領 游秋雄 臺中市豐原區
號

手機)

106年保管字第5107
109008014 5 

電子產品(ASUS
l 支 發還其領 王焰凱 臺中市太平區

號 黑色手機)

107年保管字第 5142
109007575 22 

電子產品
l 台 發還具領 吳束臨 南投縣埔里鎮

號 (iPad(編號b4))

107年保管字第5142
109007575 29 

其他一般物品
l 副 發還具領 羅晉章 桃園市平鎮區

號 (蘋果耳機)

108年保管字第 875
109007601 

電子產品(華碩
l 文 發還具領 趙珈慶 臺中市霧峰區 含2張SIM卡

號 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 1048
電子產品

109007759 (Iphone8行動電 l支 發還具領 其承瑜 臺中市北區
號

話)

108年保管字第 1048
電子產品

109007759 2 (Iphone6S(無 l 支 發還具領 其承瑜 臺中市北區
號

SIM卡))

108年保管字第 1048
電子產品(小米

109007759 3 廠牌行動電話 l 支 發還具領 莫承瑜 臺中市北區
號

(無SIM卡))

108年保管字第 1048
電子產品 (TP一

109007759 4 LINK牌Wi-Fi 分 1個 發還具領 莫承瑜 臺中市北區
號

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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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品占號

墨子百~)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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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08年保管字第 1048
109007759 5 

電子產品(電子
1個 發還具領 其承瑜 臺中市北區

號 磅秤)

108年保管字第 1671
109007907 

電子產品(蘋呆
l 支 發還具領 呂宛庭 新北市深坑區

號 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 1671
109007907 2 

電子產品(OPPO
l 支 發還具領 呂宛庭 新北市深坑區

號 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 1671
109007907 3 

電子產品(糖果
l 支 發還具領 呂宛庭 新北市深坑區

號 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 1783
109007811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其領 曾令弄 臺北市中正區

號 (護照)

108年保管字第 1968
109007505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謝筱倩 臺東縣、臺東市

號 (第 銀行存摺)

108年保管字第 196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505 2 (第一銀行金融 l張 發還具領 謝筱倩 臺東縣、臺東市
號

卡)

108年保管字第 1968
109007505 3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謝筱倩 臺東呆在臺東市

號 (國泰銀行存摺)

-108年保管字第 196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505 4 (國泰銀行金融 l張 發還具領 謝筱倩 臺東縣臺東市
號

卡)

108年保管字第 196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505 5 (華南商業銀行 l本 發還具領 謝筱倩 臺東縣、臺東市
號

金融簿)

108年保管字第 196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505 6 (華南商業銀行 l張 發還具領 謝筱倩 臺東縣、臺東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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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生也拖上 f看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 1968
電子產品

新北市三重區/臺中市
109007508 (IPHONE手才幾 6S 1 支 發還具領 李慈，皂

潭子區號
PLUS) 

108年保管字第2414
電子產品(手機

109007910 (含SIM卡*1 、 SD l 支 發還具領 蔡慧貞 雲林縣、四湖鄉
號

卡*1))

108年保管字第2476
109007685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張秋華 臺中市東勢區

號 (外套)

108年保管字第2476
109007685 2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張秋華 臺中市東勢區

號 (帽子)

108年保管字第2476
109007685 3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其領 張秋華 臺中市東勢區

號 (手錶)

108年保管字第2476
109007685 4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張秋華 臺中市東勢區

號 (佛珠)

108年保管字第3152 電子產品
楊氏蘭香 臺中市龍井區

含SIM卡、背
109007676 12 1 支 發還具領

蓋毀損號 (SAMSUNG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3152
109007676 13 電子產品(IPAD) l 台 發還其領 楊氏蘭香 臺中市龍井區 無SIM卡

號

108年保管字第3152
109007676 14 

電子產品

l 支 發還具領 楊氏蘭香 臺中市龍井區 含SIM卡
號 (IPHONE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3152
109007676 16 

電子產品

1 支 發還具領 黎功泉 臺中市龍井區 含SIM卡
號 (IPHONE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3883
電子產品(充電

109007570 線(品牌: 1個 發還具領 李心平 臺中市大雅區
號

PESTON佰通) ) 

108年保管字第3883
電子產品(HANG

109007570 2 USB通配器，型 1個 發還其領 李心平 臺中市大雅區
就口一羊毛.

