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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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壹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品也主止 備言主

。 98年係管字第 1201
。99001312 2 

電子產品(SONY
1 文 發送其領 林君 i登 臺中市南屯區

5克 手機今SIM卡)

。 98年保管字第 1201
電子產品

。99001312 3 (SASU自G手機令 l 文 發還具領 林君隆 臺中?有南屯區
5克

SIM卡)

。 98年係管字第 1201
。 99001312 4 

電子產品(MEGA
l 文 發還具領 林君隆 臺中市南屯區

號 手機令SIM卡)

100年保管字第767
100007287 外套 11牛 發送具領 林意彬 不詳

號

102年保管字第5019
105000280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送具領

廖俊堯家
臺中市東區

5克 的1M卡) 屬

1 日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卡) (:(已旗銀行)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2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卡) (台灣企銀)

103年係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3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這
卡) (中國信託)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哇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共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卡) (華泰銀行)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5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卡) (合作金庫)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6 交易明細表 2張 發還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1 日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7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送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電話)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卡) (華南銀行)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9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卡) (台灣企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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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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10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卡) (永豐銀行)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日 00780 11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這
卡) (華泰銀行)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12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朱福!瓷 新北市中和~
卡) (台北富邦)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13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卡) (土地銀行)

103年係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14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卡) (新光銀行)

103年係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15 存摺(台企銀) 1本 發還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16 存摺(華南銀行) 1本 發送其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r&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17 存摺(主吾泰銀行) l本 發還兵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18 存摺(新光銀行) l本 發還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19 存摺(土地銀行) l本 發送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20 存摺(台北富邦) l本 發還具領 朱福隆 新北市中和區

103年係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21 
問戶資料及證件

6張 發還具領 朱為隆 新北市中和這
影本

103年保管字第 19號 107000780 22 印章 3個 發還其領 朱福陰 新北市中和區

103年保管字第 222
煙酒(瑪締氏尊

1 日30010吐7 者蘇格蘭威士 1#瓦 發還具領 柯宗興 南投縣、正常里鎮
號

忌)

103年保管字第222
103001047 2 

煙酒(金賓波本
2封瓦 發還具領 柯宗興 南投縣、埔里鎮

號 威士忌)

103年保管字第222
103001047 3 

煙酒(人頭馬新
1 萬瓦 哥哥還具領 柯宗興 南投縣埔里鎮

號 卓越)

103年保管字第222 11030010哇7 是
煙酒 (smirnoff

2瓶 發還其領 柯宗興 南投縣、堉里鎮
號 I 伏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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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4系品占號
呂于 h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主主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主止 備;主

103年保管字第222
1030010是7 5 

燈酒(黑牌蘇格
1再瓦 發送其領 柯宗興 南投縣、埔里鎮

5克 蘭威士忌)

103年保管字第 222
103001047 6 

煙酒(帝王蘇格
l果瓦 發還具領 柯宗興 南投縣堵里鎮

號 蘭威士忌)

103年保管字第222
103001047 7 裝 i函中型紙箱 1個 發還具領 柯宗輿 南投縣埔里鎮

號

103年係管字第222
103001047 8 

煙酒(金門高梁
l瓶 發還其領 柯宗興 南投縣埔里鎮

號 j商)

103年保管字第377
106007856 

電子產品(電腦
l 台 發還具領 張玉雲 臺中市北屯區

5克 主機(廠牌CB))

103年保管字第377
106007856 2 

電子產品(電腦
1 台 發還具領 張玉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主機(廠牌CB))

103年保管字第 377
106007856 7 

U盾(中國工商銀
l 文 發還具領 張玉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行)

103年保管字第 377
106007856 8 存摺(大眾銀行) 9本 發還具領 張玉雲 臺中市北屯這

5克

103年保管字第377
106007856 9 存摺(郵局) 1本 發還其領 張玉雲 臺中市北屯區

號

103年保管字第 377
106007856 10 存摺(合作金庫) 3本 發還具領 張玉雲 臺中市北屯區

5克

103年保管字第709
103002320 灰紅色條紋襯衫 1件 發還具領 林f士偉 臺中市南屯區

5克

103年係管字第 709
103002320 2 深藍色牛仔褲 l件 發還具領 林仕偉 臺中市南屯區

號

103年保管字第709
103002320 3 咖啡色皮制外套 11牛 發還具領 林仕偉 受中市南屯區

號

103年保管字第709
103002320 4 才是，革主 l雙 發還具領 林仕偉 臺中市南屯區 藍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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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重 處分方式 兵領人 生也hl 備言主

