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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主言 : 公告發還本署如附件所示案件

依據 : 刑事訴訟法第4751奈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附表所列扣押物品，應受發、

發遷，特公告招領。

二、應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2年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來本署贓物庫(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

路l段91號、電話: 04-222323日轉5811 )領取，如委任他人

代令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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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無人聲言的安遷，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團lIQ 年 1 月 16 日
發文字號:中檢謀總贓字第 11009003540號
附件 : 如文

裝

。

檢察長
4 

繞

1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第1頁共l 頁



憂灣牽中地方檢察署扣押輛公告招頓清冊

保管字tt 處分R'帳號 流/iiit 物品名干i專 較安 ]l-;- 處分方式 」惠待員人 lth;主企 {謊言主

。\1 8 年j呆管守:Z(; 774
。98001452 羊毛紋 11午 司會選手LGE 不詳 耳:::~-手

就

的8 年保管字?在 77再
09800.1是 52 2 ;llii 色長林 l 件 給這共領 不符 不詳

E',bIb L 

的8年Bf-'Îf 字第 774 098001452 3 布也 1 雙 發送共領 不詳 不詳

fdt 
的話布，熱帶::'['第 774

。980014詔 4 安全I)'lli 211隨 發送3年規 不詳 不詳

~rlt 

。[J8 iH正守2. 字第 77是
。9800 ]ll 52 5 電子沒 JL(乎被) 2支 在全這具領 不詳 不了羊

f成
IJD8 Jl'- iN， 笠.~ ~r-第 1 日 l是

098005876 客戶艾4井 8J牛 發;還真有其 不 -t:手 不詳
1克

OfJ8 年保管字第 1514
。98005876 2 公司資料 4件 發i蓋其領 /F t羊 不詳

的~;rt

的自主?保守去三tziJI1514
0980{)537G 3 -UF ;;)~資料 !H牛 發送共領 不詳 不詳

~lt 

(J\ Hlir~保管 ~1三第 1514
。 98005876 4 巾長 11ij' J1t 辛辛 91牛 發還共領 不詳 不詳

~~(. 

的8年保管寄:第 1514
09800587ß ;) 干子、;ìJï(.f于1詞) 4本 發還兵ì4ji 不 2平 不3手

也t
0\)8 年份了管字第 ]514

0118005870 6 r'r ::!字(印章) 3個 發送去L領 不詳 豆豆詳

EJO?BKU E 

0\)8年你管字第 151 ,1 
。 98005日 76 7 訴訟資料 11'牛 發還真是頁 不吉手 不詳

~t 
的8 年体榜字第 J51是

Ofl800587ß 8 ~1f{i牛 B長 幸去 i盟共領 不吉手 不符
~!l 

1J!J8 JH!I~ 1í"字第 lGJ4
098005876 9 致紋，咐長 051 l f丰 發送共領 不詳 不祥

統

給 1 ].:[ ，共 TE::



受灣牽中地方撿察著扣押物公告招舖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b、是\l_.:lK11;t 物品名稱 教f是 電辛苦 處分方式 其領人 3色品上 f指 1主

U()Sir- 係管字第2日74
。980071ßO 2 

電J惱3丈f站 (ASUS
IA EZ 哥哥法具領 不詳 不符

做; z1tftAZFJ型電腦)

OQ8年保管字第2074
。9B00716日 5 

電子產品(8[M
25長 發選其領 不吉羊 不草草

~lt 卡)

fmi8糾正管字第 51GO
09n{)o是655 4 統上衣 11牛 發至是具領 不言手 不2平li 

。98-;H~\告字第 51ßO
。 990日4655 5 于長祥 H牛 發送共領 司:3手 不詳

~I}L 

OD8 iH訟法守:3名 5160
。nnOO/lG 55 6 t，色~J: l 雙 投退共領 司zt羊 不言羊

?A‘』KuE 

OÐ8Jf-{朱若-.~三爺 GIB9
09900ß551l 

電腦技{持(電腦
i 台 發選其領 不幸手 不說

.%t 主i 軒~~ ) 

