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號:

保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7 月 26 日

發文字號 :中檢謀總喊字第 1100900 3740號
附件:如文

主告:公告發還本署女口附件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751'呆第

公告事項:

一、附表所列扣押物品，

發遷，特公告招領。

故不能

二、應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2年內，得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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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232311轉5811)領取，去口委任他人代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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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無人聲請發遷，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

檢察長

第 l頁共l 頁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1 07/ 1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 30 

公告日期 : 110/ 07 126 ,...._ 11 0107 /2 6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7j(~虎物品名字再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言主

096年保管字第 6725號 110004495 其他一般物品(扣 41件 發還 潘忠豪 臺 中市南屯區

押物編號卜9-卜 其領

49 ) 
096年保管字第 6725號 110004495 2 其他一般物品(扣 16件 發還 潘忠豪 臺 中市南屯區

押物編號卜51 - 1 一 其領

66) 
096年保管字第 6725號 110004495 3 其他一般物品(扣 14件 發還 潘忠豪 臺中市南屯區

押物編號2-1 一卜2一 其領

1-14) 
096年保管字第 6725號 110004495 4 其他一般物品(才口 15件 發還 潘忠豪 臺中市南屯區

押物編號2-2-1-2一 具領

2-15 ) 
096年保管字第 6725號 110004495 5 其他一般物品(會 13本 發還 潘忠豪 臺 中市南屯區

計憑證) 其領

096年保管字第 6725號 110004495 6 其他一般物品(總 3本 發還 潘忠豪 臺中市南屯區

分類 rll長) 具領

096年保管字第 6725號 110004496 其他一般物品(扣 44件 發還 呂 主丕王文 臺北市北屯區

押物編3-1 - 3-14)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846號 110003457 電子產品(三星牌 11固 發還 邱中俞彥 臺 中市烏日區

手機含 SIM 卡 )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0號 110004387 電子產品(NOKIA l 支 發還 聲1]5青明 苗果縣、竹南鎮

白色手機含 SIM 其領

卡)

099年保管字第 1 920號 110004387 2 其他一般物品(渣 5張 發還 劉清明 苗票早在竹南鎮

打銀行匯款單副本 具領

通知書)

099年保管字第 1920號 110004387 3 其他一般物品(彰 2張 發還 劉清明 苗果縣竹南生真

化銀行存款憑條) 具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 0711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2/30 

公告日期: 11 0/ 07/ 26'"'-' 11 0/ 0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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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士止 備註

099年保管字第 1920號 110004387 4 其他一般物品(郵 3張 發還 劉清明 苗果縣、竹南鎮

局跨行匯款申請 其領

書)

099年保管字第 1921 號 11 0004158 存摺(渣打銀行山 l本 發還 黎國全 桃園市龍潭區

子頂分行存摺〉 其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1 號 110004158 2 其他一般物品(匯 11 張 發還 黎國全 桃園市龍潭區

款單據)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1號 110004158 3 其他一般物品(中 2張 發還 黎國全 扣t園市龍潭區

國移動儲值卡)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1 號 11 0004158 4 其他一般物品(手 l 張 發還 黎國全 桃園市龍潭區

寫大陸電話)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0004164 信用卡(中國工商 l 張 發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銀行信用卡)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0004164 2 信用卡(台新新光 17長 發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三越信用卡) 其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 0004164 3 信用卡(台新銀行 l 張 發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信用卡) 其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0004164 4 信用卡(中國商銀 17長 發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信用卡)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0004164 5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NOKIA 粉紅色) 其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0004164 6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NOKIA 黑色)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0004164 7 存摺(中國國際商 l本 發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銀存摺) 且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0004164 8 存摺(中國信託存 l本 發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摺) 具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 07/ 1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3/30

公告日期: 110/ 07/ 26'"'-' 11 0/ 07/ 26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7f之f虎物品名手再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t.ll:. 備言主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0004164 9 存摺(遠東銀行存 l 張 發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摺)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 0004164 10 存摺(誠泰銀行存 l 本 發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摺)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 0004164 11 金融卡(含現金 B長 發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卡 ) (遠東商銀金 其領

融卡)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0004164 12 其他一般物品(電 l 張 哥去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話卡) 其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2號 110004164 13 金融卡(含現金 B長 發還 葉怡廷 臺中市北屯區

卡 ) (新光銀行金 其領

融卡)

099年保管字第 1923號 110004163 電子產品 l 支 發還 徐瑞霞 臺中市大甲區

(NOKIA(N97 ) 手機 具領

合 SIM 卡)

