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j彎臺中地方檢察著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4犀毛骨~
發文字號:中檢增總賊字第 110 ö'愣。 1760號
附件 : 如文

' 

桔號:

保存.午 11良:

公告

條長乏，寫崢

|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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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灣牽中地方輸察署扣押輛公告招聽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采7]c.&lt; 物品名稱 數量 童安 處分方式 兵3頁;人 正也先主 ~音吉主

jiOD2年 1宗管5克字 ~207 。96000700 仲介豈是件 8件 發還真領 5長金鳳 不詳

的3年保管字第207
096000700 2 清單 1吾母 持這吳忠直 l 張金鳳 不詳

~~ 

。 g.j年保苦字第 207
096000700 4支援 l哥哥 發送具領 諾夫金成 不詳

tt 
093年保安字第207

。96000700 4 fp幸 1只 管這兵領 張全成 不幸宇
1想~~

。 9:3';己保管字第 251
1 日哇。 01664 2 核算者 I本 發送兵領 街金章 不詳

首先

自93 牟保 fF字第 251
104001664 3 契約三番 ]本 發還兵領 胡金量E 不幸羊

5克

的;lif 保安字第4296
0940017在2 當告商-卡 1張 吾吾退共領 于長給幸 去告中可'*-勢~

~t 
。 93年保苔，字.1;'; 112\)6

自94001782 2 車輪保管切結書 B長 發i是共領 張主串尋E 查中可來勢區
號

。 93 年保管字第4296
09在001782 3 本桑、借款f昔據 l張 發送其領 ~銘總 蓋全中甘于先屯盔

5度

O()3年保管字第4立即
。9哇。01782 是 汽車讓渡客 15在 司法這其領 張主事幸 查中?者采勢Hlli

我

自!J:3年保管字第，1290
。9哇。 01782 戶d 行照影本 1張 哥哥這其領 張針rf幸 全中可7采努~

5位

。93年婦JEF 字第是296
0日4001782 G 身分發fEF本 B長 發至是兵毒草 我錦{;- 金中可7束考于思

EE 
自93年保管字第 .12日 ß

104001925 借款f昔採 l張 哥哥送共領 不詳 不詳

~It 

。 93 年4早t;;'字第 5558
100005445 2 

行動電話令訂單

11牛 句安豆豆共領 不幸羊 不合VKT 

蔬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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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灣臺中地方輸察著扣押物公告提攝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it 7F- ;，~ 物品名稱 主主宣 重量 l 處分方式 主毛領人 主色到二 備注

安奕精密
。03年保管字第6569

1 日壘。02701 馬達 11'牛 發送臭棋 工黨(其是) 主草草草
吉也L 

公司

093年係管字Jít; 7651 
的50。在130 支票 65:& 發送其領 不詳 不言手

jJ~ 

093 年.f品管字第 7651
。 9500是130 2 本票 12早晨 發選其領 不詳 本主羊

我

。 9:3年保管字第 7651
095004130 3 本祟 2本 吾吾這共領 不言羊 不詳

3山;.吞已

的4年保管字第830
097002131 是昏了對商業支票 1張 發逢其領 命忘賢 查中常太平 EE

會兒

iDB4 年保管字第 1390
9位6006291

行動電話(

i 文 管這吳建頁 不草草 不幸羊，
音色 PANASOt\牌)

的 1年保管子;在 1390
096006291 3 

行動電話(

1文 發星星星已領 本主羊 不詳

旱~，i:t SAMSUNG牌)

的4年f呆著字第1390
位960日6291 5 

行動電話 (APBW
l文 發送共領 不詳 不詳

號， J摔)

的是年保管有己第 1859
。 95日 00494 本案 3張 發這兵領 不詳 不詳

土zfdlJUb 

09 ，H~保管字第 1959
095000.49是 2 租4圭契約 Lt .. 發送~tt..領 不詳 不祥

EE 
。且是年保管字第2779

。95日03503 本3吾 21\長 發5是具領 不詳 不詳

古自:

。 9生年 1呆~~字 252779
。95Q日35日3 9 > f且~而3持 1份 f寄送共領 不幸芋 不幸事

5克

OD ，j .ff-卡車每字 '~2779
。95003503 。υ 身分設 1張 發送兵領 不1羊 不詳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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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灣查中地方槍察署在口押輛公告招蠣清冊

俑，'F，J-FfA.-1bzEF風t 處分;字號 流水量骨， 物品名義 數量 堂堂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借古主

。94年保弩之;二第 3471
09心。4634 本早已 2張 吾吾還具樣 不幸羊 不詳

。每'%t: 

行 9吐年保苦，字第4005
09i1004635 本翠 5張 是全至還具領 不言平 不詳

手記

的是Sf-保管等:第43必
09生005967 ;f;._柔 3子長 哥哥還真領 不詳 主玉祥

=h-ltL b 

。 94年保管字第是560
OG4005547 藥物 24顆 發這其領 不幸羊 不言草

13bJL 、
094;1'-夜之管字第 5071

。99001167 丰碑 B長 發還具領 不詳 不幸羊
~~t 

D94 年保管字第5368
的9002278 是 工作拈示 2張 發星星兵領 不幸羊 不詳

號

084年保管字;在5368
099日。2278 自 地在考耳里 29張 發還其領 不言手 主草草草

自危

094年保管字第5368
0990日2278 7 幸存了警袋 2錯 發玉皇JZ‘領 不詳 不詳

主iJE

!o 日4 年保管~y:第 5368
。fl9002278 8 寶貴契約書 2ì:長 發還真領 :f: t手 不詳

我

的4年保管字第53GB
099002278 9 "包磅且正等實斜 75長 哥華這其領 不詳 不詳

E可，~;已b 
自94J1'-保管字第 5368

8日 9002278 10 筆記本 3本 發星星共領 不詳 不詳

說

0個年係管字第峙的
。9日目。2278 11 棄投資料表 B長 發這其領 不言手 不草草

幸免

094 :'1'-保管字第 5368
099002278 12 ZE 白寶貴契約書 3張 ~1盡具領 不幸手 不詳

我

09;1 年保管字第5368
。99002278 13 

主用 ft B_.gf~~表等資
4()}長 哥哥送兵是直 不幸手 不詳

EVF『j已 才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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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灣臺中地方槍察署扣押輛公寺招曙清冊

保管字號恤 處分浮賣主 流水設 物品名稱 數量 室主告 處分方式 妻已領人 5色鬼k 偽室主

1094年保管字第泊的
日99002278 I是

瓷驗明知表主字會
11 張 發送具領 不草草 不認

吾先 非平
。9往年保管字第5368

。990日2278 15 新社鄉農會存摺 1張 發至是其是真 不言羊 不詳
吾兒

()ü4年保守李字第5368
09ü002278 16 雜吉己資料 4，長 發送具有貢 不詳 不幸手

Et 
094-'手係管字第。368

。 99002278 17 
新龍卷土造公司資

10張 發這共領 不詳 不詳

5克 料

01)，1 年保管字第5368
。99002278 18 

天;原砂k公吾3 安
16張 發送具領 本主幸 耳之草草

f ;1屯 4千
白的本保管字 %5368

099002278 19 工程樣Et 的張 發這其領 不詳 不詳

~1:t 

1)倒.:f- 1:辛苦字第5368
發送其領 不詳 不幸平。9900227日 2日 投標書 B于長

~‘" 2旬之戶

的3 年佫管宇:事 5368
O!J90 !J2278 21 土;G標語等資料 2日張 發送兵領 本主羊 不發

5克

0日4年保管字第凹的 際工報告書等資
207長 發豈是共領 不吉平 不詳099002278 22 EE 尋呼

的是平保管字第53日8
0日8日02278 23 新奇色營這樣封 21牛 發玉還共領 不言羊 不詳

口1』H斗、

094 年 f;其 tß~ 字 %5908
095005473 存摺 1本 發這其領 不幸羊 不言羊

l?b 
,.r/t:. 