。 98 年i!t'<'\';' :'f ，~(i 2 5 ~ 
。90001975 2 口罩 1個 發至在共領 不幸手 司三古草

功~ryl身I也J 
I!fJ時年保管字第 6254

。 990011)75 3 安全'1'，) (白色) 1個 f安 i車主L忠貝 不詳 本主干
zt 

101 "1'-伯Vf 士'j:第 2忌5
101004932 主主星公文 的長 {jt 退共領 剝弄且正草 受中申奇色已j于 E主

~lh~ 
一一101 午4品發字 _~255

101004932 2 主主;王公文 5i長 發送共領 劉是t'~:是 直:中市青也手;三位
f也

1 () 1 年，綠卡﹒守:，~t 255 
lO I 00'1 !l32 3 委主公文 1l'i長 4寄送共領 劉彩~K 查中可F說并在1

~!!t 

] 01 j[c保安字第 255
lOl004!l32 文書或表格 ]本 辛苦遠兵領 對彩3裘 是中可T龍井區

也lc

10 I 令部管字 Jr- 255 
101004na2 5 文 EE 或表格 1 本 發送兵領 劉彩正在 全中市音色萍在5

~!Jf-L 

1 0 1 }I'- i!Hí<'字;在 253
101004932 自 文書旦旦善之給 1 本 R"~莖兵領 必!彩球 受中'"古巴并接

iLK 
一

1:)') 2 頁。 j!~ [4 



壘灣是中地方槍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頡清冊

「耐心志們=說 處分序號 流Jjttt I1旬品名 1在 ~t1主 重量 處分方式 主1時領人 i包起t 11立;主

101 年保守~'-字第 255
10100是932 7 工程採)1在契約，(!t 1 本 發送具領 剝豆豆i是 金中市龍井!豆

at 
1 (九年係守法宇:在 255

101004932 8 i)t ~.'l)、且x， 2 ;.j，;、 哥哥選手!均有貝 ~bJ 是且正在 查中市青色持這

}I.K-, 

101 年 f示管字第 255
101004932 。 ~}~公文 2本 按這臭棋 剝秒1直 合中>jï龍舟 I豆

5克

ln13r~你吧，字第255
1 [) 1 (]日4 1) :12 , 11) 吾吾;在公文 2 ;1<、 發}晃晃領 劉彩王震 受中市雄并區

土A司O令L 

1 日] ，J叫品位，等1 詢1;255
1 日] 0049:12 11 接旦公文 1 本 發送共領 安i彩正是 主:中可l)龍井區

~!，~'L 

!O l 年保管守:第 255
101004932 12 ît~ 旦公文 l本 發送共領 剝彩且主 是f 中常有色井、區

.\11怯;;:n ... 

I () J 年保管 :t: :~; 2.55 
1 .0 10.04日:12 13 按旦公文 l 本 發豈是其領 劉尋豆豆晨 全中市龍井甚至

}~I}i: 

1013刊rz 弦. .字第 255
101004932 14 文寄來衣給 l本 發且喜 J~4Jl ，~N4'"~ 正是 去中可lT'il屯持亞E

g，、w 

lDl 年保守f字第 255
10100是\)32 15 簽3?_公文 i 本 1吾土莖其領 剝彩璟 查中']Jï淺井r&

~;}!t 

1 的!毒品(it~管不第 2另5
10100MJ:12 16 接呈公文 2本 ~ti望共領 軍htj. J草 去中可f龍井區

~\← .c 

1 ü ]Jf.-的~ ÞJ:~ ~;f:第 255
10100是932 17 :%f. .J日斗 't}、 J什L 5本 4告還其領 車'j;jj正在 金:中可了龍井~

~!j已

10] 年保管字第 255
1010049;)2 18 {名~.l口~~ι\‘:)( l本 可安 i草共領 刻i彩球 查中 Ip il益并區

~llt 

10] JI'-和~ ;ýj' 字第 255
101004932 19 吾吾旦公文 i 本 發 5是共領 車1tpzE 至是中可f龍井區

州1 比

|日!句係 ;ff 字第 255
1010。是 (l:l日 工程預算客 1本 發iÏl具有其 各1 天;學 是中可!ï;l七r&

Et 

'* 3 j乳 ， ]Jç i ，~ 



查灣壹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 :t~ '~It 處分序銘: 流水就 物品:r_t幸存 數量 蒙受 處分方式 .f~Þ，Ji A }l!!. }J~ f電吉主

101 年1:在管 1名第 255
10100493(i 2 文書或表格 Iî:在 4吾吾乏其績 f品天if 查中才于北區

5屯

10 I Jfc 侏且!<<- ~i: 第 .255
101004936 。υ 文書或表格 1 本 發i乏其領 接夭j辛 查中市北區

101 年條長，守~ Jt 255 
10 j 00,1937 工程設計者 1 ;j:" 發送具有說 我永沖 受1七"if

~/}t 

1 [) 1 ii'-{正月3~ ~7t- 第 255
101 白。在837 2 

電H品投份u在古已
1 至7 發這共領 挑水沖 主:北市

E一。EJf-a 型 1ll; H為)