103年係管字第 709
103002320 5 鑰匙 5文 發送其領 林仕偉 臺中可于南屯區

號

103年係管字第 709
103002320 6 安全帽 11l圓 發還具領 林仕偉 臺中市南屯區

號

103年保管字第 709
103002320 7 雨衣 l件 發送其領 林f士偉 受中市南屯區

號

103年係管字第3492
106007624 

健康食品日東二
l金 發還具領 王文太 臺北市大安區

5克 寶靈

104年係管字第 1511
106008016 進出貨單據一批 l箱 發還具領 張?買庸 臺中市北屯區

5克

104年係管字第 1670
106007441 

電子產品的1M卡
1個 發還具領 沈政良 高雄市楠梓區 HUAWEI 白色

號 2張)

104年保管字第 1670
沈政良 高雄市楠梓痘106007441 3 黃色背包 l1fiJ 發送其領

5克

10是年係管字第 1670
106007441 4 電鑽主且 1組 發還其領 沈政良 高雄市楠梓區

號

電子產品(SO叮

10吐年保管字第 1824
牌行動電話1 文

查中市北屯區107004907 (含電池1個、 l 文 發還具領 高昶興
號

Sl血卡1張、記憶

卡l 張))

104年保管字第2226
105000790 

其他刀械(開山
l 文 發送其領 巫f言賢 臺中市北區

號 刀)
104年保管字第2226

105000790 2 鐵鎚 l 文 發送兵領 巫f言賢 臺中市北區
號

104年保管字第3093
2 新臺幣

278000 
發還具領 筒文洲 臺中市沙鹿區

號
109008902 

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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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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備註

104年保管字第 3283
106008003 l 女革主 6雙 發還具領 莊立群 臺中市沙鹿區

5克

104年保管字第 3960
106007837 2 

電子產品(HTC行
l 文 發還兵領 陳俊宏 臺中市東勢區

號 動電話)

104年保管字第4409
109008914 

其他般物品
8本 發還具領 筒文洲 臺中市大里區

號 (林寶遠存摺)

104年保管字第4409
109008914 2 

電子產品(HTC手
l 文 發還具領 簡文洲 臺中市大里度

5克 機)

104年保管字第必09
109008914 3 

其他般物品
1支 發還其領 陳志明 臺中可于北屯區

號 (銘製球棒)

10是年保管字第4409
109008914 6 

電子產品(HTC手
l 文 發還具領 言午智嘉 臺中市北這

5克 機)

104年保管字第4哇。9
109008915 

電子產品(NOKEA
l 文 發還具領 葉明智 嘉義縣中埔鄉

號 手機)

104年保管字第4的9
電子產品

嘉義早在中埔鄉1090日8915 2 (SAMSUNG平板手 l 台 發還具領 業明智
號

機)

10哇年保管字第必29
假金條(編號

106008139 178137 、 2個 發還其領 王三郎 臺中市西屯區
號

178487) 
104年保管字第4501

106007592 芬殺松 11卒 發送具領 陳秋鎮 臺中市龍井區 農藥
號

10是年保管字第鈞。l
106007592 2 百試達固殺草 11'牛 發還具書頁 陳秋鎮 臺中市青色井這 農藥

號

104年係管字第4501
106007592 3 福瑞松 l金 發還具領 陳秋鎮 臺中市龍井區 農藥

5克

104年係管字第4501
106007592 4 托福松 1金 發還具領 陳秋鎮 臺中市龍井區 農藥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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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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靖言主

104年保管字第4501
106007592 5 加係扶 l 包 發還具領 陳秋鎮 臺中市龍井區 農藥

5克

104年保管字第4501
106007592 6 二四地納鹽 l 包 發還具領 陳秋鎮 臺中市龍井區 農藥

5克

10吐年保管字第是501
106007592 7 是內乃才芋 2 包 發還具領 陳秋鎮 金中市龍井這 農槃

號

104年保管字第4545
106007991 1 

電子產品(追蹤
l 台 發還其領 王竿怠 臺中市龍井區

合S1盟卡1 張、

號 器) 電池5顆

1 日5年保管字第69號 106008206 1 電子磅秤 111固 發還具領 黃良田 嘉義市西還

105年保管字第 69號 106008206 4 
電子產品(點鈔

l 台 發還具領 黃良田 嘉義市面這
機)