1094年係管字第5908
。95005473 2 印章 H單l 吾吾還具領 不在手

一
a、 e益?Bt 

z」ViVp 
U 

的4年保管字第5908

。95005吐73 4 行動電話 1文 發送共領 不詳 本主羊
號

0日4 平保安字;其 5908
。 95日 05是73 8 偽造 ]文 望去這共領 不言羊 不言羊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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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輛公告招唱清冊

{;~ 1i;. ~于f: i四;\~t.ι 處分F手說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愛愛 處分方式 共領人 jtl;起k 備室主

。94年你管字第5908
095005473 化妝品 10個 發還真領 不詳 不幸羊

號

的J年保管字第5903
0 1)5005是73 E 于主主 111區 哥若這共領 不詳 不詳

吾先

D94年保安字第 59日B
095005是73 9 袋子 1個 發這其領 不詳 不言羊

號

o時年保管字第5日03
。95005吐73 10 車éL 11間 發送共領 不詳 不草草

! 哥兒

1 09件保管字第6028
。990位2069 瓦斯調整器 1千四 發這其領 不詳 不言羊

.c_t:. 
:1.\口~ij 

094年保苔，字第 62日3
的900是011 和毒草書 15張 4至還具領 不幸羊 本主羊

忘記

094年保管字第 6293
。 99004011 2 

祟採(台文以
3張 發至是其毒草 司三言羊 不詳

5克 外) (文票)

OQ是三H法管字;在 62 日3
。 99004日 11 。Q 收支表 48早晨 發送共領 f 本主羊 不幸羊

E… ::.~ 

09哇主事保管字;有 6293
099004011 4 祟曆 i本 哥哥還具頓 不幸草 不詳

5克

084.年保辛辛字第 6293
09900是在11 5 

借款誰來仗義和
50張 發這其領 不詳 4、古草

咕.ii.'L 緝毒支JE
。9生s"r保管字第 6293

。990日哇。 11 6 退款利，色紀錄 635長 發星星具書畫 不言羊 不詳

d“也z叫r、;c 

。94年保苔，字第 6293
。 990日4011 7 通訊錄 2于長 發送兵領 不詳 不詳

草山,L 

的是年保管守二萃的白3
099日且是011 8 

借款收入文出表
21張 4寄送J納克 不詳 本主羊

i1q11KZL J 等紀錄

日94年保管字第6293
。99004日 11 9 f辛苦 35于長 發返美標 不言羊 不詳

至是
通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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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輛公告招碩清冊

f*管字號 處分F字號 iJ1ij}之fdz 物品名稱 較量 含章 處分方式 其領人 且也土主 嗡泣

094年保管字第6293
。99004011 10 獎金資料 140張 哥哥還真領 不幸芋 本主羊5bt. 

。目是年係管字第 6293
099004011 II 財務報表 22張 發至蓋其領 不詳 不草草

說

。 9r\年保管字第 6293
。990日哇。 11 12 往來記錄 78張 發送其暢、 /f:~羊 不詳

我

的是非絲管字 ~6293
。 99004日 11 13 記事本 1本 發選手已積 不吉羊 不詳

E2OLK FU 

的是年保管字第 62♀3
099004011 i是 f昔據 4張 發還共領 不幸羊 不說

號

0日 4年保管字第 6293
09900壘。11 J5 文 J票 92~在 發達兵領 不詳 不詳

三d毛ufttbd 

的4-'1'-生主管字第 6299
104005830 52 行勁電話 81，牛 發送具吸 本主羊 不詳

誼之

虹口 9是怎保管字第 6299
1040日 5830 55 電站資料&..t月 17張 發送兵接 林志推 l 不吉羊

ifik 
。94年保管字第6299

10400583位 56 喜 '1品 l 件 發送共領 林立雄 本主羊
Et 

8日是年保管字第 6299
104日0583日 57 才車直是資料 2張 哥吾送兵領 林正革進 不詳

f虎

094年保管字第6578
。96001337 封印蓋寬 3個 發送共領 不詳 不幸手

弩之

()!}1 -'f-保管宇:第 6578
。 9600J337 。。 t苦f主總成 仰自 發送兵在頁 不詳 不詳

其~~.":... 告

。 94年保管字第7247
。97003630 FJLL 究否已有~ (.式學各 是本 發送兵領 不詳 不詳

5克

094iF-f，系安字第 72是7 的70日3630
?克

2 本票 2張 哥寄送兵領 不詳 本主羊

2吉忌，正乏實共 29 頁



金灣牽中地方槍察著扣押輛公告招嘿清畸

保管字號 星星分J手段 流水賣主 物品名稱 數量 全毫 迄今方式 真領人 地址 f積1泣

的是年係管字第72是7
自97003日30 3 行動電話 l 文 哥否還具噸 不詳 不言羊

量尪
09.1-'半保管字第 72是7

09700363目 基 申貸資斜 u在 發星星共領 不詳 不詳

號

。94 lf- 1呆 f音字第 7393
098000692 刃誡 11卒 發送兵領 書午二奇主幸 全中可S:lt. [j豆

z曾是t

電子產品 (NOKIA

。 99年係管字第 1號 100007826 6300乎被(含SJ時 1 支 發送異樣 不詳 不詳

一~))
電子產品

(SAMS訂NG
的9-'H羊管工;三第]_ g~t 100007在2日 2 i文 發還兵占有 不言羊 不幸羊

的YC!成L雙卡手
t 機(含S1 1II 1-)) 

。 99年保管字第1號 100007826 是
金7身居民來往大

1本 發送共領 不詳 不祥
接過行它是

099年條令字第2號 。99日045是7 l 
S-E手機(今SDl

I 文 發這其領 j♀#hl， 不詳

一告〉

的9年保管字第 2~克 。9900是547 2 
問KlA手棧(合

1 文 發!還共領 吳1詩山 不詳

SIM卡)
目的年保管字第15~克 103003045 i 電話紀錄表 15長 發至蓮英領 李持良 不符

。99年保管字第15號 103日03日益5 2 記事本 1本 發還其領 李牛于良 不草草

的9年保管字第 15號 103日日3045 3 房屋牙且贊契約書 ]本 發星星共領 李符良 不詳

電子產品(手機 i

。9D年保管字第 22吾~t 099005371 令電池(不合Slm 1丈 發送其領 不詳 本主草

卡))

的9年保管字第22號 8日90自5:{7J 2 SBI卡 :張 發送共領 不詳 不詳

的9年保守音字第 66號 101001875 刃革有 !組 哥哥這共領 不詳 司ZZ羊

。 993已保管字第8H成 自9900日204 保豆豆 :本 發且表其領 不詳 不幸芋

第 7 頁，共 29 ]室



查灣壘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輛公合招情清冊

J戶~'Î?，~~鼠。bld 處分lf-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室主壹 處分方式 具吸入 地址 f品主主

的9年保管字;(，263
099004日75 2 

電子毒品(GPLCS
2 支 4寄至重共領 不言平 不符

號 乎我(含SH!卡))