101 年保管 _:'Cf: _~在 255
電子tt 品(;J!i製

1 日 1004937 %r#j 資料光J;~~ ]張 是至還共領 挑水沖 去北7p
])化

Jj) 
1 日 l jF係 IJ》 fFtF235

1010日在938 l 工j主 111 緝毒 1 本 哥哥已達共領 李f其中 :是中可太平 EE
sfL 

I () J 年係管司Eft1253
l()lOO持 n:l且 2 文{牛、發抖 1本 發送共領 5手表其中 受中 ~í 太平既

EE 
1 0 1 i[c i!i'; Iß- :字第 255

101004位38 3 工程奴主草書 1* 哥去還 41-領 李絡中 查中常太平[Th_
I.lrr~ 

I 01 irc (;1';位. ~:f:第 255
10 1.0049:38 是 工程預算幸 l 本 發J還共領 李絡中 金中可f 太平這

~.!J子U 

lül.fjò 保管字第 25.) 101 ()();j ():18 5 筆記本 l本 司寄送l毛有其 李給中 是中市太平r&
Et 

1011H品管三字第 255
101004938 6 t己可f本 l 本 粉1護共領 李昌缸中 是中市太平{亟

si: 
10 [Jf- I，;f，守卡守:第 255

J 0 lO() ,1\lS8 7 
司在子在品(隨身

l 文 4奇主主共領 李總司， 全是中<(1'太平 EE
5處 E車〉

1 [) I 年你，言，字第 25;1
10100的38 8 工ffz預算幸 l 本 ~h莖」司[ji頁 李維中 是中市太平區

1克

tn 4 莓， 4名 1'1 fl 



查灣臺中主也方槍察著扣押物公告招明清冊

保管三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tt 物品名稱 主ti音 了fr :l主 處分方式 共領人 地位 4拾言土