099年保管字第 1923號 11 0004163 2 電子產品(亞太 l 支 發還 徐瑞霞 臺中市大甲區

ALCATEL 手機含 其領

SIM 卡)

099年保管字第 1923號 110004163 3 存摺(中華銀行存 l本 發還 徐瑞霞 臺中市大甲區
摺)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3號 11 0004163 4 存摺(郵局存摺) l 本 發還 徐瑞霞 臺中市大甲區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3號 110004163 5 存摺(中國信托存 l本 發還 徐瑞霞 臺中市大甲區
摺) 其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3號 11 0004163 6 存摺(郵局存摺) l 本 發還 徐瑞霞 臺中市大甲區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3號 11 0004163 7 其他一般物品(印 7個 發還 千余瑞霞 臺中市大甲區
章) 具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于IJ fp 日期 :110/07/1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4/ 30

公告日期: 11 0/ 07 /26~ 11 0/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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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址 備註

099年保管字第 1923號 110004163 8 其他一般物品(中 l 張 發還 千余瑞霞 臺 中市大甲區

國信託提款卡) 具領

099年保管字 第 1923號 11 0004163 9 金融卡(含現金 B長 發還 千余瑞霞 臺 中市大甲區

卡 ) (兆豐銀行提 具領

款卡)

099年保管字第 1923號 11 0004163 10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 徐瑞霞 臺中市大甲區

卡) (土地銀行提 其領

款卡)

099年保管字第 1923號 110004163 11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 千余瑞霞 臺 中市大甲區

卡) ( 中華郵局提 具領

款卡)

099年保管字第 1923號 110004163 12 存摺(兆豐銀行存 l本 發還 徐瑞霞 臺 中市大甲區
摺) 其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5號 110004161 電子產品(NOKIA I 支 發還 詹德政 臺中市北屯區

手機含 SIM 卡)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7號 110004160 其他一般物品(渣 l 張 發還 羅碧玉朱 桃園市龍潭區

tr主良行匯款單據)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7號 11 0004160 2 其他一般物品(合 3張 發還 羅碧珠 桃園市龍潭區

作金庫匯款單據)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1927號 110004160 3 存摺(合作金庫銀 l 本 發還 羅碧珠 桃園市龍潭區

J于中長戶)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404號 110003991 2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支 ‘ 發還 甘好捷 新北市萬里區

言舌)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404號 110003993 電子產品(行動電 1個 發還 王義彰 彰化縣、彰化市

言舌)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404號 110003993 2 電子產品(行動電 l個 發還 王義彰 彰化縣彰化市

言舌) 其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1 07/ 1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5/30

公告日期 : 110107/2 6---- 11 0107/2 6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j東_7~~虎才勿品名干再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土止 備註

099年保管字第 3404號 110003993 電子產品(行動電 11固 發還 王義彰 彰化縣、彰化市

言舌 〉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404號 11000421 4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支 發還 林育愷 新北市中山區

言舌)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404號 11000421 4 2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文 發還 林育愷 新北市中山區

言舌〉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404號 110004214 3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支 發還 林育愷 新北市中山區

言舌)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404號 110004217 電腦設備(電腦主 l 台 發還 王義彰 彰化縣彰化市

機含螢幕及鍵盤) 其領

099年保管字第 3752號 110003872 電子產品(行動電 l個 發還 李 j央書又 臺中 市神岡區

話(含 SIM 卡)) 其領

099年保管字第 3752號 110003872 2 電子產品(行動電 1個 發還 李 j央書又 臺 中市神 岡區

話(含 SIM 卡) ) 其領

099年保管字 第 3752號 110003872 3 其他一般物品(外 B長 發還 李決叡 臺 中市神岡區

勞 S IM 卡 )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752號 110003874 電子產品(行動電 1 個 發還 曾憲勳 壹 中市大雅區

話(含 SIM 卡)) 具領

099年保管字 第 3752號 110003874 2 電子產品(行動電 l個 發還 曾憲勳 臺 中市大雅區

話(含 SIM 卡)) 且領

099年保管字第 3752號 110003875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個 發還 李 j央叡 臺 中市神岡區

話(含 SIM 卡))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752號 110003877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文 發還 馬嵩 豪 臺 中市清水區

話(含 SIM 卡))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752號 11 0003878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文 發還 洪紹儀 臺 中市北屯區

話(含 SIM 卡))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752號 11 0003879 電子產品(行動電 5支 發還 梁振盛 臺 中市西屯區

話(含 SIM 卡)) 具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于1] fp 日期 :110/0711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6/30