I 099年保管字第295
的 900632是 第一銀行存摺 2本 發送共領 廖殺得 查中可T堂原區

說

的9年t辛苦字第2日5
099006324 2 銀行取敘:是條 2于長 苦苦還真領 廖彼得 查中市笠原區

音色

電子產品(摩托

1 099 年于是是?字第 a85 0990032]2 l 
f，ft拉行動電話

1 文 辛苦還兵領 長俊元 不詳

5克 (不令品品卡丹

5克))

0日早年保管字第3且5
日99003212 s 香菸 2 包 也惜這共領 主奇f龍元 不幸羊

~三

的9年保管字第432
。990日 157日 剪刀 l 文 發還具毒草 不詳 不言羊

7元

。 99年保管字第789
1020日4512 土i也且主粉1音 l 本 哥哥還兵在頁 美敏雄 不詳

音色

1 1)09年係管字第78日
10200是612

黑線(台文以
]錶 發選其領 兵敏雄 不詳

哥豈 外) (本要〉

089年保管字ß.; 789 
1 自2004612 4 

票據(台丈以
1張 哥哥還共領 美敏雄 不詳

音色 外) (本票)

099 1手保管字第 78日
1020D4fll2 「υ 

存錯(中關干吉託
I本 發還具領 失矗立雄 不幸羊

宮前L 存摺〉

目的是ι保管字第 789
1 日2日。是612 自 大里市友會存摺 1本 發送共領 失敏雄 不詳

切尼
。9日年4主管字第78日

10200是612 室主款單 自張 發送兵領 失敏主拉 不詳

5克

099年保管一封志d字穿~ 789 !lH20日4612 8 校生章 l張 發這兵勾頁 兵敏雄 ~，t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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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輸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頓清冊

保安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直至 物品，名稱 數量 重去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i篤室主

1 0甘9年係管棉花B
i 我

102004612 9 文系學;:fF本 I 張 哥哥還真是頁 吳敏雄 不草草

099 年j革盔，字;有 789
102004日 12 10 地接闊給本 11 5ñ 哥哥還具總 吳敏雄 不詳

司虎

()時9年保管字第78日
1 日 20日是612 11 

土地房屋寶貴契
3本 發送兵鎮 事』敏在長 不幸羊

i屯 約寄

099年終管宇 ~789
1020日4612 12 主義波宰哥拉 fp本 B在 發選手44貢 吳紋路 不詳

台危

I [)凹的音記 789 1 日 2004612 l3 是主 i苦苦戶函 45長 發這共領 吳每主草色 不詳

i尸0叫l日J B號克 1020日是612 1 生 支票iE.本 i本 發送共領 兵每Uit 不詳

099i手保管字第 789
10200是612 15 支票彩fp本 14張 尋吾主還共領 失敏雄 不幸羊

z且，~L

的9年保管字第789
102的是612 15 本票牽羊 "1' 本 6 'ì長 發建兵領 美敏雄 不在手

我

。99年保管字第793
。 99日 055是3 3 

電子產品(手機
1 文 發送共領 不幸事 不詳

5克 含SD!卡)

。 90年保管字第 793
。 ()90055吐主 4 it 色背包 11函 發送兵領 不幸羊 本主羊

。 99且已保管字第 793
。 990055是5 3 干子摺 2本 發送共領 本主羊 不詳

號

099年保管字第 793
。 990055是5 存怨 1 本 發送共領 不幸羊 不詳G 

5克

099年保管字第7♀4
100002071 稅務企封寄 1本 苦苦這其領 蔡光哲 不詳

5克

0 日9JF-.保安字~ 794 h 00002071 2 主苦約三章 1本 吾吾還兵領 蔡先哲 不詳

2;lJ4Za 4l 且自戶戶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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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查中地方檢察著扣押輛公告招噸清冊

f不管字號 處分F手 EE 君主水5克 物品名早在 教堂 了童受 處分方式 兵領人 生，tk，Jil: 于矗t主
。的年保管字第79是

100002071 巴。J 損主主 t涓細資料 1本 發至是共領 蔡光哲 不詳

音色

{)99年保管字第 79是 97年1-1 2 月出gfJ
蔡先哲 本主羊1 日00 日207] 是 4張 苦苦還具領

"月!FbL, 涓細

。DB年保管字第?倒
100002071 5 會計部~丈敘資料 6~長 發達兵箏， 蔡元哲 不言手

我

099再三保管字第7目是
1000 0.2日 71 6 交4寺事項 1張 發送具領 蔡光哲 不幸事

%t 
lomJ牟志在管字1!t 794 

z-tb 
lU0002071 收款單 B長 發送共領 蔡先哲 不詳

。99年{早霄..:;字第 79是
100002071 8 電磁資料CD 1 月 發送吳忠頁 a蔡先哲 不詳

4記

。 99年保管字第79生
!D0002071 9 旅客名單 4于長 哥去還真領 蔡光哲 可".戶、 冶否?乎

tt 
9 日 n年 1呆兮字第7日是

3'" 
10000207] 10 業負責的知表 u長 哥哥還共領 喜喜光哲 不幸羊

"'罵，

。 99年保管:字第詞是
1 日的。2日71 11 代化背付收據 l豆豆 發送兵領 喜耳光哲 不詳

豆豆

OH9年銘等字第 794
100002071 12 成本仿算 35長 發送共領 蔡充哲 不詳

E克

099年保管字第794
100002071 13 族主是文章 1張 1~還真-領 蔡先智 不幸革

會主，

的9年保管字;在7臣是
100.002071 1 是 拯救轉宇晨資料 3張 發送共領 害毛光哲 不幸羊

3it 
09 >1年保管字誰?且是

1 G0002071 15 珍H:-資料 怯于主 發主室主已領 害毛光哲 不詳

號

()99年保管宇:第 827
099日02696 2 

電子這品(手機
l 文 發這其領 尤海南 不詳

章豈 今SI1!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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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灣查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輛公告招積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F字號 流水5克 物品名稱 數量 三堂哥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主主 于發室主

電子產品(;_星
。99年保管字第位已

0990日是376 2 }海子機(今SIM l文 發送共領 不詳 不幸早
號

卡))

。 99年，保管字第867 ! 
0 日90日3928 未聞封保險套 5個 發送共領 不古字， 不詳

號

的9';予保管字第 902
099004339 行動電吉舌 2文 發這其領 不幸羊 FRt手豈是

的9年保管字萃的d
HWOû1624 

5在 JL( 賢德譽院
l 包 發送具領 失良接 本主羊

5克 內JlJt樂)

的9年保管字;(，936
電子產品(Sony

]閃閃3且是9 7 Erìcsson T650ì l 文 發送共領 不幸芋 不詳

說
手核心

電子產品(乎總

I) ~J D年保管字第9是自
100000777 

(含S1l1卡)、白
l文 發送共領 林f圭苦苦 不t羊

哥豈 色長江A328手

識)

日 Qí)牟保管字?; 951 
。99004683

電子產品(手機
i 文 發至是共領 5長密是主 不詳

號 (nokia) 內且在未}

的9年保管字第 951
09900是683 2 

電子沒品的1m
I張 吾吾這共領 張國基 不詳

5克 卡)

自 99年保管二字1f， 95J
的9日B是683 3 

電子產品(乎被
i 文 發送兵鎮 張國基 不詳

5克 (asus) 內無卡)

。9早年保管字第 9.')1
。9位日0468:3 4 

電子產品CSi阻
l 乎在 給這共領 5長星星丞 不幸羊

~t 卡)

1} 99年保管字第 953
100000812 2 4言對 11;司 發至還要領 林婉去宇 不詳

'?rt"，、
~'J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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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金中站方槍察署扣押物公告招蟻清冊

軍 個\管字號 處分序壘起 淚水號 物品名干車 數量 堂堂 處分方式 其領人 ,tl:.hl 備言主

白的主~，O果位于字 ~9!J9
電子正是 Jb

099004355 (SAMSUtìG手棧 1文 發玉皇共領 為封~K i 不詳

s，品
、:AJ!... 

