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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 0年6月 25 日
哥去文字號 : 中檢謀總贓字第 11 009002910號
附件:如文

檢察長

(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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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灣是中站方輸察署扣押物公告招聽清冊

+1~苦?雖; 處分J于豆豆 說:t7~~，1克 物品名幸存 教堂 重 fE 處分方式 Jt領人 f色3止 俗話

的G 牟保管字第吐168
發送共領 不符 本主芋。 98日00210 3 行動電詩 3件

3且

的6iH系管字第4168
。9日000210 8 手銬 1 套 才會i主其令員 不幸手 不詳

意，t;;

O\lß年保長，字第416日
。98000210 9 手銬總是年 1件 辛苦還具領 不符 不詳

說

。96 年f正茗，字:字是4日 l
098000289 J于1肯定:苦 29件 發豈是共領 豆豆;羊 不詳

5克

096+1*管守主第哇哇91
。9800028日 3 ".記本 3本 發這具有其 不詳 不詳

告JE

()\]Ii年保管字第4的1
0日80.00289 4 存摺 14本 4寄送共領 不詳 不詳

西EL

09品，牟{正毛主三字 35小的 i
098000289 5 才是款卡 4于長 發送共領 不符 本吉手

「
:長

的6年條管 õ'f 第 '14 日 l
。980002品9 9 fl' 幸 311由 哥rf3:選手已有頁 不詳 不吉于

ttL 
0(16年保管字第必91

09800028且 17 給 i品 Iõ- 521長 哥拉.Î!吳忠民 不詳 不詳

K~t 
。 9ßJH未發字第4491

。!J800 日289 34 
金詞d- (含現全

105& 發送具領 不言莘 不符
7位 卡) (食品k-Iõ- ) 

。 fJ6 年1;1j!. !Ô~字第尋491
0980002S fJ 35 信用卡 u長 發送~~~領 不言手 不吉手

告自己

096::1-1吊 J苦三千三第 4491
。9日00028日 36 SB[-卡 35長 發送其領 不詳 不詳

tbE 
096年然管字第哇491

。98000289 37 
zzt事t (含支以

的長 發送兵牧 不符 不言于
1jJ;t; 外)(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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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灣查中地方控察署扣押物公告招舖清冊

j~~ 管字號 處分J'jqi克 流水就 物品名手持 主主萱 !f1:量 處分方式 J毛唬人 ltt;hl f告:誰

。 fl7年保管字第 1:378
其他{殺物品

不詳 本主手1 日 9008334 (t告基 5l行動電 Hþ 發逮共領
就

的7年保管字第 1378
1090083:l是 9 

其他教物品
l件 是奇主主 J~領 不言于 不詳

~r..t (S日S行動電吉舌〕

097年 4芷若字第 1378
其1~-1)_史4h 品

不詳]09008334 3 (摩托推拉行動 11'半 是寄送共領 不刊'_'-
也t 電話)

098'守主1~， fi" 字第3217
。980日4585 電纜剝離器 2件 發選主主領 司;主手 不言羊

l'呎tt, 

。98年保管字第 515日
099002768 3 一字~螺絲起子 1 文 發主主共領 不詳 不詳

說

的8年保苔，字第 5159
。99002768

T字裂主車頭再度t哀
1 文 是主進JM頁 不詳 不詳

一J~t: 扳手
O\J日牛做 Þg.弓:第 5159

099白。2768 5 :}功能開瓶器 i 文 哥哥還異想 不詳 不主字
對1:

囚持保管字第5.1 59
。9fJO027ß日 8 于 j于 I頁 1 文 發送 31L尋覓 不吉手 不忘乎

tt 
。98年保安字豆豆 5159

。99002768 7 銬子 l 一支 發送兵領 不詳 不詳

tfL 
的8'糾正J{t 宇:在 5167

[H1900400J 
i 音 i成電腦點教伴

l台 發送兵領 不詳 不詳

1兒 白這絨

的8年刊'，)\管守12頁 ß5G日
100001114 9 1%挂起1. 1青契約書 1 本 發￡宜生1.領 不詳 不詳

豈是

。98年係句子字第65ßO
中密;如正主凶際'jh

1000() 11I是 1 日 j走郵件-_寄:件人 l 張 務i還 J't-領 不詳 不詳

zt 
耳'~~

tf~21此，乎已 7 子:



牽灣壘中地方投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i吊 1~~ 字號 處分F予韋尼 淡水 5克 物品名稱 數量 ZEEE 處分方式 J毛令員/、 地址 Nl).tJ:: 

o 98JI'-保管字第 fî5GO
1.00001114 12 

行動電話(含S I1!
2~還 f丟進共領 不 3千 不 3千

-;;st -j:'2 '1長)

098il~i，j;、發守:第 6560
10000 11l是 13 

行動電話(含SDl
:)1.也 發送共領 ;不詳 不符

我 卡3張)

。 98年保笠、字第 G5ßO
100001114 26 要11 ，1主金融卡 1個 發送共領 不詳 不詳

5克

。 98年保管不 3名的60
100001]]4 32 

台北寄給銀行才是

l 于長 發送其領 不言羊 不詳

志之』，ι而A 括:fp

0:)8年你管三言:第 6560
10000111 拉 3哇 手機(含S!M 卡) l 文 司每 i立 J'(. Þ，Jt 本主手 不詳

10。布一條若干* ;r; 2020 
1 日 1001 是39 11 電子產品(電 fN..) }台 發5星星(A豆 不祥 不詳

~r.心K 

100 年保管字第2:317
100007370 11 銀行存摺 2本 發返美領 tH ;1追求 是全中<r望:1草鞋E

事鳴I，L一

10Q .iH苓管守=第 2317
10000737日 13 電子產品(手才錢? i 文 發送共領 詩;萬來 全中常變原毯

重5!~

]00年保管丘f. iî' 2317 
J 00007379 15 筆記本 1本 發至是主t.-4Ji ~m或來 受中常鹽1單位

君主

100年 I，j; 管字主;23 1.7
10000737日 17 交易合約草? 2本 守主進共領 31tj毫克拉 查中市搜身、復

吉@;r:

100年保管字:在 2317
100007:379 18 令主1) 誓 H守 發送臭棋 妄的萬 5位 去中常空f原包

iaL 
10 日 4"保守?守主第 2317

100007379 I fJ 令約金 Ii牛 發玉皇共領 -Mt為來 是告中可f ~設母、反
EE 

100年保管字第23i7 lOO()(J7:m 2日 支付命令 11牛 發1莖具有買 'àJjt {再來 受中市投L至 Ei ?三本
E吋I;t.

1 日04 J果令，有E 第 3日l[J
103日 06562 生在 1己本 H月 1 本 苦苦主在共領 1導錦 lilJ 受中可f~史.tít 區

EUt 

3在耳環罵共 7["[



查灣壘中地方槍察署扣押輛公告招聽清冊

f最茗，字號 處分R~~t 涼水流 物品名游 欽岳 重量 處分方式 共領人 主也>，1: {給 1主

100年保管字第30J 日 1 日3006562 2 筆記本1 -fl牙 Lt,- 發送兵再買 傳至最岡 受中可TE史原垃
zt 

1ω年f:在月~~字:lf\ 301 9 10300(i5G2 3 
筆記本i 吉普

1 t ,- 發送JZ領 f專錦|忍 查中l'哩~J單位主
草包 (200日)

l lJ O年你管宇 ~3019 103006562 4 
一笨記本 l -fl母

1 本 司去還具領 傳錦 i回 去中可了笠]Jf.、能
iit (2009) 

100 iH系發字第 51)57
101002109 1 

郵政蓋全融卡(1
15長 發送兵領 不詳 不符

?i:IÆ 5) 
100年係宅，字第5057 101002109 日

今作企Jl!.金融才;
1 弦 發送J毛錢 不吉手 ，::Þ"t尋

月光 (2-22) 
1 日0 年戶保管字:W; 5057

101002109 18 汽機才Lítru平、 H長 們給過共領 不詩詞 不言手
1IL 

IOOIH系管字:第 5日57
10100210日 19 ~:;;摔到11于f言!哥卡

B長 發送J"!AI{ 不 2平 不言手
~)~也b 已 (3-20) 

