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擋號:

係存年限:

公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團 1m 年 4 月 8 日
發文字號:中檢增總贓字第 11009000950號
附件: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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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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言主

。97年保管字第3375 1 日 6003662 1 文件資料 8張 發還具領 陳元杰 臺中市北區
5克

。 97年保管字第 3375 106003662 2 先覺公司資料 6張 發送其領 陳元~ 臺中市北區
號

。97年保管字第 3375
106003662 3 相月 4張 發送具領 陳元杰 臺中市北區

號

的7年保管字第3375
106003662 4 光碟 l 片 發還具領 陳元杰 臺中市北區

號

。97年係管字第3375
106003662 5 稽杏資料 18件 發還具領 i宋元杰 臺中市北區

號

。97年保管字第 3375
106003662 6 稽杏簽至'1 簿 1件 發還具領 陳元杰 臺中市北區

號

。97年保管字第3375
106003662 7 桌曆 l本 發還具領 !宋元是三 壹中市北區

5克

。 97年保管字第3375
106003662 8 通訊錄 2張 發還具領 陳元杰 臺中市北區

號

。97年係管字第 3375
106003662 9 

嘉年華ktv免費
68張 發送其領 陳元杰、 臺中市北區

5克 歡唱卷

。97年保管字第3375
106003662 10 

嘉年華ktv成謝
21張 發還具領 陳元杰 臺中市北區

號 卡

。97年保管字第3375
106003662 11 

八大行業法令匯
l本 發還具領 陳元杰 臺中市北區

5克 編

。97年保管字第 3375
106003662 12 消防簽證資料 26件 發還其領 1家元杰 去中市北區

號

。97年保管字第3375
106003662 13 消防簽證資料 411牛 發還具領 陳元~、 臺中可于北區

號

的7年保管字第 3375
106003662 1 哇 客戶資料 2件 發還其領 陳元杰 臺中市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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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星 處分方式 兵領人 主也起上 備言主

。97年保管字第3375
1 日 6003662 15 會計資料 3件 發送具領 i來元杰 金中市北區

號

。97年保管字第3375
106003662 16 

消防安全設備改
是千辛 發還具領 陳元杰 臺中市北區

號 善言十書

。97年保管字第3375
106003662 17 +長若是資料 2件 發還具領 陳元來 臺中市北區

號

。97年保管字第3375
106003662 18 資料帳冊 6件 發還具領 陳元杰 臺中市北區

號

。97年保管字第 3375
106003662 19 印章 3吐顆 發還其領 陳元杰 臺中市北~

5克

。97年保管字第 3375
106003662 20 光碟 l 片 發還具領 i宋元舟、 臺中市北區

5克

龍毅砂石
1 日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印章 7個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 l&
5克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2 印章 2個 發送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號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係管字第 2261

105005559 3 fp 章 是個 發送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號

公司

龍毅砂、石
1 日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4 
估價單及砂石車

l 箱 哥去還具領 股份有限 查中市大甲區
號 進場過耳旁統計表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 日 5005559 5 過磅單及簽單 l箱 發還具領 R史1J}-有限 臺中市大甲r&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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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起上 備言主

100年保管字第2261
龍毅砂石

105005559 6 上班打卡卡片 l張 發送具領 且主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號

公司

100年保管字第2261
龍毅砂石

105005559 7 帳冊 l本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號

公司

100年保管字第2261
龍毅砂、石

105005559 8 薪資單 5張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號

公司

100年保管字第 2261
音色毅砂、石股份有 龍毅砂石

105005559 9 限公司土木工程 l張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全中市大甲區
號

付款單 公司

龍毅砂石股份有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 2261
105日 05559 10 

限公司場內級單已
1件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壹中市大甲區

號 土石方搬運租工
公司

工資表及

100年係管字第2261
苑車里鎮公庫送款 龍毅砂、石

105005559 11 恣單回單急轉包 2張 發還具存頁 股份有限 壹中市大甲區
號

青色毅公司簽單 公司

100年保管字第2261
龍毅砂石

105005559 12 砂石買賣合約書 l張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5虎

公司

100年保管字第2261
龍毅砂石股份有 龍毅砂石

105005559 13 限公司公司登記 l張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去中市大甲區
號