(含SIM卡))

的9年保管字 ~1030
0990016是7 i 

電子i荳品(手機
]文 發送兵在竟 不言丰 不詳 直在色

gJiieb - (BENQJf早))

()\)g年保管宇 %1030 遂于是品〔手機
哥哥還具領 不詳 不幸手stt 099001647 2 

(GPLUS~'章))
l支

099if.保管字第 10.3日
099001647 3 

電子產品(手提
1 文 發送J{.蟻 不詳 不詳 綠色色I 可T:JrEzHKtL A (panasonic綽))

(j \)9:年保管字第 1043
。 99005421 枷吋川平 1個 發送其領 不說 不幸羊

3比ij..;.。

。!J 9年1"呆 TI~ 字第 1 日的
電子產品

10000300是 l (λNYCALL或色行 l 文 發送兵頓 ?再需耳箏 不詳

我
動電話〉

。 fJ!)年保管字第 1066
100003004 3 

電子產品(長江
1 文 發至室主存在軍 錢再耳這是 不詳

5克 白色行動電話)

。ggif.係管等:第 1067
100003003 

電子產品CBE~Q
1 文 發選手已領 主封閉智 不詳

ElEm告u 黑色行動i[語)

()的年{;在管字1(. 1067
10000:lO個 3 

電子產品(riOKIA
1 文 發送共領 到 Bfl智 不詳

音記 黑色行動電話)

。~.)♀年保管字第 JO日7
電子產品(長江

100003日03 4 白色行動電話變 l文 發送具領 劉明智 不詳

我
卡機)

電子產品
。 99年保管字第 1081

100003662 (NOKIA300牌手 I 台 哥哥還真領 吳進主主 不詳 無早在譏密氓、
古拉

機)

第 12 至主 . 共 29 主t



臺灣查中地方槍察署扣押輛公告招頓清苦苛

保管字號 處至于序號 j東本提 物品名稱 數量 量是 處分方式 兵毛責人 且也叫t 幸者說

電子產品
099年保管字第 1081

100003662 2 (PHILI時牌手 i 台 發送共領 吳逸豆豆 不言羊 ~r，昌濃密馮
苦之

機〕

的9年f主管字第 1085
。 99001911 文件資料 i 包 4著送具有頁 l 林杏真 蓋全中可T 北屯豆豆

_o:..~← 
:.Drt., 

自♀9年保管字:在 11 日]
0990055是6 2 電子產品(手挽) E文 發這其領 不詳 本主手

i在

099年保管字第 1101
099005 :3 46 3 

電子產品的1M
2張 發達真是直 不吉芋 不草草

E兒 卡〕

。 9!)年保安字第 1103
099003089 ? 

電子產品(易才可
l文 發送共領 不詳 不幸宇

;i.l.i.. 信于我今SDr卡)

。~19 羊保苔，字.'!f， 11 03 
099003089 3 

1主寸產品(.:;:_豆
l 文 辛苦這兵領 不詳 不詳

~t 手機令SIM卡)

的9年保管字第 1121
099005775 l 

電子產品(LG牌
l 文 發送具領 不詳 不言羊

3克 乎被含SDI卡)

的9年保管字第 1121
。 990日5776 2 

電子沒品(NOKIA
1 支 苦苦還共領 不詳 不詳

z圳'~、， !律手校舍SB!卡)

099年保管字第 1121
。990057713 。乞J

電子產品的的 IA
l 丈 哥哥這其領 不詳 本主手

號 月車手機令SIM卡)

自 \19年{羊毛手字第 1148
1 日日的2131

電子產品(SONY
l 台 哥哥還共領 處是在夫 ! 

不言尋

說 PS2~.-ìA.究)

io99 年1!在管字 '!f， 1173
電千」產品(手絨

不詳。991)日3427 合電池不合SIM 1 文 發送兵哥頁 不詳

t克
卡〕

的9年像管字:第 1173
099003427 2 

電子產品(SIli卡
1* 發送具有實 不詳 4、吉平

告完 Y句號)

)0抑制的第1178 099002194 
電子產品(sim

1 文 發送共領 不詳 不詳

~.< 卡)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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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撒靠著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崎

IZ JZ;」 93F FdFL th 
1"'1"' l.:; --r 處分F字號 流7)( 買主 物品名稱 數量 靈受 處分方式 !!.領 3、 地址 偽室主

的9年保管字第 1178 電子產品(含51 冊
吾吾還具領 不詳 不幸羊099002194 2 :丈

5Jt 卡)

。 99牟f!l"管字第 1181
電子產品(NOn~

100001817 1 行動電話令Sn!2 1 文 發還真領 張昭E章 不幸羊
號

弦)

的9年徐志﹒字第 1181
100001817 2 

高鐵車菜(合中一
2張 哥苦i乏其領i 5美8gB韋 本主羊

5也 合南)

目的年保管字第 1215
100001089 

Magic power 
1 億l 發送具領 不古平 不詳

草章~I~主， SIIPP] 紙食

時99年保守去字第 1488
0990日5877 2 

電子遠品(手機
1文 發返美領 不祥 不祥

。EJJKL 含SIM卡立于長〉

自♀9年保管字第1813
100001827 3 上衣 11'半 發送兵哥頁 楊旻著 不詳

~rt 
099Jf-{~'管字第 1813

100日01827 是 長褲 114 ~}選其領 楊支吾吾 不詳

1t 
的9年保盔..:;于第 185日

自99005387
電子產品 (LG錄

l丈 發還具領 不幸事 不幸羊
5克 色手才吳三毛SBI卡)

2 日 Dn正f- 1:呆 fF 字第 185 日
電子產品 (NOKIA

099005387 2 黑色乎總無SBl I 之 發這兵在軍 不詳 不詳

~， 
立'0<. -t) 

1對松諺(
。99年保管字第 1 日 10

1日20日 0072 l {遠保卡 11& 發這其領 ]ff..名謝;本 受中常外主ilì i&
記

i斤)

的9年係兮字第2380
099004403 ? 皮包 1摺 發送兵尋覓 林文宏 不幸羊

虫)!.也h 

電子產品的。沁
。自9年係 1音字第2529

J00001521 2 行動電話(含S!M !文 發送其領 不詳 本主羊
5tt 

卡))

草草 14 逝，共 2世;r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輛公告招績清哥哥

保管字號 處分序古巴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兵領人 l!k主k 借書主

。 99年保管字第252日
電子產品 (NOKIA

1 口0001521 d 。 行動電話(含SIM l 文 苦苦退兵領 不詳 不詳
3克

+)) 

099年係管字第2529
電子產品

100001521 4 O!日TOROLA行動 l 文 發這其領 不詳 不幸羊
5克

電話(是在51]，!卡))

電子產品

09日年保管字第252♀
(SA時sut\G行動電

100001521 5 古垂{童J屆主 l 文 普選兵發 不詳 ;;;::";:羊吉克

ímei)(無 SOI

字))

的D9年保管字第2531 電子在品(手機
1文 發送兵領

林嘉德家
不詳107日的762

豆豆 合51話卡) 屬

的9年保管字第2559
100002757 9 

電子產品(Ig手
1 文 發送其領 5長景銘 不詳

我 i拉克今S1阻卡)