105年保管字第491
10600811l 8 SU誼SUNG黑色 l 文 發還具領 陳正芳

臺中市北屯區/受中市 S1M卡l張，螢

號 西區 且在破裂

105年保管字第491
10600811l 10 西/Í.\刀 l 文 發還具領 王致凱 臺中市北屯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 675
106007488 文件資料 1本 發送其領 陳五月廷員 臺中 ?Fi章子監

號

105年保管字第 675
106007488 2 文件資料 1本 發送其領 陳胡越頁 去中市潭子區

號

105年係管字第 675
1 日 6007488 3 文件資料 l本 發還具領 陳明廷真 臺中市i華子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 675
106007488 4 文件資料 l本 發還具領 i來胡績 臺中市潭子區

司虎

105年保管字第675
106007是88 5 文件資料 l本 發還具領 陳明顯 臺中市2章子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675
106007488 6 承諾書等資料 l本 發還具領 陳明顯 臺中市i翠子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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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克車 b號

已于心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主主星 重重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言主

105年保管字第675
106007488 7 雜記資料 l本 發還具領 陳羽絨 臺中市潭子區

5克

105年保管字第675
106007488 8 記事本 l本 發還具領 陳弱廷頁 臺中市i車子監

號

105年保管字第 675
106007488 9 記事本 l本 發還具領 陳羽絨 臺中市i單子區

號

1 日5年係管字第2343
106007295 4 

矽品終止勞動契
l張 發還具領 朱品癸 臺中市北屯這

號 約通知

105年保管字第凹的
元大銀行、臺灣

106007295 34 企銀、花旗銀 4張 發還其領 朱品榮 臺中市北屯區
5克

行、郵局金融卡

105年保管字第2467
106008082 外套 11'牛 發還具領 林俊益 臺中市大里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 2851
106007630 

電子產品(掃頻
1個 發送其領 林馬日勝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器 1個)

105年保管字第4541
106007491 樣冊 l本 發還具領 尤宏仁 查中市西屯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4851
107004386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還具領 !來奕傑 臺中?甘南屯區

5克 電話(iphone))

105年保管字第4914
106008203 身分設l張 1張 發還具領 林昭男 臺中市北屯區

5克

105年保管字第4914
106008203 2 f昔據3張 3張 發還具領 林目召男 臺中市北屯區

吉克

105年保管字第 5296
1060日 7334 電腦設備(螢幕) l 台 發還具領 姜f圭好 金中市中區

號

105年係管字第 5296
10600733是 2 

電腦設備(網路

1個 發還具領 姜佳好 受中市中區
5克 分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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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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起上 備言主

105年係管字第 5296
106007334 3 

電腦設備(監視

4 台 發送具領 姜佐好 奎中市中區
5克 器分享器)

105年係管字第 5296
106007334 4 

電腦設備(電腦

2台 發送其領 姜f圭好 臺中市中區
號 主機)

105年保管字第 5296
電腦設備(系統

106007334 5 連線控制器(臨 l 台 發還具領 姜佐好 查中市中區
號

檢燈))

105年保管字第 5296
10600733哇 6 記事本 l本 發還具領 姜佐好 臺中市中Gi

號

105年保管字第 5296
10600733是 7 員工管理規章 l本 發還具領 姜位好 臺中市中區

號

105年係管字第 5296
106007334 8 預約表 4個 發送其領 姜佳好 壹中市中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5296
106007334 9 

電子產品(無線
5文 發還具領 姜佳好 查中市中區

電對講機) \ 5克

105年保管字第 5296
器械設備(合作

10600733哇 10 金庫銀行刷卡 1 台 發送其領 姜佐好 臺中市中r&
5克

機)

105年保管字第5296
106007334 11 

器械設備(指紋
l 台 發送具領 姜位好 壹中市中區

號 機)

105年係管字第 5296
106007334 12 房筒動態表 12張 發還具領 姜佳好 臺中市中區

5克

105年係管字第 5296
106007334 13 潤滑液 l 包 發送具領 姜佳好 臺中市中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 5296
106007334 14 保險套(勁威牌) l 包 發還具領 姜佳好 臺中市中區