100+1羊毛事字第 5057 101002109 20 
第銀行金融告

1 張 發還具領 不言手 不詳

吉且 (3-21 ) 
1 日fJ4'{;r-老三字第 5057

l0100210}j 21 
1是 3室銀行信用卡

1于長 尋普選手生領 不詳 不詳

}fL (S-22) 
IOO sr- l~\管字第5057

10100210日 22 
郵局企ÎÎ!R卡 (a…

15長 哥哥還其領 不詳 不詳

號 23) 
一1 日8年?你管不第 5057

101002109 23 
合作金庫金融!全

1 于長 發玉盤共領 不詳 不詳

(3-24) 
100 J'H聶榮 EF Z在 5057 E星 3盟銀行信用卡

司之言手Hll00210日 24 15& 哥哥退共領 不得
Mr:L‘ 平 (3-25) 

100 J!'-f系管字第 5057
101002109 25 

足2 河農會金品生卡
H長 發進共領 不詳 不言于

就 (3-2fi) 
100 年主義學字第 5057

101002109 27 ;，1:，豆豆鉛 l 文 哥哥這J~領 不詳 不詳

音記

部司 1立一軍共 '1 k 



是灣查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壩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M、合耳k 甘A電Lh 物品名 {jft 數量 重這 處分方式 具領人 i也JJl fAtt主

lO()年 i果發牢第 5057
101002109 2日

螺絲起子(1 、
2主 發送共領 本主手 不 3手

5克 ~各l 支)

100 11'-1示贊字第 5351
電器重設嗡

全南可于辦化巨104006256 (TOSlfIBAQ是記型 l 台 發送具領 玉 f;-~4街
可能

電腦)

JOO年 1法管丘吉: %5351 
10400ß25(i 2 

電子產品(NOKIA
1 文 發送共領 3'-燕如 受!有 ïp息時 1b 1&

古巴 乎總)
1 日9年保管字 ~5351

104006256 3 
電子產品(NOKIA

1 文 ix退共領 玉，;ili j~ï 至全均可Iî消化區
志~~~ 于機)

100年『鈍if音字第 5:3日
104白白白白(ì 4 

電子產品(喲KIA
l支 管這真領 王挨街 已是尚可î ~Ií化~

說 子ifk 〉
100年1主管:字第 5351

1040062;:;6 5 
電子產品(的](1 1\

1 '屯 發遐兵領 主主主喲 受舟 iì新4匕隘
tlzt 手j幾〉

訂)() ij三條管字第 5897
1 日是 002064 天九月年 1至全 發送兵領 李 j:l;:可手 至主義早在新港#ji

~!}t 

100年條啦，字第論自7
104002064 2 

拉德且可美容j拉格
1個 發道主l.4Jj 李 f主祥 JL J主糕、新 ;'i已將

EE J(J粹

1 日 0年保管字第泌的
104002064 3 

電子豆豆 P'l.. ( 電擊
I 支 發送共領 李佐祥 嘉義早已新港鄰

思E 才幸)

100J年你茗，字第5897
10益。020自是 4 銘質t幸，4L棍 ]文 發還兵領 李f圭祥 去i!\革tz新i巷劍i

說

JOO年絲，去字 .~5897
10是0日2064 5 

嘉德且可美容機槍
9件 發星星共領 李 f主持 þ義早在新港綁

5克 制月且

lOü"午徐信，守士;在一 5897
10生0020ß4 6 

電子產品(她鈔
i 台 發選手L領 李位在手 且是我早在新;卸掉

生Lt 機〕

100年保管字第5897
1040.0206是 7 本~ 1 本 哥哥還具有重 5李住:祥 至5義縣新一港總1

明"已A 

5 ï主 F 若要 7 頁



壘灣臺中地方搶察著扣押物公告招聽清冊

保守字Et 處分序號 ~Jit水 Eit 4勿在f冒名稱 是t:lì!: τ!lr}Í[ 處分方式 兵頓人 j也f正 做 t4一一

10 日 .!H正管字 ~5897
10400206是 8 

逾期應收收款專
5)1{ 發主在其領 李f主祥 嘉義B生命ri軒昂

我 f去委托契約會

100:年 1主管字第 58日7
]040020.64 9 汽車讓渡書 2張 發護共領 李位祥 嘉義;lli，;街游i部

音記

1 日9年係管字第5897
104日 02064 10 i竟是毒委1花香 H~ 發進共領 學位祥 if;，\諧、革rf5~甚微

5位

100年句:管字第5897
104日02084 IJ 債務妥一書已盡 H& 發還具領 李j主孟子 tf，~走路1主們軒昂

吉拉

100年保管字第5897
1 íH00206是 12 

公司 i~i/iA(;:'l長款委
15長 發這共領 平f主祥 嘉義絲新港經F

EATIPEL - 言制弋玉皇契約草?