099年保管字第2559
100002757 10 

電子產品(benq
l文 發送具領 彭倖忍 不詳

音記 手機令Slm卡)

(H)9年保管字第2559
100002757 11 

電子產品 (c凶手
l 文 發送共毒草 主五位恩 ~"$羊

豆豆 格合Slln-卡)

。99年保管字 ;$255日
100002757 12 

電子產品(3gsim
1個 發送兵領 草草偉志 不詳

5克 卡)

099年銘氓，字第 2559
100002757 13 球幸年 !文 發送真是重 室主f章恩 不詳

當記

。99年保管字第 2711
101001064 2日

電子產品c黑色
l文 發送兵運頁 陳XJ ~ .. 不幸羊

咕叫 手istAEsinl卡)
的早年f主管字第2711

10.1 001064 21 
電子產品(金色

1 文 發送其領 J采石膏 本主芋 是在 S1由去
EE I;CEC手機)

3515 頁 1 ~.以t29 }{ 



臺灣查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輛公告揮積清冊

;..':z 忠告三桂
川、薛寸- j,:'l. 世$]-}f..帶}'fr.之'jJ-n~ ;'1,1(. 流水吉克 物品名稱 數量 音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主色拉二 體吉泣

099年保守?字第 2711
1 自 1001 日64 22 SIM卡 3張 發玉皇具領 陳;G膏 不詳

~告u 

目的年保管字第 2790
101006166 

電子進 9~(行動
1個 苦苦這~領 不詳 不詳

5J，~ 電話含SIM卡)

的9年保管字第 29日9
。99003567 本豆豆 I張 發這其領 不詳 不幸草

說t

。 gg年保管字第2日 99
。99003567 2 切結書 B& 苦苦選其領 不幸事 不草草

EE 
099年保管字第3085

101001258 紹製小正主棒 ?文 發主是其領 陳1互平 臺中市南)'-~
音豈

IO iJ日年係管繞字第切 1 日 10日 1258 2 衣紋 1+牛 發至還共領 i球1車平 三急中亨P~@.

0日2年保管字第3085
101001258 3 

電子產品〈行動
1文 吾吾造共領 E車1草平 全中前兩區

號 電話)

099年保管平第3085
101001258 哇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哥哥至是其領 安嘉，瑋 受中?甘南區

'i、KFL ~法〉

的9年保管字第3085
1 日 1001258 3 衣服 11'牛 發送兵領 受嘉f幸 蓋全中需品區

I;ZASEJ己子

099'>下保管字第 3085
101001258 6 

~子產品(行動
i 文 發送兵領 揚是t元 去中市北屯這

號 電話〉

。9日年{，1' if字第 3日85
為晃主L 牽中 ëf于為忠臣101001258 7 在紋 11件 苦苦這共領

~fft 
白白9年保管字第3目前

101001258 在
電子產品(行動

2支 發送其領 為 J之立 套中甘于命屯區
T可f.I，!官恥-于G 電話)

(l99 if-{革管字第 3是22
財主主部受;等省中

金O/ rr采區HJI 007日48 區 E置我扇大智華書 25長 發還真領 三E森俊
吾兒

書史所公文品

主g 16 _W 可共 29 ;:r 



臺灣臺中地方按察著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車主萱 主Ef哥 處分方式 兵領人 正色土止 借主主

099年保管字第3是22
IOJ007648 2 校研 1本 發還具發 主品kÍ'蛙 查中苛求區

5克

099年保管字第3是22
101007648 f古績單 12本 發送共領 王森俊 袋中可'%.~

苦克

。 99，年保管字æ: 342?
1010076是8 4 宅急促收執聯 1 包 發還兵在豆 之品已4妥 查中可7泉~

EeA比S 

。 9位年保管字第3422
101007648 5 寄件 q主執聯 Z包 發達兵領 主森俊 查中前來區

~1}t 自

。9早年保管字第 3465
1 日00025白: l l'H良、繪畫主 1仿 辛苦選其領 不詳 不詳

"'" :,;).'1.. 

的9年保管字第36是5
1000076 íJ 4 12 5磁卡 B長 發送共領 不詳 不詳

5;)t 

的9年保管字第3645
10000769是 13 SD!卡 l張 發遺臭棋 不吉羊 本主羊

5克

099 年{辛苦，字第泊在5
電子產品(索尼

J000076日是 14 愛立信三于若是 l文 幸者還具4頁 不詳 不言羊

~IT. 
(紅))

。99年保管字;在3645
電子產品(索尼

100007694 15 愛立信手機 1 文 是去這共領 :t: t羊 不詳 不合31M卡
3品2.J祭W 

(台))

099 1f- );"f 管字第3657
10000是255

電子產品(行動
1文 苦苦這具領 1空t~忌f主 不詳 令SIM+-

E-AL仔U 電話)

099 -'f- f采茗，字第3.657
1 日 0004255 2 

電子孟晶(行動
I文 發達其領 陳志偉 不吉羊 合SIM卡

:我 電吉舌)

的9年4月2管字第3657
10000是255 3 一匕耳之2千辛‘褲子1

1組 發送共領 陳志f宮 不幸平
5克 件

刊另9年保管字第3783 10990066331 I 
電子產品〈電話

1?」 子去還共領 g 書長仁 不詳

lj rd 合心 自 機)

*17頁守共 3日玄



臺灣壘中地方掛察著扣押輛公告招攝清冊

保存忠告告

;::, -:r :llrL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為 數量 君主晉 處分方式 其是頁人 st.hl: {為主主

的9年保管?第3島是7 電子產品〈手機
100007388 l文 尋告還具領 不2平 不幸手

TJdeZzF u [令SÌ Rl卡 J ) 
的位年保管字第3871

。 99007，173 白色J:.足足 1件 發送其領 楊志榮 不詳

晏…幸?

。 99年保管字第 3871
099007是73 2 黛色安全帽 1 1"牛 發送其領 楊志縈 不詳

~~已
的♀年係管寄:萃的70

。 99005在58 黑色休烤羊主 1雙 哥哥還具領 社武松 本書字，
~!t 

口的年保管字第~07日
的9005858 2 眾色七分車車 11丰 發送兵領 社武松 不右手

t叫hJb, 

的9年f芷若守主黨是070
099005358 3 回 ~T~血 1 件 發還真領 社武松 不幸莘

會主
爪ZLY)逗，

omJ年保ff字第紛7日
09借口 05858 是 3平色H血 H司已 苦苦退共領 是土武松 不詳 有白色LO字樣

弩之

099 年保管字第4135
099001183 

電子是品(爭機 i
l文 發達共領 本書羊 不主事

~\t 文含電池)

自09牟保管字第是135
日99007183 2 

電子產品(SU卡
H美 發還其領 不詳 不幸事

號 15'&) 
099-'f-{采管字第417日

。990日55日7 ill1合一念f熱線 1個 發送共領 不幸羊 不詳

aDOYb U 

099i平保安字;:p， 4179
0990日 5597 2 單音念4濤被 1個 發送共領 不詳 本主羊

EE 
的?可'-1品告:宇策是215

101006865 22 在見企收支撐 l本 哥哥還具領 林玉去買 不幸手
5克

的9 -，f-j早管字第是215
1 日 1 日06865 23 混合帳 !本 發送兵鎮 林玉告晶 本主專

主E

OrJD.Jp保管字第 4215
10]006865 2是

何金明知表等Jt
11牛 哥哥還其是賞 林玉直直 不草草

,r!G 科

第 18 頁吋只 2573室



臺灣臺中地方槍察署扣押輛公告招明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F字號 流水5克 物品名稱 數達 苦受 眉之分方式 兵領人 主色占主 于晶室主

的9年保管三J: ~容是2日
1 () 1006865 25 !這身時在 2 支 哥幸還真品員 ;林玉娟 不詳

3司已

099年保管字 $4215
1 日100ß865 26 

隨身再表倘份光可喜
1)4 發送兵在寬 林玉緝 不詳

'~tJE 資料

。99'H革 J音字第 42日
101006865 27 f蹟份電腦光噱 lX 發這其領 林玉鍋 不幸尋

笠是全
J!J;". 