5克

105年係管字第 5296
10600733是 15 

係險套(夫力士
1 包 發還具領 姜佳好 臺中市中區

5克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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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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屯上 備言主

105年保管字第5296
106007334 17 小姐記中長冊 l本 發還具領 彭佩禎 臺中市后里區

號

105年保管字算 5296
106007334 18 周轉金帳本 1本 發還其領 彭佩禎 臺中市后里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5296
10600733哇 19 小女且排班表 2本 發還具領 彭婦[禎 臺中市后里區

號

1 日5年係管字第 5296
106007334 20 保險套(勁威牌) 1個 發還具領 彭娣[禎 臺中市后里區

5克

105年係管字第 5296
106007334 21 

保險套(夫力士
15個 發還其領 彭佩禎 查中市后里區

5克 牌)

105年保管字第5296
106007334 22 新金幣 37000元 發還具領 姜住去于 臺中市中 IÄ

號

1 日5年係管字第 5359
106008214 l 傳真機 l件 發還具領 黃本源 臺中市北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4日
106007573 3 皮包 1件 發還具領 林柔均 臺中市北屯區

5克

106年保管字第411
106007573 哇 包包 2件 發送具領 林柔均 奎中市北屯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 573
l本 發還具領

王冠傑之
臺中市太平區106007604 中長冊

家屬號

106年保管字第573 電腦設備(監視
發還具領

王冠傑之
臺中市太平~106007604 2 

器螢幕)
1個

家屬號

106年保管字第 573 電子產品(監視
發還其領

王冠傑之
臺中市太平區106007604 3 2支

家屬5克 器鏡頭)

106年係管字第 573
發送其領

王冠傑之
受中市太平區10600760是 4 房屋租貫契約書 11:固

家屬5克

106年保管字第811
106007457 

電子產品(電子
l 台 發還具領 劉秀滿 壹中市太平區

5克 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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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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領人 主也起上 備言主

106年保管字第889
106007346 3 筆記本 l本 發還其領 張詩~ 臺中市豐原區

5克

106年保管字第 983
106007341 2 灰色外套 1件 發還具領 黎冠廷 金中?甘南屯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 1022
1 日 6007555 六合彩手冊 l 支 發還具領 急永富 奎中市潭子區

號

(含黑色背包1106年保管字第 1470
106007343 

電腦設備(筆記

2 台 發還具領 楊宣慕 臺中市清水區
5克 型電腦)

106年保管字第 1513
106008211 身分證 1張 發還其領 丁虹葉 臺中市大雅旦

號

106年保管字第 1793
106008490 5 

電子產品(電子
2個 發還其領 潘唆字 臺中市北1&

號 磅砰)

106年保管字第 1793
106008490 6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潘J妥宇 壹中市北區

5克 (內合SIM卡))

106年保管字第 1793
106008490 8 

分裝紙袋(未使
5個 發還具領 潘唆字 查中 rp北區

號 用)

106年保管字第 1793
1 日 6008490 9 夾鏈袋 104個 發還具領 潘唆宇 臺中市北區

號

1 日6年保管字第2248
106007934 

電子產品(電腦
l 台 發還具領 張家維 臺中市豐原區

號 伴唱機)

106年係管字第2248
106007934 2 

電子產品(點歌
11:回 發還其領 張家維 臺中市豐原區

5克 遙控器)

106年保管字第2248
106007934 3 點歌本 1本 發還具領 張家維 臺中市重史原~

號

106年保管字第23的
107005452 

電子產品(電子
2 台 發還具領 蘇家德 南投縣、魚;也鄉

5克 耳旁秤)

106年保管字第2340
107005452 4 

其他般物品
1 包 哥去還具領 蘇家德、 南投縣魚池鄉

號 (咖啡包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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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兵領人 士也起上 備言主

106年係管字第2340
107005452 5 

電子產品(研磨
l 台 發送具領 蘇家德 南投縣、魚池鄉

5克 機)

106年保管字第目的
107005452 6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蘇家德、 南投縣魚池鄉

號 (濾網)

106年保管字第泊的
107005是52 7 

電子產品(封口
l 台 發送具領 蘇家德 南投縣魚?也鄉

號 機)