號: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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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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保管字第4358
其他一般物品

雲林縣、臺西鄉/臺中市
109007015 (合作金庫銀行 l 長旦 發還具領 林宜靜

號 大肚區
存摺替提款卡)

108年保管字第4358
其他一般物品

雲林縣臺西鄉/臺中市
109007015 2 (合作金庫銀行 l張 發還具領 林宜靜

號
取款通、條)

大肚區

108年保管字第435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016 (臺灣土地銀行 1本 發還具領 范妓如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存摺)

108年保管字第435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016 2 (臺灣土地銀行 l張 發還具領 ;在古文女曰 臺中市龍井區
號

提款卡)

108年保管字第4358
109007016 3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在去文女口令 臺中市龍井區

號 (郵局存摺)

108年保管字第4358
109007016 4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其領 范妓如 臺中市龍井區

號 (郵局提款卡)

108年保管字第4851
109007807 其他刀械(菜刀) 1 支 發還其領 王秀華 臺中市梧棲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4862
109007920 2 

電子產品(金色
l 支 發還其領 蘇日月濤 新北市樹林區

金色、螢幕破

號 IPHONE手機) A主h1J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保管字第85號 109007463 (蘋果牌手機(白 1 文 發還具領 林兆亨 臺中市太平區 含SIM卡

/粉紅))

109年保管字第899
109007822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其領 葉毅峰 嘉義縣、朴子市

號 (郵政存簿)

109年保管字第899
109007822 2 

其他一般物品
l顆 發還具領 葉毅峰 嘉義縣、朴子市

號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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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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拖上 備言主

109年保管字第899
109007822 3 

其他一般物品
2支 發還其領 葉毅峰 嘉義縣、朴子市

號 (鑰匙l 串)

109年保管字第 909
109007415 3 

電子產品(電子
2個 發還其領 李和謙 雲林縣崙背鄉

號 磅秤)

109年保管字第909
109007415 4 

電子產品

1 支 發還具領 李和謙 雲林縣、崙背鄉 含SIM卡
號 (IPHONE6手機)

109年保管字第 909 電子產品
李和謙 雲林縣崙背鄉

含SIM卡 主主且主主
109007415 5 l 支 發還其領

幕破裂號 (IPHONE6S手機)

109年保管字第953
109007803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其領 白泊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兆豐銀行存摺)

109年保管字第953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803 2 (;J包豐銀行金融 1 張 發還其領 白泊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卡)

109年保管字第 953
109007803 3 

其他一般物品
l顆 發還具領 白泊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印章)

109年保管字第 953
109007803 4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白泊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台中銀行存摺〉

109年保管字第 953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803 5 (台中銀行VISA l 張 發還具領 白泊計li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卡)

109年保管字第 953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803 6 (身分證及健保 l 張 發還具領 白泊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卡影本)

109年保管字第953
109007803 7 

其他一般物品
l顆 發還具領 白泊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印章)

109年保管字第953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803 8 (國泰世華銀行 1本 發還具領 白泊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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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4勿品名字再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拖上 備言主

109年保管字第 953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803 9 (國泰世華銀行 1張 發還其領 白泊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VISA卡)

109年保管字第953
10900 7.803 10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還具領 白泊討11 壹中市北屯區

號 (身分證影本)

109年保管字第 953
109007803 11 

其他一般物品
l顆 發還具領 白泊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印章)

109年保管字第 953
109007803 12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白泊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台中銀行存摺)

109年保管字第 953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803 13 (台中生畏行VISA 1 張 發還其領 白泊汙11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卡)

109年保管字第953
109007803 14 

其他一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白泊洲 壹中市北屯區

號 (身分證影本)

109年保管字第953
109007803 15 

其他一般物品
l顆 發還其領 白泊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印章)

109年保管字第 1227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779 (台灣企銀金融 l張 發還其領 黃誌文 雲林縣、水林鄉
號

卡)

109年保管字第 1227
109007779 2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黃誌文 雲林縣、水林鄉

號 (台灣企銀存摺)

109年保管字第 1815
109007414 2 

電子產品(hTC手
l 支 發還其領 陸燕君 臺中市石岡區

號 機)

109年保管字第 1929
電子產品

TRAN THI 
109007777 (IPHONE 白色手 l 支 發還其領

HONG 
臺中市豐原區

號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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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ONG 
109年保管字第 1929

109007777 2 
電子產品(oppo

l 文 發還其領 CONG 臺中市豐原區
號 黑色手機)

QUYEN 
109年保管字第2020

109007702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許文豪 臺中市北區
號 (安全帽)

109年保管字第2029
109007458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楊雅茹 臺中市大里區

號 衣物)

109年保管字第2091
109007588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林文傑 臺中市西屯區

號 (包包)

109年保管字第2192
109007032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其領 羅意汝 臺中市東區

號 (衣物)

109年保管字第2192
109007032 2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羅惹汝 臺中市東區

號 (短褲)

109年保管字第2498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7973 (40mm防盜防剪 211目 發還具領 紀金呈 臺中市龍井區
號

鎖)

109年保管字第2598
109007817 

其他一般物品
2支 發還具領 陳振豪 雲林縣、莉桐鄉

號 (塑膠膠條)

109年保管字第 2761
109007454 

其他刀械(水果
l 支 發還其領 邱j自L灑 臺中市大安區

號 刀)
109年保管字第3076

109008057 6 
台北富邦銀行金

l張 發還其領 張耕綸 新北市土城區
號 融卡(含存摺)

109年保管字第3076
109008057 7 隨身碟 1個 發還具領 張耕綸 新北市土城區

號

109年保管字第3105 其他一般物品
發還具領 陳勝杰

臺中市沙鹿區/臺中市
109007358 l 支

號 (主呂製球棒) 龍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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