證影本 公司

100年保管字第 2261
龍毅砂石股份有 龍毅砂石

105005559 14 限公司營利事業 1張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痘
號

登記證影本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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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共領人 地址 備誰

內政部等建署城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15 鄉發展分著書函 l張 發還具領 股份有很 臺中 rp大甲還
號

彩本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 2261

105005559 16 
龍毅公司營造方

3張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壹中可T大甲區
號 生十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17 帳冊 3本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5克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18 工廠換證申請書 11'牛 發還具領 股份有很 受中市大甲區
號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 2261

105005559 19 
進場車輛車牌登

1張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號 記表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20 帳單 3張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號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21 
挖土機及推土機

l件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這
號 用油簽單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22 
廠房新建地下室

l件 發還具領 股份有很 臺中市大甲區
號 開挖工程計畫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係管字第2261

105005559 23 
苗果縣、苑車里鎮公

11'牛 發還其領 股份有很 臺中市大甲~
5克 所財務標售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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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領人 生也hl 備言主

龍毅耳豆、石
100年係管字第 2261

105005559 24 
苗果縣、苑裡鎮公

1件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奎中市大甲區號 所函
公句

1毒手里溪泰本土橋;可
龍毅砂石

100年係管字第2261
105005559 25 

這拓寬工程剩餘
11'牛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5克 有價土石方測量

公司
調杏工作

龍毅砂石股份有 龍毅衫，、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26 限公司興辦事業 11'牛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號
用地計書書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係管字第2261

105005559 27 
臺中縣、政府處分

l件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受中市大甲區5克 書影本

公司

龍毅老)1石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28 電費通知及收據 l張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壹中市大甲區號

公司

財政部國有財產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29 局台灣中區辦事 l件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這
號

處書函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係管字第2261

105005559 30 
法院文書相關資

l件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1&號 料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31 經濟部礦物局函 3張 發還具領 股份有很 臺中市大甲區
5虎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32 
內政部營建著城

l張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5克 鄉發展分署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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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晉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生也:w: 備言主

經濟部工商企業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33 經營概況(季)調 4張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號

杏表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 2261

105005559 34 
合夥砂石廠讓渡

1件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號 契約書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 2261

105005559 35 
河川公地讓渡契

1 包 發還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5克 約書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36 
存摺(存摺(國泰

2本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壹中市大甲區
號 t丑華銀行))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37 匯款單 2張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 l&
號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保管字第2261

105005559 38 許慶隆名片 2金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痘
號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係管字第 2261

105005559 39 
電子產品(監視

l 台 發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1&
號 器主機)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係管字第 2261

105005559 40 
電子產品(監視

l 台 發送其領 股份有限 壹中市大甲l&
號 器螢幕)

公司

青色毅砂石
100年係管字第 2261

105005559 41 
電且當言史備(電腦

1 台 發送其領 且主份有~[t 臺中可于大甲區
5克 鍵盤)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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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且自號
呂于心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重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土也址 備言主

龍毅砂、石
100年係管字第 2261

105005559 42 電腦設備(滑鼠) 1個 哥去還具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5克