公告日期: 11 0/ 07 /26~ 11 0/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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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士立 備註

099年保管字第 3752號 110003879 2 電子產品(行動電 4個 發還 梁振盛 臺中市西屯區

話電池)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752號 110003989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支 發還 葉進益 壹中市大雅區

話(含 S IM 卡 )) 具領

099年保管字第 3752號 110003989 2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支 發還 葉進益 臺中市大雅區

話(含 SIM 卡)) 其領

099年保管字第 3752號 110003990 電子產品(NOKIA l 支 發還 李毅 臺中市豐原區

行動電話(含 SIM 具領

卡 ))

099年保管字第 5093號 110004396 電子產品(手機含 l 支 發還 陳名勇 臺中市龍井區

SIM 卡) 具領

100年保管字第 1808號 101004411 3 贓款(新台幣) 600元 發還 王柏翰 臺中市南區

具領

101 年保管字第 2352號 102002195 3 紅色鴨舌帽 1 個 發還 黃俊傑 臺中市北屯區

具領

101 年保管字第 2352號 102002195 4 藍色 T 恤 l件 發還 黃俊傑 臺中市北屯區

其領

101 年保管字第 2352號 102002195 6 白色內衣 l 件 發還 黃俊傑 臺中市北屯區

具領

101 年保管字第 2352號 102002195 7 f木間在豆褲 l件 發還 黃俊傑 臺中市北屯區

具領

101 年保管字第 2352號 102002195 8 白色拖鞋 l雙 發還 黃俊傑 壹中市北屯區

其領

101 年保管字第 4965號 103005075 2 贓款(新臺幣) 2200元 發還 李銘輝 屏東縣、萬丹鄉

具領

104年保管字第 2434號 110005023 電月當言丈f聶 (SAMSUNG l 台 發還 陳育全 臺東縣、長;實鄉 內有 SIM

平板電腦) 具領 卡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1 07/ 1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7/30

公告日期: 11 0107 /26 ,....., 11 0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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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士止 f萄言主

105年保管字第 1843號 110003600 2 其他一般物品(電 l 片 發還 林威帆 台中市南屯區 含 SIM 什
話卡片) 其領

105年保管字第 1843號 110003600 3 其他一般物品(電 l 丹 發還 林威帆 台中市南屯區 不含 S1M

話卡片) 具領 卡

105年保管字第 1843號 110003600 4 金融卡(含現金 8張 發還 林威帆 台中市南屯區

卡) (銀行聯名卡) 具領

105年保管字第 1843號 110003600 5 電子產品(智慧型 l 支 發還 林威帆 台中市南屯區 HTC' 含

手機) 具領 S1M 卡

105年保管字第 2996號 110003600 10 其他一般物品(公 l件 發還 朱信 -)+1 台中市烏日區

司 'þ長冊) 具領

105年保管字第 2996號 110003600 11 身分證(影本) 15長 發還 未信州 台中市，鳥日區

具領

105年保管字第 2996號 110003600 12 身分證(影本) 15長 發還 朱信 -!-I↑ 台中市，鳥日區

其領

105年保管字第 2996號 110003600 13 其他一般物品的1M 25長 發還 朱信 -;+1 台中市烏日區

卡) 其領

105年保管字第 2996號 110003600 14 電子產品(1PHONE6 l 支 發還 朱信 HI 台中市，鳥日區 合 S1M 卡 l

手機) 其領 張

105年保管字第 2996號 110003707 電子產品 (ASUS 筆 l 台 發還 賴宇容 台中市南屯區

記型電腦) 其領

105年保管字第 4961 號 105007061 藍色外套 l件 發還 陳文章 臺中市龍井區

具領

105年保管字第4961 號 105007061 2 咖啡色外套 l 件 發還 紀篤 ，協 臺中市龍井區

其領

106年保管字第 201 號 11 0004401 其他一般物品(木 l 支 發還 趙品棠 苗果縣後龍主真

棒) 其領

106年保管字第 201 號 110004401 2 其他一般物品(鋁 1 支 發還 趙品棠 苗果縣、後龍鎮

棒) 具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 fp 日期 :110/ 07/ 1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8/ 30

公告日期: 11 0/ 07/ 26 ,....., 11 0/ 0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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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士止 備﹒言主

106年保管字第 201 號 110004401 3 其他一般物品(鐵 1 文 發還 趙品棠 苗果將、後龍鎮

條) 其領

106年保管字第 201 號 11 0004401 4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支 發還 趙品棠 苗果縣、後龍鎮
言舌 ) 具領