101 年做司令:宇:第 255
1 日 10日4938 9 工程:立的 1- ~書 1本 發送具領 學給中 查中市太平Qk

事?L

10 j J午你告等:第 255
1010049:39 也Xλ已 d可L JÄ':5宅l(_ 14;. 是如草主LGR Z學R佩.ilit另T乳 直:中可f

~It 

101 年保管字第255
101004939 2 文1t. 資料 )本 發送共領 古奇主主勇 主中可7

也見

101 年條發:宇: ~255 
10100是93日 3 筆記本 1本 發玉皇具有員 吉普正主勇 金中可7

白色

101 il'-1，;\ 管字句;255
101004939 4 學記本 1 本 將這共有重 黃政 j尋 金中常

號

101 年 .1;p.J背守:第 255
101004939 r υ 笨記本 1;J<、 發送共領 黃政勇 逢中市

I也
1 (J 1 年 i~~ tff' 字第 25行

1010011 日39 G 學記本 L'-I~ 發i在共領 黃河文JfJ 是中常

~~t 
101 -'H;l;;右，字第 255

10100493日 7 áë.事本 1本 發:1，還共領 黃政身 直:中可T
)i}切'Jι戶1U』LPk 

101-牛你 fit 寺:;在 25日
1010011 日 3日 8 t己守主本 l 本 按1盡其領 FE政男 d是中 7甘

EE 
I n I ij"'你管字;在 255

10]00吐93日 。 記本本 1 本 發送共領 苛政身 ，;袋中市
3it 

1 () 1 年{月1管字第 255
101004939 10 銀行存摺 16本 f否還共領 :青E立見 臺:中可T

tt 
t01 Jrc條 1~~ ~字第 255

101001 日3日 1I 生R {'f.{'f--1'fJ 閱本 寄去這 J，!;-領 吉普政 pí 金中市
號

101-l1羊毛，字第 255
101004939 12 按:主公文 i 本 發送共領 著正主勇 去中可I

~，1;好U 
I () I 年 1~~ /去字站在 255

10]00哇。3日 13 文 1RA存j民 6本 發送」毛究竟 黃政;可 受中市
dt 

~15 ，1蚓、以 1 '1 ,i:ì 



臺增長中主也才槍無署扣押物公告招胡清冊

ì!j'，管丘吉，~ ~克 處分序號 流水 1號 4hJ了，名車§ 數量 重量 題，分方式 主已領人 地址 f指主主

101 年1;在長.... ~宇:長 255
101004 日3日 l 是 紀事本 1 ;j~ f寄送具領 清政勇 袋中市

~~~: 

101 年做管字第255
10100494日 文件資料 I本 4奇主主共領 朱?每萍 受中 'r~j七屯區)t;t 

1 01 年保管二字:第 255
101004\)40 2 文書或求給 1本 發:還共領 朱:海洋 畫:中，]1:;11:;也 i盈

我

10] 年 1:1~ 侶，字第 255
1010。在9司。 3 錯了正公文 l 本 給iEa司領 來海 i草 全中可f~t 屯最

Wt 
1 f) 1 年仰、 î~; 守: ;J\ 255 

10J004940 裝革公文 i本 苦苦還具領 來i誰手手 查中市北屯~
t~，t 

101 iH~; lif 宇;J\ 255 
10100/1例。 5 接五三公文 I本 司全送去L領 朱:每符 受中前北>t r主

~I，~ 

1 日 1 Jl'- 1:1'， 怨:y:寄~25J
1 日 1004例。 日 文件資本十 1 本 ?誰;'1墨共領 朱?每了車 金中了1月巴也區

ft 

I 01 JH~\ 茗. :y.:第 255
電子產品(竣 jli

101004940 「令

電腦資料光線 15長 發道主1;4fl 來海:平 蓋了中敢去七屯[長
54已

片)

101 -'H旱情字第 255
101004941 紀守主本 I 1 本 發送共領 林崑j品| 是有北可f_Ê主洲r&

~Jt 

Illlif~你管:( ~255 
1010日科}司] 2 記事本 ]本 發送共領 本主崑測 新北京孟 ;')11 [主

Et 
1 01 Jf~OI~ 苔~ ::{:: ~吉 255

101004941 3 文件資料 1 本 發送其領 4本崑ìJHl 新北可f 且是有1I [主
~t 

1 日 1 -'1'保守音字第 255
10100吐白41 文件責制 l 本 是寄送共領 林古Lj法| 料北可了這洲I.lli

1it 
101 .:;:-1:正是，字 $25;"5

10.100'1941 
自t

3 文件資料 1本 哥哥這其領 材、崑淵 新北市LEHliE在

!~~' 6, J芳，以 H 吋



查灣毒工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頓清冊

然有$，i..字號 處分 f字號 淡水里拉 !JÞJ 品名科 殺}[ 重量 處分方式 共領人 地址 子品 1主

i 口 1 J]'- i朱令字第 255
101004041 6 文Hi寄:中| 1 本 給退JZ領 串串崑淵 新 ~h 可f.)毯 i啊!@，

~&(: 

101 JH果是~> ~:f: }t; 255 