。 9[)年保位，字立在4223
100007869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哥哥還共領 不幸羊 不詳 合SI盟卡也

5克 電話(給我10))

的9年保管字第壘27日
1 日0007576

行動電話(含品

2支 發這其領 洪笙共 不幸羊
苦克 只卡〉

。 Dfl年保守賢:子弟在282
009007025 3 一字起手 1 文 哥拉蓋其領 不詳 不詳

吉克

的9年保管字第吐288
100001312 

其他刀城(水果
l文 發這其領 廖夸仁 不幸羊

豈是 JJ) 

O~) l)年保管字第4288
100001312 2 本單式安全榕 l1í且 發送具有頁 月異宗仁 不詳

號

的9年條管字第4288
100001312 命、2 透明繆帶 1個 哥哥還具領 廖宗仁 不詳

其'_'是'. 
099 Jf-保管字?書是293

。99005735 1 才車皮閱 1 包 發豆豆共領 龍之~1主A三 金中可r7青7J之區
~1!t 

的9 年保管字第 4324
100001271 手緣司令Slffi卡 l 申@ 發送共領 盒子芳 不幸羊

if; 
日~)i)年條巷，字第，132是

100001271 2 手機合SlJll卡 1文 發2護其領 全T芳 不詳

tt 
099年保管字第叫“

099005112 電子遠品(手機〉 2支 發送兵發 學領榮 不詳 于今Sl抽卡
君主

的9年保管等:第4384 淘金建設有限公
1010 1]是627 i UJï 發還兵領 要F永秋 不詳

r ~I/t 司 fr 古拉

謠:日正是w 可共 29 豆豆



保管字號 處分序混

的9年保管字第4384
101004627 

~r.t 

iOB9年保管字剝削
1000日5633

~、~

ü99 j'f- 1土安字;串連在12
。 990 日51 自9

3已是于
>月，

OB日斗保守舍字第斜的
。99007288

音色

09。有“保管字第 4460
。9900728日

lõrË' 5[,,!"_. 

。 99'::已係管字第4472
102D05179 

主化

099年保守法字;G 4480
1 日9日日惡心8

可包缸也子已

的9 -'1'-保管字第是48日
100004498 

已m老u 

自99年保管字第 448日
10000是498

tt 
。的年{早急于字第是495

10000569 ,3 
白色

。 99年假管字第4495
100005693 

我

099年保管二?=第4是 95
100005日93

會t

。 DO年保管字菜是5日 B
11 日20031]]

主E

臺灣查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輛公告招碩清冊

就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三堂哥 處分方式

2 f:p章 1顆 發豆豆共領

合一合司伶烏克

公司之切結書吾吾 11牛 發送~領

本

電子及品(1這身
1支 發還真領

哥華)

保險套 1金 發還具頓

2 潤滑立足 21li喜 苦苦這共領

上衣 2件 發還真毒草

1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送共領
電話令SD!卡)

2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送兵領
電話令S!M卡〕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送J等領D 

電話也令SIM卡〉

電子產品(隨身
2個 發還兵領

耳章)

2 文件 8張 發送兵領

。巳J 主愈是年一串 5文 發還真領

途物所有司在狀等
11牛 發送兵領

資料

第 20 cr '共 29 頁

各. 

其領人

鄭永秋

蔡宗奇

不詳

林彤去于

林彤好

余孟華青

林F字ρaduf 

林彥志

非本彥之、

i宋志華

l~志萃

;家忘義

2會 3青春t

主tk上 f是:主

不在手

不詳

不詳

本書羊

不詳

不幸羊

不詳

不祥 UFIH平

不言羊 NOKI .. \將

不幸羊

不幸羊

不詳

不詳



臺灣去中地方檢察署扣押輛公告招明清冊

AfiFtpf可立'苔之:-'f且;但品可&'t. 處分序tt 流水5克 物品名稱 數量 有富豪 且是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偽主主

。gg年保管守主Jf; 4513 
1 日0003316 黑色購物袋 l1lìl 哥哥選手專蟻 f可均真 至是中市沙星星區

3已在于
'j.i)'已

099J:ó_保管字 ~451是
099U0517是 2 革豆子 l 文 哥哥還共領 不詳 不詳

~~'t 

。 9n年係管字第是514
。 99日 05174 3 剪刀 l 文 發送其在頁、 不詳 不幸芋

號

的9年係管字第4514
。白白白。5 I74 生 斜口鉗 l丈 哥哥玉ï'iJH.ií: /j，、 企也可f謂 不詳

告:~t:

(1 \J II年保管字第的14
。9900517是 5 被主衷剪 l文 發送吳忠頁 不詳 不言平

i!,t 
。 9 !J Jf-保管字第4519

100003日 94
電子產品(行勁

1張 發送手已領 許世昌在 不詳
?Ë' 電話SI1!卡)lIJt,. 

的9年保管去F- $45J9
1.00003994 \)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f否還真領 | 吉午i!t縈 不了詩

5克 電話(今5服卡))

失。 99 年{采茗，三字:)，":451 9 
10000399司 3 

電子產品(行動
1文 發送兵領 許世榮 不詳

:…2E、't，'L、o 電話(今SBl卡))

。99年保守含辛第45是7
日 99005979

金大城大才真住戶
1本 發送共領 不幸羊 不祥

iï,lt 資料

。 9日年保安字;在吐55是
。9日0069制 郵局便利tE 紙盒 l金 在年這其領 偉長達樺 查中-;P:\'i 1軍區

號

1099年保安字第457S
101000568 牛日本 l本 吾吾還兵領 林淑女事 不 2平

z可prE』、

的9年保fP字第哇573
J 01000568 2 ?中 frJ 且在另 3墨綠 1 張 哥哥且還其領 4本是正主革 不幸羊

號

099J.. 保安字萍是589
102日 0662是 31 J于3首 1本 發送共領 熊秀慈 不詳

我

的9年保安字第 45的
10200662過 32 教訓i達 1手 3本! 發送兵領 統芳公司 不詳

買主 21 頁，共 29

真>



臺灣查中地方檢察署扣押輛公告招頓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F于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毒是 處分方式 具領人 主色Jill: f諾言主

()約有什呆著字第 4589 " 
1 日2006624 33 訂單 1本 發送共領 統*公司 不詳

~、b各u 

的1年L保守舍字第4589
102006624 3是 交易紀錄表 1本 哥哥還真領 說芳公司 不詳

號

的9年保管字第458 1}
10200662是 發這兵喂 統主手-"2;:-â] 不詳35 樣品 5金

J Et 
卅日9年保管字第45日B

1 日2006624 36 
光線( '1輩子郵件

3Jl 發送兵領 統主于公司 不詳

TtJh土，~r: 總〕

日 ~J\J年保管字第4592
的900563日 行動電話 哇文 發送兵領 l 屆=主芷抖克車抖主 不言羊

5危

09日卒于采管字第是5日是
lOOOO()7剎

æ-~莒給f!泉(旱的是
21平 發送JZ領 fm菜園 不詳

也是子 再且}:;>,'';.. 