106年保管字第4766號 110004288 贓款(車變價所得 80000 元 發還 曹睿竑 臺中市西屯區 106 變價 41

批次33 ) 具領

106年保管字第4781 號 11 0004293 7 其他一般物品(凱 6本 發還 梁兆德 新北市中和區

基銀行存摺) 具領

106年保管字第 4781 號 110004293 18 其他一般物品(房 1 張 發還 許志堅 臺北市大安區
屋仲介修正台中報 其領

價單)

106年保管字第 4781號 110004293 19 其他一般物品(網 l本 發還 許志堅 臺北市大安區
頁設計合約書) 具領

106年保管字第 4781 號 110004293 20 電腦設備CLenovo l 台 發還 言午志堅 臺北市大安區

筆電 〉 具領

106年保管字第4781 號 110004293 21 電子產品 CSAMSUNG l 支 發還 許志堅 臺北市大安區

手機) 具領

106年保管字第4781 號 110004293 22 電子產品 CSAMSUNG l 支 1主弋 1﹒豆且豆 許志堅 臺北市大安區

手機) 具領

106年保管字第 4781號 110004293 23 其他一般物品(蒲 2張 發還 許志堅 臺北市大安區
公英網頁留言回 具領

覆〉

106年保管字第4781號 110004293 24 其他一般物品(蒲 8張 發還 許志堅 臺北市大安區

公英數位公司電子 具領

郵件影本)

106年保管字第4781號 110004293 28 其他一般物品(土 l 本 發還 李彥豪 臺中市西屯區

地使用分區證明 其領

書)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07/ 1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 9/3 0

公告日期: 110/ 07/ 26'"'-' 11 0/ 0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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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士止 備註

106年保管字第 4781 號 110004293 29 其他一般物品(二 I 本 發還 李彥豪 臺 中市西屯區

類月書本) 其領

106年保管字第4781號 110004293 30 其他一般物品(永 l本 發還 李彥豪 臺 中市西屯區

慶房屋、有巢氏房 其領

屋中區通訊錄)

106年保管字第4781號 110004293 31 SONY 手機 l 支 發還 李彥豪 臺 中市西屯區

具領

106年保管字第 4781 號 110004293 32 SONY 手機 l 支 發還 李彥豪 臺 中市西屯區

具領

106年保管字第 4781 號 110004293 38 oppo 手機 l 支 發還 曹睿竑 桃園市龍潭區

具領

106年保管字第 4781 號 110004293 39 其他一般物品(房 l 本 發還 曹睿竑 桃園市龍潭區

仲名冊) 其領

106年保管字第 4781號 110004293 59 名片 2張 發還 李健豪 新北市板橋區

其領

106年保管字第 4781 號 110004293 60 有圓不動產公司存 4本 發還 李健豪 新北市板橋區

摺 其領

106年保管字第 4820號 110004270 電子產品(平版電 l 台 發還 揚子毅 壹中市西屯區

腦(asus)) 具領

106年保管字第 4820號 110004270 2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 楊子毅 臺中市西屯區 無門號

( iphone))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314號 110003402 2 iphone 行動電話 l 支 發還 陳或 壹中市大安區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1028號 110004889 41 存摺(中和農會) 1 本 發還 鄧翔青 新北市中和區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1028號 110004889 42 金融卡(含現金 l 張 發還 鄧翔青 新北市中和區

卡) (郵局提款卡) 具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 07/ 1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0/ 30 

公告日期: 110/ 07/ 26 ,,-, 110/ 0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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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士止 備註

107年保管字第 1028號 11 0004889 43 其他一般物品(遠 25張 發還 鄧翔青 新北市中和區

傳 SIM 卡)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1028號 110004889 44 其他一般物品(顧 2張 發還 鄧翔青 新北市中和區

客收執聯)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1309號 110003479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 楊程中 彰化縣、芳苑鄉

C iphone 、白、型 其領

號 A1688 、含 Sllll

卡B長)

107年保管字第 1839號 110003526 其他一般物品(筆 l本 發還 陳俊帆 臺 中市太平區
記本)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其他一般物品(合 l本 發還 朱志偉 壹 中市沙鹿區

作金庫存摺)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2 其他一般物品(合 l 本 發還 朱志偉 臺中市沙鹿區

作金庫存摺)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3 其他一般物品(台 l 本 發還 未志偉 臺中市沙鹿區

新銀行存摺)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號 110004714 4 其他一般物品(中 l 本 發還 朱志偉 臺中市沙鹿區