10位年'j;(，管 :'F 1,15897 
104002日64 13 債務妥記者 11長 發J是3惡毒草 三季位司手 f主義，繕，身時港jJi11

'~!Jt 

I QO "1'- 1;在管字立在 5897
104002日創 14 銘刻棒f:Kti I 支 哥哥退兵領 李 f土祥 品Jt早在專rr港綁

品1，
到」

10J 年你管字第 205
101002548 

電子產品(j每哀
1 台 哥哥還共領 余春才起 主:中市泊在1

就 機)

] 01 Jf-保管.f:第 383
1010027.86 

電子這品(符其
1 台 發三蓋其領 鄭iE.if; 全中市大)]1 1&

5克 機 j

1 日 1 年你管:''P ~383 
101 日02786 2 

電子產品(詩算
1 台 哥告玉皇主'1-領 銷lit '1;有 受中市大Jll. []主古巴 才能)

同1年保管字第713 電子反品(傳真
幸]1 '\y球 主:中了p;學、}ltf注101002787 i 台 發土豆兵領

'5\t 機)

10l 年絡管字第990
101001646 

電子產品(傳真
1個 發送共領 本h立在f右 全中可ì :lt.屯 E主

也E 被)
1 日 1 JH呆著字第 3338

102003329 布條 HIi. 幸去王室兵領 于長肇z主 是中<fî太平@，
~~t 

101 守主保管 ~y:，j在:3338
102003329 看缸>

~械設偽(4，廢旁
1 個 發憑其領 黃城慶 金中可7霧峰EK

也生 喇叭)

員ñô 霄~ j "f; 7 



臺灣牽'f地方檢察著扣押輛公告招壩清冊

ι 

j莘莘-宇5屯 處分F手勢已 流水ifi. ilhJ在名稱 氧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i是 1主

1 {) 1 年保管字第 3338
I0200332 !J 3 

器 1ji莖tf品(;ìi主音
l1i白 苦苦造了其領 黃綠痠 吾吾中市霧峰@!

EE 帶)

101 年保安字:在哇543
1 日立自自378司

電子沒品(傳真
]台 4寄送J毛身頁 主~ ju:;'主 美:中，，，大道這

iPU 
lIJ 1 Jr~保管字第 45是3

102003784 2 
電子產品(討算

i 台 發選手毛錢 1111企4汝 至告中市大1[1)'豆
豆豆 機)

一
101 年f芷若﹒:于第 4599

101006362 
電子是品(傳真

111m 4寄送共領 李云直口 全中可于 j車子區
ELE 機)

101年你告字第 523是
1020007是2 3 

電子產品 (1享其
2台 發送共領 _t. ;li[美 受中 ïfi 函屯區

kt品k電fpt可[~ 機)

103年保管寄:第4751
LO:J日06562 3日 紅點白底方中 1 吾吾 發返美領 傳綿的 主:中了p~史原區

說

lO'j1羊毛采苦苦 ~1豆芽\ ] ;144 
10益。0530是 1 

電子產品(電腦
j 台 給這共領 司長1iM 詩金 袋中市面屯在豆 金罵是cpx-削日

說 :位敏被)

1 ()11 年保管字第1.34是
104005364 2 

電子產品(金吐氣，
11~有 發豈是共領 李 ~~Ì 藹可金 查中市的屯區

背。」h}斗 點哥i注重j堂皇:;)

10是年{í\管守主第 13是4
1040日5:1ß司 3 車主歌目錄集 1本 普普選共領 李:告司司合 奎中'f1過屯區

我

(九日1年一 íi~管字第2340
]自7日 0843是 2 

其他般物品
41長 發送J1A1i 洪干線 去:中市霧綠草E

4有~，Irr. (債務委吉古書)

105年保管字第 1181
105005289 

電子產品(監視
l 台 發還真領 林奇主 報3七可fjit林區

EE 23 主機)

105 年{，j\ ~吉E字第 1181
]050日5289 2 

t籃子產品(主主枕
5 i-1量 司全 i乏其領 林秀J:，_ 新一:11:.市樹林區

古巴 ~鏡頭)

第 7 頁，其 7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