106年係管字第 2440
106008540 f昔據 1張 發送其領 張萬霖 彰化縣埔心鄉

號

106年保管字第 2440
106008540 2 機票(存根聯) 2張 發還具領 張萬霖 彰化縣埔心鄉

號

106年保管字第2460
1 日 6007522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李元元 臺中市北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2的8
106007在52 郵局存摺 1本 1個 發還具領 蔡正霖 臺中市西屯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2是98
106007是52 2 fp 章1個 1個 發還具領 蔡正霖 臺中市西屯區

號

106年係管字第 2498
106007452 3 郵局金融卡 1 張 發還具領 蔡正霖 去中市西屯區

5克

106年係管字第 2773
106007531 2 

電子產品(電子
1個 發還其領 彭翔閔 臺中市烏臼區

5克 磅秤)

106年保管字第2833
107007757 l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陳維傑 受中市北屯區

號 (襯衫)

106年保管字第2833
107007757 2 

其他一般物品
l雙 發還具領 陳維傑 臺中市北屯區

號 (拖鞋)

106年係管字第2833
107007757 3 

其他般物品
l雙 發還具領 球維傑 臺中市北屯區

號 (運動鞋)

106年保管字第2962
10600849哇 吉己帳本 l本 發還其領 王健宗 臺中市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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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主皂白號
屆主于 '"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豆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拖上 備言主

106年保管字第2962
106008494 2 

合作金庫銀行存
2本 發還具領 玉健宗 受中市 合提款卡l張

號 摺

106年係管字第2962
106008494 3 廣進工程行印章 2個 發還具領 王健宗 臺中市

號

106年保管字第2962
10600849是 4 

106年5月份記帳
l 張 發還具領 玉健宗 臺中市

號 明知單

106年保管字第2962
106008哇94 5 現金簿 2本 發還具領 王f建宗 臺中市

5克

106年保管字第2962
10600849哇 6 

106年5月份支出
l件 發還具領 王健宗 臺中市

5克 收入明知資料

106年保管字第2962
106008是94 7 土地租貨合約書 l本 發還具領 玉f建宗 臺中市

5克

106年保管字第 2962
106008494 8 二聯估價複寫本 127本 發還共領 王俊宗 臺中市

號

1 日8年保管字第2962
106008494 9 

桌曆〈客戶聯絡
3本 發還具領 主{建宗 臺中市

號 責料〉

106年保管字第 2962
日軍鼎資源管理股

臺中市北屯區106008494 10 份有限公司請款 5件 發還其領 姜智隆
號

單

106年保管字第2962
106008494 11 台中銀行匯款單 3張 發還具領 姜智隆 臺中市北屯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2962
106008494 12 便條紙 4張 發還共領 姜智隆 臺中市北屯區

5克

106年係管字第2962
106008494 13 

台中銀行存摺影
8張 發還具領 姜智隆 臺中市北屯區

號 本

106年保管字第2962
106008吐94 14 薪資袋 1個 發送具領 姜智 i奎 去中市北屯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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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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也í.ù: 備言主

106年係管字第3357
107007320 

電腦設備(華碩

l 台 發送具領 翁仲儀 臺中市烏日區
號 筆電)

106年係管字第3387
106008132 

其他刀械(水果
1 文 發還具領 陳宏志 臺中市大豆豆

號 刀)
106年保管字第 3387

106008132 2 其他刀械(鍊刀) l 文 發還其領 謝進聰、 臺中市大里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 3521
106007780 6 打火機 l 文 哥去還具領 楊大慶 臺中市西屯區

5克

106年保管字第3597
王創弘 嘉義縣、鹿萃鄉106007839 l 麻將 l 副 發還兵領

號

106年係管字第3597
106007839 2 搬風 l顆 發還具領 王創弘 嘉義縣鹿萃鄉

號

106年係管字第3597
106007839 3 牌尺 4文 發還具領 王創弘 嘉義縣鹿草鄉

號

1 日6年保管字第3597
1060日 7839 是 餃子 3顆 發還具領 王創弘 嘉義縣、鹿萃鄉

號

106年保管字第3600
106007302 l 中國農業銀聯卡 l張 發還其領 林松融 臺中市北屯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3600
106007302 2 

中國農業銀行E
1個 發還具領 林松融 蓋全中市北屯區

號 盾

106年係管字第3600
106007302 3 

大陸地區電話IC
1 張 發還具領 林松融 臺中市北屯區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3600
106007302 4 網路無緣分享器 2個 發還具領 林松品生 臺中市北屯區