公司

龍毅砂石
100年係管字第 2261

105005559 43 台中市政府函 1件 發送其領 股份有限 臺中市大甲區
號

公司

101年保管字第 965
102001090 8 

中函醫藥大學急
1件 發還其領 常光健 臺中市北區

號 診收據

101年保管字第965
102001090 9 

中函醫藥大學診
1件 發還其領 常光健 臺中市北~

號 斷證明書

101年保管字第965
102001090 10 ;登 i青醫院收據 11牛 發還其領 常光健 臺中市北區

號

101年保管字第965
102001090 11 

澄清醫院診斷證
l件 司去還具領 常光健 臺中市北區

號 明書

101年保管字第 965
10200109日 12 

宏恩醫院急診費
l件 發送具領 常光健 臺中市北區

號 明細

101年係管字第 965
102001090 13 

宏恩醫院診斷發
l件 發還具領 常光健 查中市北區

號 明書

101年保管字第 965
102001090 l吐 }I頂天醫院收據 11牛 發還具領 常光健 去中-;p北區

號

101年保管字第 965
102001090 15 

j 頁天醫院診斷證
11'牛 發還具領 常光健 壹中市北區

號 明書

101年保管字第 965
102001090 16 

國泰世摹銀行存
4本 發送其領 常光f建 臺中市北區

號 摺

101年保管字第 965
102001090 17 

合作金庫銀行存
1本 發還其領 常光健 臺中市北區

號 tti 
101 年保管字第965

102001090 18 台中銀行存摺 l本 發還具領 常光健 臺中市北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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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按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且由號
呂于心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星 重量 處分方式 兵領人 士也J.ù: 備註

101年係管字第965
102001090 19 

美商安泰人壽人
7本 發還具領 常光健 臺中可于北區

號 壽保單

101年保管字第965
10200109日 20 係草 日本 發送兵領 常光健 臺中市北區

號

101年保管字第965
電子產品(行動

10200109日 21 電話(含SIM卡1 l 支 發還具領 常光f建 查中可于北區
號

張))

101年係管字第 965
10200109日 22 

新光人壽保險公
3張 發還具領 常光健 臺中市北區

號 再理貝吾受王里證明

101年保管字第1501
102000848 3 耐熱水臺 1個 發還具領 丘~i士?事 臺中市西屯區

號

102年保管字第4667
103001191 安全帽 1個 發還具領 林伯淳 臺中市西區

5克

102年保管字第5408
104007064 5 新臺幣 311元 發還其領 卓黃棟柱 臺中市南屯區

號

103年保管字第226
104001646 3 實驗室維護紀錄 I本 發還其領 謝耀元 臺中市南區

5克

103年保管字第226
104001646 4 

冷凍且丕胎記錄本

1本 發還其領 言青t耀元 查中市南區
5虎 (1) IVF專用

1 日3年保管字第226
104001646 5 記錄本 1本 發還其領 言自f耀元 臺中市南區

5克

103年係管字第226
精液分析人工受

10哇。 01646 6 孕試管嬰兒登記 1本 發還共領 謝耀元 臺中市南區
5克

本

103年保管字第226
10是001646 7 記錄本(2) 1本 發送具領 謝耀元 臺中市南區

號

103年保管字第 226
104001646 8 病歷 l本 發還具領 謝耀元 查中市南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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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在急申奇是
已;于心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hl. 備言主

103年保管字第 226
1040016吐6 9 病虛 l張 發還具領 謝耀元 臺中市南區

號

103年保管字第226
10哇。 016哇6 10 藥單 23張 哥去還具領 謝耀元 臺中市南區

號

人供協助生痘技
103年保管字第3708

1040016哇5 術醫療機構99年 l本 發送具領 謝耀元 查中市南區
號

續言乎相關資

103年係管字第3708
102年度人工生

1 日4001645 2 殖機構申請再次 l本 發還具領 謝耀元 臺中市南區
號

許可審核

103年保管字第 3708
104001645 3 個案資料 5張 發還具領 謝耀元 臺中市南區

5克

103年保管字第鉤。。
106003657 手且貸契約書 l本 發還具領 陳詠維 受中市清水區

5克

104年保管字第313
104004903 4 紅色短柚棉T l件 發送其領 詩t f.為榮 南投縣中寮鄉

號 」

104年保管字第313
黑色長椅棉T 11牛 發還具領 誘t鴻榮 南投縣中寮鄉104004903 5 

號

10是年保管字第313
10400吐903 6 外套夾克 11'牛 發送具領 言身材鳥榮 南投縣中寮鄉

號

104年保管字第313
10哇。。是903 7 黑色安全帽 1個 發還具領 謝鴻榮 南投縣、中毒手鄉

號

104年保管字第966
105006165 是

電子產品(I

1 支 發送其領 王文宏 高雄市大中土區
號 phone牌手機)

今滑鼠、數字104年保管字第966
105006165 5 

電腦室主備 (ASUS
l 台 發還具領 王文宏 高雄市大字土豆

鍵盤、電源線號 牌筆記型電腦)