101004941 7 文件資料 1本 發送共領 林崑揣| 新北市益加IIJ主

:先
]1l ]iH訊官a 寸二第 255

] 01004\)41 8 記事本 l本 發造反，}i.!l 串j-，崑;說| 新北京去豈料及
自尤

lOlfH芷若、字第 255
101004941 。 接旦公文 1本 發送共領 ti、兒?淵 品?北京豆豆洲區

it 
101 JF-保守子:宇 :$255

J.O 1 004例 2 主:LfTt手指 日本 可告主室主L4宜 除守被 蓋了中可于南亞豆
!也

lïOlljè 保守叫:第 255
1 日 10049位 2 銀行存必 3本 發還共領 fl守平鼓 若是中 3甘南亟

~1Æ'. 

10 I 午休份工í: 第 255
10 .1 0日是 \142 日 文件資料 l張 發這共領 I時L守設 主:中'ifî r~ 區

司也

101JH~~ 守:~. ~1': 第 255
10100在042 4 文件資料 B長 1老遠;其領 除守說 查中 '1' 南亞三

Wc: 
]0 1 年保管不第 255

101004942 「υ 文件資料 l 本 發送共領 陳守投 是中前尚昆
~!，~. 

10]11，詞:管 :t: 第 255
]()]OO是!J42 6 

電子在 Jh(隨身
2 支 發退J司、4民 r車守被 若是中可i 治區

自 1\ !'IU 
] 01 J[c你信， :'t- 第 255

101004943 }~星公文 i 本 1告送共領 洪子明 查中前兩區
~;r}(， 

11) I.lc 1:1\ 管字第 255
101004943 2 發;旦公文 l 本 哥哥還真、4自 洪子的 是中可 WJI哀

5克

lO Jf]'-然發:宇:第 255

M Z b 
101004943 3 吾吾;在. 'i}文 i 本 發送具有頁 i主主缸子明 去，中，市rÍiJ還

11) j 有保管字第2泊
!O]O[)机)4:'; }i,' 'jI_公文 1本 1.}~墨共領 游子可!i'J 袋中可f 街區

JJK_'< 

;有"{ J眩， J,l, 1 ♂! ,ff 



查灣牽中地方輸察著扣押物公告招舖清冊

係信「字號 處分 /f.號 ifìjA立 EE 4均占3 名科 數量 全是 處分方式 ;其想人 3也正正 倚仗

101 JH泣侶:<F 第 255
電子產品佇立裂

1010114952 電腦資料光碟 15長 發送兵在其 ?奇宏州|員 品j- J七τ1" 豆豆湖區
1比

戶! ) 
101 iH;在管不;在 255

J()1 001 953 文件資料 1 本 發送兵4頁 黃小伶 受中可;jïì古1.7位區
1:A 

101 年?是 1~~' '宇:第 398
寫了 成品(行勃

103日日 29.43 11 tE言是(不合SIM 2個 哥哥還共領 主主凱 不-''f-
m .. 't 

卡))

電子產品，(11-動
101 年卡車 1~" 字第 398

1 030029'13 12 電話(不，*S111 111四 贊這Jt1J\ 玉良凱 不言于
EE -1:- ) ) 

101 9'-1果發字第 ;;98
103002943 15 印章 2個 發至還共領 豆豆豈止 不詳

當~rÆ戶

101 }fc1Sj;t6' ô于第 3Ð8
10300294:1 1() 銀行t手指 2本 發送具有其 三旦旦j1ft 不詳

Sheltlb a 

101年保管*第398
1030日 29'13 17 

電腦技協(登記
l 合 苦苦還具有jj 五星i!!l 不吉手

蟻， 型電腦)

i-iiJl iF 條 !i~~ 字第 ;)98
103002日在3 18 

電子產品(行動

"文 ~，~主革J惡毒其 除:在余 已是中市中!義 合SH1卡
可把 屯 ~{i ) 

l o i tLGMFZF 第 J :302 
字條co.貸款絲

10日()例 2:H 12 』文革 (2). iTJi'- 位于長 ti‘主立異4頁 草生書長畢誼 蓋了中市大林rÆ;
~\t 

(J).付費平 (2的
j盔且在耳含有1 書

101 年保管守': fí; I ;)02 
IO:lO();12:14 1 :1 

(3卜死亡諧的
10張 發送共4頁 廖英智 已是中 'fi 大 ~it 垃

EE 書 (1 )、工資切

且主寺((;)

1 () [ -'[-1;(;、管 '-j' 第 1 :157 
101007550 2 

"U#.上衣(深色
H牛 哥哥還主L呵呵 1*"1堂司r] 不~-~~

~r}(. t:]~f~ 手丸)

第 H :R‘共)持自



臺j彎臺中地方輸察署扣押稅1公告招頓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吾先 jÊt1j:立自成 物品名稱 ~H是 酋殼 處分方式 共領人 ;t!õ~止 魚?吉屯

1 1) 1 年保持字第 1357
101007550 3 也祥 l件 4吾土主共領 徐世司司 不詳

引i

10 Ijif-{系發-'f二第2líJ
10400585,j 恥的-苦于文件 B長 1ti還具4月 李有幸IJ 南紋絲îf-- 屯鵡

t心~
1 041f- f;f, ;J' ~F ~ 21 9 