號

106年係管字第3604
106007386 

電子產品(高功
1文 發還具領 吳英豪 中兆閏市才~t園區

號 率雷射筆)

106年保管字第3605
106007768 菜刀 l 文 發還具領 林文陽 臺中市:華子區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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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主也拖上 備言主

106年係管字第3839
106008541 三節鐵棍 l 文 發送其領 美幸如 臺中市北屯區

5克

106年保管字第3939
106007767 l 

其他刀械(蝴蝶
l 文 發還具領 林金忠 金門早在金城鎮

號 刀)
106年係管字第4022

106007747 2 提款卡 l張 發還具領 周祖廷 全北市信義這

號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電子產品(行動

無Sln卡109001376 電話( 1 文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IPHONE) )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109001376 2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其領 石誠皓 臺中市沙鹿區 無Sln卡

號 電話 (HTC) )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電子產品(行動

無Slll卡109001379 電話( l 文 發還具領 i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IPHONE) )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3 

電子產品(行動
I 文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無Sln卡

號 電話 (OPPO) )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4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無Slll卡
號 電話 (SONY) ) 

106年係管字第是312
109001379 5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送兵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6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信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79 7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興業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哇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79 8 卡) (中國郵政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儲蓄銀行)

第 14 頁，共 34 頁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呈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主也起上 備言主

106年係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79 9 卡) (廈門國際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號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10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書頁 j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興業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11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書頁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興業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12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吐312
109001379 13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況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古虎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14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79 15 

金融卡(今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信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79 16 卡) (中國建設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號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吐312
109001379 17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i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中信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79 18 卡) (廈門國際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號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是312
金融卡(合現金

109001379 19 卡) (中國郵政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儲蓄銀行)

金融卡(含現金 一T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20 1 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浦發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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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星 主主星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品也主止 備言主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21 

金融卡(含稅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22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23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兵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2哇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79 25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79 26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章主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吐312
109001379 27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侃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是312
109001379 28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兵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 日6年係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79 29 卡) (中圓農業 l張 發還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華民才于)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金融卡(今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4 卡) (中國農業 l張 發還具領 l元乙哲
號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章主化市10900138哇 2 卡) (中國農業 l張 發還其領 況乙哲
5虎

主良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是 3 卡) (中國農業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5克

主晨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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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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J.II: 備言主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稅金

109001384 4 卡) (中國農業 l張 發還具領 侃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主民才于)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4 5 卡) (中國農業 1張 發還其領 l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4 6 卡) (中函農業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主良j于)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4 7 卡) (中國農業 l張 發還具領 l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哇 8 卡) (中國農業 l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華民才于)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合現金

10900138是 9 卡) (中函農業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華民行)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哇 10 卡) (中國農業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11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交通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吐312
1 日 9001384 12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交通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13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交通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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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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具領人 主也起上 備吉主

106年係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早在彰化市10900138是 14 1 張

號 卡) (交通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15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交通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16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統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交通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4 17 卡) (中國工商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華民千于)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日 1384 18 卡) (中國工商 l張 發還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吐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4 19 卡) (中國工商 l張 發還具領 仇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吐 20 卡) (中國工商 1張 發送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合現金

109日 01384 21 卡) (中因工商 l張 發還具領 !先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 日 900138是 22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況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中圓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23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l先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是312
109001384 2吐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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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吳忠頁人 生也起上 備言主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是 25 

金融卡(今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是312
109001384 26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是 27 卡) (津州農商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主晨才于〉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2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信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29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信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是312
109001384 30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i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中信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6 卡) (中國建設 l張 發還其領 況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直晨才于)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6 2 卡) (中國建設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6 3 卡) (中國建設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 日 9001386 4 卡) (中國建設 1 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自虎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6 5 卡) (中國建設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號

主!l-i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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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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7Jι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兵領人 主也hl: 備言主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6 6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台中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的12
109001386 7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兵者頁 阮乙哲 彰化早在彰化市

號 卡) (合中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1元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圓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9 

營業小客車駕駛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職業登記證

106年係管字第是312
金融卡(令現金

109001386 10 卡) (中國工商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銀行7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6 11 卡) (中函建設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6 12 卡) (中國工商 l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6 13 卡) (中國郵政 l張 發還兵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儲蓄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6 14 卡) (中國郵政 l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諸蓄主晨才于〕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6 15 卡) (中函郵政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儲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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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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 重 i 處分方式 兵領人 地址 備吉主