()g日年保管字第 462在
099006976 2 拖拉 l雙 f告還共領 不詳 不草草

Et 
0(11)年f蒸發字第4628

自9日0069.76 3 丟在拍上衣 H牛 發還具學; 不古平 不幸手
~一[t

的9年保管字策是628
牛仔株 2f半 發3乏其4頁 不詳 不幸羊09900697(i 是

~!.lt 

日 99;手保管字第是628
。 99日 06976 BALf.:lO，lo豆禍J:.早已 11平 發送兵領 不詳 不言羊

~~.~ 
3 

;';:'rL 

的9年係管字 %4628
09900 (i9.76 6 BALE問黑色短褲 1平丰 哥哥還共領 不祥 不詳

意t

。 D9年保苦字第的28
0990069 .76 7 ZOLO黑色側背包 111問 發送兵穎 不吉手 不詳

苦克

099年保管字1(，4628 1099日白69í6
EUFd IR 8 他平主 1 焚 哥哥還共領 不詳 不詳

1 099年你?第4629 J 00000299 4 內衣 l車里 發還兵領 李 }![A是 查中可f

第 22頁，共之9 頁



臺灣臺中地方輸察署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冊

iFmD F門E亡 ~令﹒ z寸會品二已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置~ 可官迺, 處分方式 J~領人 主è.品主 偽主主

電子產品(行動
的9年保管字第4630

不詳自99日。7157 3 電話 d 含Sllli-卡 1丈 發送共領 主榮斌
吉克

口的年保管字第是6:3 1
100005210 1 5日以電子磅秤〉 ]個 發送兵領 直未嘉E生 | 不言羊

我
的9年保管字第是63J

100005210 2 
電子在品(如OK1A

1 文 發還主主領 主主嘉f笠 不詳

.%~ 手機〉
0 日 9年保管字第4638

099005276 文件夾資料 1本 發玉皇共領 不詳 不詳

)rf(. 

自 90且已保管字第4638
。99005276 2 光碟 2丹一 發送兵領 不幸羊 不莘莘

慧主

。99年係管字第的51
的9007692 吧?特機 1個 發還真領 不詳 不幸羊

EE 
099年儲安字第4674

的9007346 司司豆串辜會嗎孰 lf@ 發送其領 l兒文心 是中常大豆盔
1克

099牟保管字第4686
10000,3246 她章是甩棍 l個 發豆豆共4貢 主鬼忠J.t. 不詳

~it 

。告9年4辛苦字第4687
100006日30 3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送~領 5長芸望見 不幸羊 令sim卡1 月

品"品己， 電話〉

。 991手保管字;在哇694
100001585 電子1至品(手機) 1個 吾吾豆豆9凋 兵逢時 受中前大豆豆區

Tt,rIJ1 尪U 

099Sf-保管字第472日
的90日761)6 l 空白商業本票 1本 發送兵領 本主干 不古月三

驗，
099年保管字第4720

0990位7日06 2 空白荷葉本票 2本 發這共領 不詳 不草草
號

的9年i辛苦字弟是720
。 99007606 3 本JE 棧曾主 1 張 發送具領 不幸羊 不詳

舟J」只戶弘、

EE23EZTJ之 29 豆豆



查灣壹中地方檢察著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冊

;r才~ 弓丹t 弓-閩、'-:i)冒L』U. 處分F字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E藍白."" 且是分方式 兵領人 lßJ立k f醬註

的9年係管字第4720
099007606 4 便條紙 I張 哥哥還真領 不幸羊 不詩一

號

099年保管字第4720
0990日 760日 5 渣打銀行存總 1本 發這共領 不詳 '~~手E弋T_~屯" 

的9年4莘莘﹒字第吐720
發還J\.領 不幸羊 不祥

景色
。 990 日76日6 6 串串丹 7'í長

。99年保管字第5136
自99日。5925 毒面資料 2色 哥去送兵領 不詳 不言芋

5克

。 \)g年保管字第52日。
電子沒品

100002677 (HYCNDAI乎被1 1 文 發至是共領 劉詞箏 不詳
Z~ PK 

文)

。99年保安字第泣的
l[)0002677 2 

電子產品的IN卡
15ft 發這其領 學j誠等 不詳

說 1 至最〕

9 日9年保管字第52日: 電腦設做(筆記
不詳 不詳

acer(令這玲、
099007630 :台 苦苦這共領

綠〉告主 型電勝)... .>r ... 

。99年保安字第 5201
099007630 2 光碟丹 2丹 發還真領 不草草 不詳

T管;J，;t

。 99年條管字第5213
電子產品(行動

全中布大Z生這102002671 電話(含SH.I 4文 發送兵領 乏信手~

~t 
-卡) ) 

。 99年保管字第5213
7 的002671 ? 

年且實契約害〈房
2本 持這;其領 三[-1信都 受中常大雅區

~[，t 定 2支卒于立〉

099年保管字第5232
日 990日7023

電路設備(電腦

1個 發z踅兵領 2兆君主傑 查中可f

號 。學嗓)

在的年f呆著字第扭扭
10000.3141 l 美工刀 2文 發送共領 吾吾J股枝 不詳

3到~~υ? 

的9年保管守主第 5292
100003141 2 電纜操作:當 1 文 發送兵鎮 資}'~頁技 不詳

i 號

~24 頁‘共29 ß.! 



臺灣臺中地方輸察暑扣押輛公告招領3青帶

'H~;1f且丸:，. ~，寸且~~)"~、J 處分J于5克 抽水時
"昆 耳丘， 物品名科 童文章 會堂 處分方式 兵殺人 地址 備言主

i 099 年f辛苦字第52日2
黃頭技 不詳1000031 是 1 3 香蕉刀 1 支 哥哥還共領

::',,0,.. 

:;;:'ií一
的9年保管字第駝的

100001707 
電子產品(行動

i支 發這其領 陳英1踅 查中市里E房屋
號 品"如}

建已 OU

。 99年保管字第5301
100002716 2 手電筒 :文 苦苦逢其領 余科嵩 不幸羊，

咽Ahυ 

的9、羊子是管字;在 5317
100003日35 1 

金凌蛋糕食品手
11區 發送共領 主草案伴 受中市北臨

;;..t.、 在>骨泛泛干且支也3即d

的 9年保管字第5317
10日 0日3635 主ι> 辦公玄通知單 H長 發還真領 正是絮伴 查中乖地區

司 I品THJEG-

099牟{羊毛?字 ~531 日
100003639 l 是日賀卡 l張 發送共領 |到搞清雲 袋中常北區

2」品kJLh 

的自身L保管字;但531 \l 
100003639 2 

金陵~糕被金
11滋 發還真領 辜的主f奇主E 臺中市北這

"" (大)

099 iF-係等字第 531 日
1 日 0003639 。。

金投蛋糕i被金
1個 發王室共領 j1H車3青雲 至全中守主色豆豆

f 小)1:1毛

。99年保苦，字主~，5319 1000036 ;J f) 是
合院蛋糕食品手

l 個 寄去還兵領 墨'j孫清雲 全中市北盔
吧背'..1.".心 從袋

099牟f莘莘。字第 5342
1000033的

電子產品(行動
1文 吾吾送共領 綴涂民 不幸羊

會兒 電話(令SIM卡))

。 \19年保管字U; 5342 
100003366 2 

電子產品(行動
i文 發送兵鎮 領EFEt 不詳

2克 電話(含SIM-卡))

099-'1'-係 'if 字第 5342
100003366 3 

電子產品(行動
1 丈 在否還祟，領 車員涂民 不詳

]1.1(. 電話(令SlM卡))