10是年保管字第 1021 電子產品(手機
黃世興 花蓮縣花蓮市

台哥大 SIM卡
106003654 l l 台 發還具領

電池號 NO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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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主Z Æ_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主也起上 備註

104年保管字第 1021
106003654 5 

電子產品(手機
l 台 發送具領 許期閑 臺中市西區

號 HTC 無SIM卡)

10是年保管字第 1021
106003654 6 

電子產品(手機
l 台 發還具領 許期閑 受中市西區

號 HSU 無SIM卡)

104年保管字第 1471
102年度人工生

查中市南區104001971 殖機構申請再次 l本 發還具領 誘t耀元
號

許可審核申

104年保管字第2566
107002885 

其他一般物品
111國 發還具領 王永為 臺中市沙鹿區

號 (老鷹木雕)

10是年保管字第 2566
107002885 2 

其他般物品
l雙 發送具領 王永為 臺中市沙鹿區 黑色、 adidas

號 (球鞋)

104年保管字第2566
107002885 3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其領 王永為 臺中市沙鹿區

號 (彌勒佛)

10往年保管字第 2581
電子產品(行動

嘉義早在水土鄉106003833 8 電話(含SIM卡) l 台 發還具領 籃瑩桑
號

黑色)

104年保管字第2581
106003833 9 

電子產品(行動
l 台 發還具領 籃瑩桑 嘉義縣

5克 電話(黑色))

104年保管字第2972
106003788 

電子產品(LG白
l 文 發還其領 i來彥銘 臺中市太平區

號 色智慧型手機)

104年係管字第 3709
10600362吐 2 

電子產品(asus
1 文 發送其領 鍾恆光 桃園市八德、區 合slm卡

號 手機)

104年係管字第3709
106003624 哇 支出 1悵本 1本 發還其領 鍾恆光 桃園市八德、區

號

104年保管字第3709
1 日 6003624 5 借款帳本 l本 發還具領 鍾恆光 桃園市八德~

號

104年係管字第4463
105005917 3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送具領 洪圓超 臺中市北屯區

號 電話(含SIM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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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保管字第2991
106000是14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陳志偉 查中市外埔區

號 電話)

105年保管字第 3905
106003775 信件 5件 發送其領 金患貞 臺中市霧峰區

5克

105年保管字第3905
106003775 3 國泰世箏存摺 l本 發還具領 金惠貞 臺中市霧峰區

號

105年保管字第 3905
106003775 是 通信往來信件 331牛 發還其領 金患負 臺中市霧峰區

5克

105年保管字第3905
106003775 5 日言己 l本 發還具領 合惠貞 臺中市霧峰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 1444
1060日 3661 上衣 1件 發還其領 林裕芳 臺中市新社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 1444
106003661 2 褲子 11牛 發還其領 林裕芳 臺中市新社區

號

106年保管字第 1510
106002579 5 

衣服、外套、長
l 包 發送具領 羅智弘 南投縣、國姓鄉

5虎 褲
106年保管字第 1618

106003832 郵局儲金簿 1本 發送其領 李車子欣 新北市三重區
5克

106年保管字第 1618
106003832 2 提款卡 l 張 發送其領 李蔚欣 新北市三重區

5克

106年係管字第2703
107003396 2 新臺幣 1000元 發還其領 張，皂玲 臺中市堂原度

號

107年係管字第 1954
其他一般物品

107006401 哇 (黑色UNIQLO長 11牛 發還其領 劉勁毅 基隆市仁愛區
號

柚達帽夾克)

107年係管字第 2948
金融卡(含現金

107007吐93 15 卡) (合作金庫 1張 發還具領 林婉;女 壹中市沙鹿區
5克

華民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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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7年保管字第29是8
107007493 16 

金融卡(合現金
l張 發還具領 黃詩蘋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卡) (中華郵政)

107年保管字第3561
電子產品(行動

108000619 2 電吉舌(白色、 l 文 發還具領 邱奕霖 臺中市新社區 合品片卡l張
號

sam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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