106年保管字第哇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6 16 卡) (中國郵政 l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號

f諸蓄畫展才于)

106年保管字第是312
109001386 17 

金融卡(今現金
1張 發還兵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吐312
109001386 18 

金晶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19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司虎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1 日 9001386 20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109001386 21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的12
109001386 22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j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是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6 23 卡) (中國工商 1張 發送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主&.1于)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24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l元乙哲 彰化縣章主化市
號 卡) (廈門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25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招商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26 

金融卡(含現金
I 張 發送具領 j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招商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27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l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招商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6 2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興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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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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生也起上 備室主

106年保管字第是312
109001386 29 

金融卡(今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興業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109001386 30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信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i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興業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日 01388 2 卡) 0幸州農商 1張 發還具領 l兒乙哲
號

生民行)

106年保管字第幼兒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8 3 卡) 0章州農商 l張 發還具領 i兒乙哲
號

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8 4 卡) (中圈農業 l張 發還具領 !先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孟浪才于)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5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招商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哇312
109001388 6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況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函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8 7 卡) (中圓建設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5克

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8 8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信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109001388 9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浦發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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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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星 重重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起上 備言主

106年係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8 10 卡) (廈門函際 l張 發還吳忠頁 阮乙哲
號

主晨才于)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11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招商銀)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8 12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8 13 卡) (中國郵政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號

儲蓄銀行)

1 日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8 14 卡) (津洲農商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號

對民手于)

1 日6年係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09001388 15 卡) (中圈建設 l張 哥去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章良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16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泉州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17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招商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8 18 卡) (中國郵政 l張 發還具領 j兒乙哲
號

儲蓄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8 19 

金融卡(令現金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興業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20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第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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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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兵領人 主也起上 備註

106年係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8 21 卡) (津洲農商 l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5虎

基良4于)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22 
金融卡(今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l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浦發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時12
109001388 23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j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24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8 25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109001388 26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8 27 l 張 發還具領

5克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28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送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中國銀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金融卡(含現金

1 日9001388 29 卡) (中國農業 l張 發還具領 統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銀行)

106年係管字第是312
金融卡(含現金

彰化縣彰化市109001388 3日 卡) (中國農業 1張 發送其領 阮乙哲
號

量民行)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是 31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況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哇312
10900138哇 32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侃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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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主主革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主也起上 備言主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33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34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35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寺頁 l先乙哲 章主化果是、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36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37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3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39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4 40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是 41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哇2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l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哇 43 

金融卡(合現金
1張 發還其領 l況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幼兒
10900138哇 哇哇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青虎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45 

金融卡(令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 日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4 哇6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l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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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教皇 重重 處分方式 具領人 生也hl 備言主

1 日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4 是?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48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送具領 !先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吐 49 

金融卡(含稅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4 50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l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是312
109001384 51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兵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 日 9001384 52 

金融卡(令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i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53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哥去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是 54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兵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55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是 56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4 57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幼兒
10900138哇 5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4 59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 日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4 60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1元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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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備言主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6 31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送具領 l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32 

金融卡(今現金
1張 發還共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109001386 33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3是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35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36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37 

金融卡(含混金
l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38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j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39 

金融卡(合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是312
109001386 40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6 41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f匕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哇312
109001386 甚2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43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I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44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j先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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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孟之星 重重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吉主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是5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是312
109001386 46 

金融卡(含稅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109001386 是7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4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是312
109001386 49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50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6 51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章主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52 

金融卡(合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53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況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的12
109001386 54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55 

金融卡(含混金
1張 發送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是312
109001386 56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係管字第的12
109001386 57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是312
109001386 5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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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其領人 生也起上 備言主

1 日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59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呆在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6 60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109001388 31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32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l先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是312
109001388 33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3是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送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35 

金融卡(含混金
l張 發送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 日 9001388 36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吐312
109001388 37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吐312
109001388 3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況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哇312
109001388 39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i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1 日 9001388 40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書頁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41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
21109001388 42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送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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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拖上 備言主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43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送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吐312
109001388 44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甚312
109001388 45 

金融卡(含現金
1 張 發還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46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47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的12
109001388 4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49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l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50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j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8 51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況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 日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52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i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是312
109001388 53 