IO\)giH~三月音字第 5358
。990位 7243 共他刀械(菜刀) 2文 發送兵鎮 不詳 不詳

I 高0，等u 

! 不詳1 099年保管字第在365 lU0007ß2是 3 
電子產品(行動

工文 給這共領 不詳

1 號 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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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輸察署扣押輛公告招嘎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F字號 淡水號 物品名稱 主主意明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正色J，上 f巷室主

卅日9lf:-保管字:車間的
10000762是 是

電子產品 CSIM
1 張 發星星其領 本主羊 不詳

吉克 卡)
5 

09\) 牟f早幸，字策的84
100 日03877 電話說嗎手抄本 3個 哥否還具領 l 且寄住倫 3芋，得

我

。rJ\J年保管字第 638是
lOD003877 2 電話手抄筆記本 :個 4吾至蓋其領 且喜f主伶 不詳

古玩

目的牟徐管字第638是
10日003877 3 

電子產品(行動
11酋 寄:-遺臭領 1每位伶 不詳

5ZijtIF 」 電話令SlM卡)

。 90年保管字第6384
100003877 哇

電子產品(行動
H區 發還真領 2害毛主倫 不幸草

ft 電話%SH!卡〉

的位年保管字箏的問
102日 02400 21 

玉山銀行大}[分
]本 吾吾主革共領 享F哲妥 不幸羊

我 行存摺

的9年保安字:ii: 6414 
10冊。0250 競選傳單卡 34張 發送5年領 林高 ZZ龍 不幸芋

1克

的$l年保苦，字;在 G414
100000250 2 追求人資料名單 是?是 發送共領 主社為雲章色 不草草

。a、iL 

。 9位年保管字第 6，114
100000250 3 筆記本 l本 發送其領 林高雲量已 不幸羊

j q!兒

。99年保管字第且是l是
100000250 是 ;在記本 l本 發這共領 林為雲籠 本書芋

~t 

。 99年保管工j:;倒是14
100000250 5 筆記本 1 本 發還真領 林為雲tbEE 不詳

我

0日9年保管字第 641 是
100000250 6 筆記本 1本 發送共領 4守主禹雲龍 本主羊

音色

099年保管字第5是 14
1 日0000250 令員名冊 H! 辛苦還共領 林高幸言青草 不詳

我

"i的年保發號字剝削 100005687 煙酒(稅) 1 8 文 苦苦這共領 ?是武雄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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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輸察署扣押輛公告招攝清冊

保管字號 1 處分J字號 言:17拉號 物品名稱 數量 置于量 處分方式 兵領人 主，t扯 是昔主主

的9年保管字第6424 11000056日7
且吵主b予

2 權益 111自 苦苦還具領 5長長車拉 不草草

。 99年保ff字第6是2是
100005687 4 本3居民 29張 發護主共領 張武雄 本主羊

3，可1齡「已4 

。 99年係管字 ~642是
100005687 

~l}t 
~ 商業本主是去年 1 本 發送具有直 5長武雄 不詳

099年保管字第5是立是
J 000056直7 5 設于半章~本 141長 普普選兵是買 張武雄 不詳

事}，~1υ ~ 

的9年保管字第642是
5 j'長 發還真是頁 5長我J雄 本主羊100005687 7 βfG主q主Irl\:已

號

。 99年係管丘1= ~ 642是
100005687 8 汽車買賣合書 1 張 發送共領 ?長武雄 不詳

吉尼

。99年你管字第6449
1 日 1000669 3 義毛3 l 文 發送具領 I ).工均發 不詳

吾先

1099年保管字第自在49
101000669 是

電子產品(行勃
l 丈 發送共領 江主中縈 不詳

5克 電話(令8111卡))

。99年保管字第6510
10200494日

電子產品 (LGJ俾…
l文 發豈是~領 林L主串Æ:_ 不幸羊 合SHl卡l張

EE 行動電話)

。~)g年餘，音字第 6;;日
1000 日是526 2 

千字撼(是事峰神農
2本 發達兵領 亨長急夏 不詳

5克 會)

O~J91p保管字;害的 11
1000011526 今'J flt..~支票據i惡 tlJ l 本 發i還具頓 5長率至1 不詳

主化

099年保管字第65Jl
10000吐526 4 

郵政划撥儲金主是
l本 只諷是V乏符這三其~、JfC古R 張卷笈 不詳

豆豆 紋單

099年銀管字Jg S522
電子產品

不幸羊1 日。自由3日41 (Anyc挂11將行動 a 發送共領 不詳

號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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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輸察署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冊

f耳之苦字號 i 處分F何處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兵領人 地址 苦苦苦主主

的9年保管字第65221 IOOOG3641 
電子產品

2 的nycall綽行動 l 文 發送兵領 不詳 不幸羊
號

電話)

的5年保管字第6527
電子產品

100003751 2 (目前JGA牌行動 i文 發送共領 陳途中 不幸羊"令
>，豆，

電話〉

。 99年保管字第6585
一般買賣土地增

09900766日 進土地增值稅緻 25長 發還具領 不詳 不幸羊
5克

款書

的9年f主管字 ~6585
。99007669 2 

不動是寅貴契約
11牛 等送兵領 /F詳 不詳

百，~ 書立本

1099J但{;~~去字第 6585
的90日 766日 3 95年契我綾款書 1張 發至蓋其領 不幸羊 不詳

tτ4企~l，t

098年保管字第6585
土地/建築改良

的9 日07669 4 Jf j育所有緩移轉 2件 ，發還其領 不詳 不祥
哥也

契約書

。 gg年保管字第6585
。 99007669 5 

成功大學在職詮
l張 發送兵領 不幸羊 不幸羊

吉E 明

。 g\)年保管字第6585
。990日 7669 6 戶手吾 E書本 15'在 發送共領 不幸芋 不幸羊

說

的9年保管字第 6585
099007ß69 7 

清華大學郵局投
3本 發還共領 不詳

5克 戶
。 99年保管字第 6607

100003是76 電子產品(乎我) I 文 發這其領 胡銘昌 不幸羊 合SIJ司令乙張
古至

仔仔9年保管字策的，13
100007284 ? 

S馴SU:JG行動電
1 支 .~fi鑫具領 不詳 不詳

! ~:æ 主RFL叮

1 日 99年將字第6653
1日閉目7084

電子在品 (USß咐:
i 僧 是去送兵在東 主凱甚E 本主羊

1 ~!ι 許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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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轍察著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冊

4系學字號 處分F乎給 流水君主 物品名稱 數量 重壹 處分方式 主幸者頁人 JMJl: 備?主;

;GG將保管字第6663
100007。在4 2 

電子產品(電子
1個 發豆豆~領 玉對Ut 不幸羊

~t 品幸秤 7

的9年保管字第66%
。99007708 本票 131'< 哥去還具領 何銘祥 查中可r~ l&

幸免

099年 1品管字第 6696

~t 
。 99日日7708 2 本祟 1張 發送共領 M銘祥 蓋全中常治區

。99年係告字第6696
。99日07708 3 本 3在 l 子長 f青豆豆其領 中守主皂幸事 去中于世尚昆

it 

0 日9年保管有三第6728
電子產品〈白搞

音色
105003059 色皮爾卡登乎總 l 文 發選其領 張志是主 不詳

(今SHr卡))

日99 年保管字第fí728
l 電子產品(黑色

10:5003日59 2 ANYC位L手機〔令 i 文 發還具領 張志奇主 不言羊

我
SIM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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