10益。05854 2 側的tT1J N 文件 15長 寄至 3~共領 李有利 高校縣革屯去長
5克

1 ()司 +1;1\侶'. :}.:第 321
104005fJ75 遙控器 11悶 甘苦進其領 黨 75 良 逢中市北室主

織品

104年保管守丘吉拉 491
10400654日

電腦設{倍(電路

l 合 發送J'\-l;Jî 主兩非 受:中可了泊屯區主
就 主#~~ ) 

104 年你管守:第515
1. 0哇。03 1) 87 計算機 111因 發遷，具有其 才半金絲 查中前大哥拉亞

N.rt 
i 1I 4_;H~~ 信，字1(， 575

104002674 2 機車jìt!. jìJH愈益真 I1ID fEiEJL領 Il育伶 受中可'ii!.自屯巫
哥兒

1 04J[~保守i、平有~ 586 
104004925 經驗綠艘é l 包 發送具有其 剝人玲

金:北市大荷包/若是中可î

或心L 在自屯結

10ι牟保守i嗯字第 liOß
104日027IJ5 3 

電子產品，(傳真
l 令 句話退具有其 5f;乏文這 全中 lp 為屯辰

EE ~íO 
IIHJfc保管字第 622

104002847 傳真總 I1r,J 發送J:(.領 翁說 ;flJ !逢中'1'名中 ß~ l& 
21:』

10也無休佇守:2名 lì81
i 悅。035ß5 泊在法|設搞元本;其 H長 哥哥送共領 吳jft竹 已是中 rtí 大牧區

咐

:J\(L 

104 年保管字第 (i自 l
104003565 2 面綴陵藹尤本票 17位 發送手'Hlj 兵馬竹 受中常大略區

的:1"-1管b 

1 日ιIJH羊毛?宇 J~; 681 
104003555 茹苦且 j唆 tHSJLJt、祟 B長 辛苦 i志共領 兵昂:1 竹 全中市大路Qk

tt 
I {l 11 年 J;ù /Û' 字第 705

104002767 烏克一 fZ?32 11長 發送共領 質品告筍， 是中市尚昆
自尤

一--'-一

的 9 頁 a 共 '.1 tt 



牽灣查中地方槍察著扣押輛公告招攝清冊

'(N, t~~ 才 5成 處分序號 :指L1):_封E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J引見人 t也:i..\t 俗'-J主

10司年你管字第721
104003138 羔色之孟之 i 件 發i莖共領 司主芳是幸 金中 ífi )>Y Jltllk 

~r}t: 

104年保守去!于第 725 電子在品(乎被
林件處

1040070.92 3 l 文 發I室主1、領 (J，單名林 正是中 'jï 3t::, 1& 
~r_.t 含SIM-lc)

i佳I民)

104年你可5. 字 3名 008
104005038 新光蛋l~行4年初 1本 1告i立J專領 李星j主 單身北市三峽區

就

IOil 年你管字第 998
104005038 2 

;1Jf光銀行\lISA金
1 i'長 發送其領 李!i i某 哥時北市三0(G豆

融i

III尋 Jf-.Bl~ 管守二第 1122
1040035日 2

，也 J子產品(室內
1 台 發送」等領 j有笑奴 金:中市太平~

電站機)

…… 
104年你巷，字第 1122

104003502 
電子反品(電子

l 台 發、5還具殺 海奕告文 是中市太平進
就 計:算機)

) 0持正f斗瓦管三字至 2名 1184
104002993 去找;jft l 文 發送J~領 央和高 直:中可T均已

R‘I'P ld 

1 日 4 Jrc (;，\管工F Jf, 1263 
) O(ì(jO 1 :151 身分tit [ 'i長 發i還吳建民 來'f的手 查中τr ;11:.屯區

就

]043← {i'; 信，字第 1336
104005:11 :1 

電子在品C(1lf~
1 台 發送具有其 美秀-}， 受中'fl-手中I'\J 區

甘jL 機)

i 的年保持字諮 1339
104006087 IC板(絨台 IC板) 1 月 可去這共領 中立J垃 金中常 rfu 屯 E主

!我

]04 1f- 保管字j，f， 1339 
10.100ß087 主 井井.:J't ~}} :160 元 i跨進其領 f是互交 金中 1甘正fl )[.1& 

也 t
iHtlJFjJlLtr 字第 1387

1040日5405 床單 l 組 發;道主V;J{ ?如品檢 去中市大:迫區
我

I 04 年，[;]'; ii' 字;在 1:187
104005405 2 被IF、 i 組 tk1還具有單 'i[ttf丟給 查中常大旦旦

ó;Jj 1() J'言， 4:[、 ]/í CJ 



壘灣牽中略方槍寮署扣押物公告拍攝清冊

保守~:. ~字號 處分F于1此 j~l/拉夫也 物品名科 數量 童安 處分方式 .H-4.頁人 i也起上 偽 3主

l 。在-\IC 1.乖張，字第 1477
104002881 本， 草川草、 3張 發這其領 殺 1寄生 全中可f_1對屯!產

~:>~ 
104 年保管宇:在 1651

104003730 
電子產品(傳真

i 台 fki草共領 告11'] 義仁 全中了F采區
1位)

104年你告字第J7G l