金融卡(合現金
l張 發還兵在頁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5是

金融卡(含稅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55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56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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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其領人 主也拖上 備主主

106年係管字第吐312
109001388 57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8 58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59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8 6 日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 日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8 61 

金融卡(令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8 62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63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自虎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64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係管字第是312
109001388 65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送其領 阮乙哲 彰化早在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係管字第吐312
109001388 66 

金融卡(含現金
1張 發送兵領 l兄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卡)

106年係管字第4312
109001388 67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送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68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具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卡)

106年保管字第4312
109001388 69 

電子產品(網銀
27個 發還其領 阮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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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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也址 備註

106年保管字第4312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1388 70 (房屋租任契約 l本 發還具領 侃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書)

106年保管字第4312
其他一般物品

109001388 71 (家樂福線上購 l張 發還具領 l兒乙哲 彰化縣彰化市
號

物帳單)

106年係管字第是334
106007829 菜刀 1 支 發還具領 阮氏水 彰化縣福與鄉

號

106年係管字第4363 電子產品(ASUS
發還具領 五世明

臺中市大里區/臺中市
今SIM卡

5克
106007520 

牌行動電話) l 文
霧峰區

106年保管字第437是
106007361 2 fp章 2個 發還其領 陳偉立 臺中市沙鹿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4374
106007361 4 主農渡書 l張 發還具領 陳偉立 臺中市沙鹿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4559
106008189 2 塑膠彈丸 15顆 發還具領 會士堯 彰化縣員林市

號

106年係管字第4593
106007556 簽草 1張 發還具領 詹永富 臺中市潭子區

5克

106年保管字第4593
106007556 2 欠債單 1張 發還其領 詹永富 全中市潭子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5098
107002292 2 電子磅秤 H固 發送兵領 古按住 受中市南屯區

號

107年保管字第 563
107006342 3 

其他一般物品
l 張 發送具領 巫采泰 查中市:有屯區

號 (台亞石油發票)

107年保管字第 1988
107007254 2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李忠言合 臺中市大安區

號

107年保管字第2097
107008406 

電子產品(Sony
l 文 發送具領 張怠悉 南投縣魚?也鄉

號 牌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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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係管字第2426
109009089 8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具領 !來文摹 臺中市沙鹿區

號 (銘棒)

107年保管字第2426
109009089 9 

其他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陳文華 臺中市1少鹿區

5克 (帽子)

107年係管字第2426
109009089 10 

其他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陳文革 臺中市沙鹿區

號 (衣服(上衣))

107年保管字第2是26
109009089 11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送具領 陳文華 臺中市沙鹿區

號 (褲子(短褲))

107年係管字第 2吐26
109009089 12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送兵領 陳文革 臺中市沙鹿~

號 電話)

107年保管字第 2吐26
109009089 13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送其領 何佳桑 臺中市梧棲區

號 (帽子)

107年保管字第 2476
108001789 

電子產品(存有
111國 發送其領 楊竣定、 高雄市林園區

號 錄音檔!這身碟)

107年保管字第2750
1 日 7008605 1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蕭有哲 受中市南屯區 未令SI血卡

號

107年係管字第3992
其他一般物品

107008233 (鎖頭(含鑰匙2 111固 發還其領 車f琦 臺中市石同區
號

才巴))

107年保管字第3992
107008233 2 

其他般物品
是文 發還具領 劉琦 臺中市石同區

號 (機車鑰匙)

108年保管字第977 電子產品(APPLE
臺中市霧峰區109009168 1個 發還具領 張益銘

螢幕破裂號 IPHONE 手機)

108年保管字第4030
109008980 

其他般物品
l文 發還具領 詹凱富 壹中市堂原區

號 (鐵#昆)

108年保管字第哇。30
109008980 2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具領 黃f章綸 臺中市南屯區

號 (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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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保管字第339
109008986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主馨 查中市北屯區

5克 (外衣) . 
109年係管字第339

109008986 2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其領 主馨 臺中市北屯區
號 (衣物)

109年係管字第2261
109008968 

其他一般物品
I 文 發還其領 陳廖呈 臺中市梧牛妻區

5克 (手機(華碩牌))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保管字第 5082
109008996 5 

(SAMSUNG手機
l文 發送具領 黃鴻吉 金南市仁德、區

號 (藍色，無S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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