104005710 

電子產品(傳真
i 台 苦苦還具碩、 林?五典 查中市街區

z初~jt J能)

10 ， 1 奇 - '}:示管守:第 1761
1 日在005710 2 重1lJ.{，存古拉 1本 fki是具有頁 4牛is. 與 金中可f 尚昆

rJRlI E U 

104ó卡你管字:在 1787
1 (] '10 02日24 文，主 2J長 發還真領 五鈞 i壽 受中帝面區

i令仲ll e 

104斗終管等: ~ 1832 
105005 :1:-13 六合彩制吹號碼 9:1-1k 哥哥還具有耳 rt"耳的月 是中可f 太安豆豆

I L 
1 日4 年卡拉管字第 1.832

105005333 2 六令彩;授;正~ 81長 發送具領 r~~J隨朝 美:中<Jr久安這
~{!t 

104年tty亡 tÊ、字第 ]832
105[)05:l8:J ff令彩 "H卅 1本 發送共領 r.R耳tt月 蓋全中會大f苦追

吼:

1 044益保管字第 18:32
105005383 .j}史于句 13車員 1告選手司、領 r~ltJl生朝 是中市大苦苦æ'l.

1克

10 ，1 井、係:!!;二字第 Ill :3 :l
105005:334 iJ\丸牌 4 品4 發述其領 i束縛宗 主:中市大安區

5克

104 年保管字第 1833
餃子員奇異(含.rt1:

1 日 50053;34 2 -1- 5早晨、械公l 1iill 甘苦還具物; 除{寧海 是中了r大安鼠
也mluh 

仰、粽子 B~ ) 
\{)ij -'P- f芷若字萃的:1:1

10500品3 月4 自 于長.)1址 1 本 f告主主 J~- .IJJl l束縛宗 去中可T大安區
~~t 

J 04 年叫:管守:第 1833
\0500533哇 哇 鼠.!l!f 2 晶'J 4丟進具A-J'j j束縛宗 是全中市久安區

~~t 

!15 n 策. ，(年九



壹灣查中地方槍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頓清冊

保守 :'F~'~L 處分 lf~~t ?最*哥拉 物品名午在 在文章 重量 處分方式 JlA軍人 5也hl: 做言主

1 04 iH~; 管字第 18:33
10500533是 5 空白商業水果 1本 ~f;'[還，j>I.，領 l來吟詩: 是:中布大安區

Eydlh ia 

104年你 fFFFE在 l83 :3
105005335 f吉抱怨說 l件 發言室主思領 I~來2干那1 月 查中可于大安區主

li主

I I.H 5H有(~管:y: WJ87自
10<1 ()(H.'iOß 

電子沒 JL(衛星
J f問 司寄送」志敏 除幸男 哥:中可f 大Æ:l&

~It E主4立話)

104 年條發三f: 第 1887
104006950 摔成外套 11+ 4否還共領 張家領 金:中 1甘南屯區

1屯

J lM ifc紙發字涼的117
1 日 400()()50 2 1長_jjJè\'函， 11牛 4去追J~領 我家碩 是中市南屯區

5克

1 0'1 ifc iN; tè' "f: ~\ 1887 10400ß950 4毛3J 才半I長手套 l唆 發送共領 挨家研 逢中市為屯亞豆

1 1)ι半 i不管巷，第 1887
104006950 i主動結 i 焚 才告送!幸存且 ~t 雪之j，fJ. 是中 τ甘南屯說

就

10、j'H!K i青工F 第 1887
!04 日06 .\1 50 5 重機車輪是L l 文 才去這共領 張家碩 袋中亦為屯這

~1}t 

iOaiif ftff:字第 1887
104006950 6 安全獨 l 個 司去還真有頁 張家Z!\ 直: 'ý '市 r品也J r,El 

吼:

10是_?f.- '7，主管等:第 19G8
10持002780

其他刀械(水來
1 文 年Ei盟共有其 5長11$史學 全中市太JLt l;f

nmt zg JJ) 

10是非你管工;三第 1 9flH 
I 0五0053:l7 白色ttf劑I Jß 發送其領 除吉午耳，Lj 月 受中可f太安 i姦

YEJaL-u 

I () '1 ..11'-保管寸三第 1957
10400205♀ 會員_，t有啥?三本 3íJit 管道共領 于長1.:娘 去中市2車子， r.fii. 

豈止

104 年保管字第 I D7:{ 
I tH00354是 d為是主 l 文 才去還只..$J;î φ 裂文1時也 全中 'P大甲區

~I.t 

104年保守示 :~z: .!J名 1979
I0400~m8 ))j性 i句祥 5件 tt玉皇共領 李廢火 查中可E 太平[豆

~;，ç屯

第 12 反'.I!， l"n



牽灣牽<f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頓清冊

?;主管字號 處分F于自t i~iA之5克 4h 品名稱 數量 3重登 處分方式 共領人 3也:fk 織吉主

104年f乖張，字第 19日6
105005司 80 護照 !本 發送JZ領

DO VAN 
全中市北屯恆生

事、，。EJiKa DAI 
104'1-保管宇:在2日 15

104006905 
電子產品

1 文 發i護共領 然是;，$jt 主河北市新店 EI
3t Cjphonc乎總)

104有一位手槍字第 2115
IOI[004 :J08 

電子在 JL(傳真
1 令 若是進去/~A 為祭品 查中-.rr持接監

哥拉 j織)
開愉

MMiFfhiitf 字第 2203
104003326 

電子i主品(SIM
1 號 發送共領 程建?首 安全中市北屯豆豆

~it 卡)

i 日益年徐宅，字第 22:i5
104006187 

電子沒 Jb[伴唱
1 合 在女選手to姨 彭 !ÆJ;令 安:中 "lpJ七l:&

itL j的

104年 1示管 "'p 第 2235
10400自 187 2 點可k簿 1本 發送具有真 車主;在f令 查中市北[哀

~~t 
10是 iH[(;管字第 2235 定千產品(遙控

全中可ì :lb 豆豆104006187 3 11囚 哥寄送共傾 直至長玲

~A~ ~) 

1 0 MF- l!i~ 1\' ~f 第 2345 10,HHl(i]fJ2 進}均1史 ilkCt 才能) 11問 發送共領 話告俊亦 全中，市
~~L 

話M

iiMijifitvif字第 2.345
10是006192 2 

電子是品(乎被
l 支 找這共領 l'JH設有1 查中~]1

ZJW1tEu E (LG KX195 )) 
1 {}il 年保管字第 2611

104003559 i混身碟 11:周 潑、造共領 華草草敘 查中市中區

~!t 
10μH;l~ 管字第 27(\ 日

1 日是0 日4日 14 I ifrß .iißj 1 件 4身退，，(，領 揚有鎮 是全中 1]1沙且l區
~1;~ 

104 年保守?字第 2884
10哇。 03977 電 ~r- Ì:主 Ji:t(手4爽) i 文 發送吳忠民 平主長4平 逢中';P太平.~ 且在SHI-卡

RJrlk b 

J 04 _{f~ {!J'; 管字 11月 2 日3日
1040日493日 2 六舟，娘手 l 文 哥哥送JZ領 俾亞芳 新北if1 '1' 和設

rdiPf1e e 

1 ()!J年你有音字第 3008
1040日4656

其他J] 械(5，品j*
l 文 發送共領 i在朝龍 至H' 可持中 r~l J盔甲

"叫'rlt 刀)

直在 13 餒 '"Jt14fJ



牽灣壘中J也方放察著扣押物公告招明清冊

1;1~ :t舟fndJVT司J.~G心 且是分 J}號 jlIE水就 :1均品名 f舟 是支手 受苦苦 處分方式 共殺人 士&，_bl: <(請吉主

1 ()i\ .iH~\管字第 :j12ß
1050050n:l 

利;有‘ j划(可食
16丈 發jtit兵領 主己晏陸 安:中市西亞

對l. 1月) LOVE KlSS 
10是年保管+第 3126

105005日9:3 2 
i司滑劑(可食

的文 鈴還JL領 他是~15t 受中市的區
也E 用) 1l0T KISS 

) 04年{早發字第 a村3
10司(l O !i liSO 如f 主tf!任 。000 元 志對這具有見 張立在玲 是中帝為屯設

古巴

104 年保持字第 ~1443
104日 06689 2 3己寧靜 1本 ~1}道主~h<其 張 J岱玲 查中市也屯區

的W社U 

104 年仗、管字第~)44a
104006689 3 

H,igi gH牌行為電
i 支 給主革J1，聖 5至芯玲 受中可f 兩司已陸已

EE J司~{;

1 (),j iH!J\管二t= 第 3690
1 。在005159

!潛能爭;1'" J ;為
11滋 發送共領 I'*， í)乳君﹒ 金中可f 5.車子區

也n'， WU函包泉水金

11M 年你管:宇~;，3590
10哇。 05160

「;替龍-:[4-丹寧」銘
1 }中 f告送共領 8包 A章. Ì'，來 受中 τr t!J4屯區

5~1: ，做

10.j 年保管字第 ;)rl8;~
105001 ,11 :1 b 絲毫 1吾 500元 發送主(.l;Jl 玉裕于? 全中甘于 是) (革

EE 
1 {j，.I"Hil\ 弦，字第 423日

105005451 
電Z品 1年1:. 1站u三;J!區

l 台 守主逃兵領 林氣，偉 金中可T大史巨
哥拉J 合IEH車，線)

I ()4 JH正苦，字;有是393
1 日是0 日6632 3 

電子產品(行動
1 文 發送共有其 i來源、福 全中，11 來監

1J.J1L‘ J 可花綠)

10'[ 年4itff字諾.WHl l0400ßI0ß 材、ff，-均已E 照國 l\'長 坡、退 54領 車11 ~示，就 ES: 中市西屯 i義
我

I (j，'j 年-(~\管字路，)874
105005169 2 

電子tfe 品 (SONY
I 文 4普選主t..1亞 前嘉誠1 是主中市來ES 1計51請告

說』 行必電話〉

1 [l4q~(早兮哼:jf;52 1G
.105005/172 

行車紀錄2丘吉已a洽
B長 發送其根 林柏主主 受中市大Æ區

~l!t 

第];1炭，共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