華民國護照) 其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5 其他一般物品(藍 l本 發還 朱志偉 臺中市沙鹿區

色筆記本)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6 其他一般物品(印 1個 發還 朱志偉 臺中市沙鹿區

章)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7 其他一般物品(中 B長 發還 朱志偉 臺 中市沙鹿區

國移動香港儲值 其領

卡)

107年保管字第 2111號 110004714 8 其他一般物品(中 B長 發還 朱志偉 臺中市沙鹿區

國移動香港儲值 具領

卡)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 10/07/1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1130 

公告日期: 11 0/ 07/ 26-----11 0/ 0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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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士止 備註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9 其他一般物品(房 l 本 發還 朱志偉 臺 中市沙鹿區

屋租質契約)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10 其他一般物品(土 l本 發還 朱志偉 臺中市沙鹿區

地銀行存摺) 其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11 其他一般物品(土 l 張 發還 朱志偉 臺中市沙鹿區

地銀行提款卡)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12 其他一般物品(台 1本 發還 朱志偉 壹中市沙鹿區

中銀行存摺) 其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號 110004714 13 其他一般物品(台 l 張 發還 朱志偉 臺中市沙鹿區

中銀行提款卡) 其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14 其他一般物品(台 B長 發還 朱志偉 臺 中市沙鹿區

中銀行信用卡) 其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15 其他一般物品(合 30張 發還 朱志偉 臺中市沙鹿區

作金庫存款憑條)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11 號 110004714 16 其他一般物品(台 3張 發還 朱志偉 臺中市沙鹿區

中商業銀行存款憑 其領

條)

107年保管字第 2111號 110004714 17 其他一般物品(台 15長 發還 朱志偉 臺中市沙鹿區

新商業銀行存入憑 具領

條)

107年保管字第 2135號 110004346 電子產品(三星手 l 支 發還 周冠逸 新北市八里區

機(含 SIM 卡 l 張))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2148號 110003859 2 電子產品 (SAMSUMG l 支 發還 月.土f 7}‘之昌一 壹中市西區

手機l 支(含 SIM 具領

卡))

107年保管字第 2148號 110003859 3 電子產品的AMSUNG l 支 發還 H山士才、t 昌- 臺中市西區

平板(含 SIM 卡)) 具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07/ 1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2/30 

公告日期: 110/ 07/ 26---- 11 0/ 07/ 26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jftyj之 7虎才勿品名手再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士止 備註

107年保管字第 2148號 110003859 4 電子產品 (HTC 手 l 支 發還 月士t 7}、￡ 昌一 臺 中市西區

機1 (含 SIM 卡))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2428號 107007859 其他一般物品(記 l 張 發還 林京緯 屏東縣內埔鄉

憶卡) 其領

107年保管字第 2428號 107007859 2 其他一般物品(中 B長 發還 林京緯 屏東縣、內埔鄉

華行動電話申請 其領

書)

107年保管字第 2428號 107007859 3 其他一般物品(郵 2張 發還 林京緯 屏東縣、內埔鄉

政儲金票據) 其領

107年保管字第 2428號 107007859 4 其他一般物品(彰 l 張 哥去還 林京緯 屏東縣、內埔鄉

4匕主良4于匯車夫4海) 其領

107年保管字第 2428號 107007859 5 其他一般物品(客 5張 發還 林京緯 屏東縣、內埔鄉

戶收款收據)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2428號 107007859 6 其他一般物品 l 個 發還 林京緯 屏東縣、內埔鄉

(HUAWEI MATE10 手 其領

機盒)

107年保管字第 3209號 110003967 3 贓款(新臺幣) 1900元 發還 陳瑞龍 臺中市大里區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3428號 110003656 4 三星粉紅色手機 l 支 發還 非本革命宗 壹中市潭子區 無 SIM 卡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3428號 110003656 5 OPPO 手機 l 支 發還 林革命宗 臺中市潭子區 OPPO 
其領 A16 01 

107年保管字第 3559號 110003895 2 其他一般物品(借 2張 發還 廖志彬 臺中市北區

據暨清償合約書) 具領

107年保管字第 3559號 110003895 3 其他一般物品(委 B長 發還 廖志彬 臺中市北區

託書) 具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07116

程式編號:巨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3/30 

公告日期: 11 0/07/26""' 11 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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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拖上 備言主

107年保管字第4291號 11 0003812 其他一般物品(中 11牛 發還 林俊緯 南投縣、魚池鄉

茵信託存簿、提款 且領

卡、印章、密碼

單)

108年保管字第 163號 110003627 4 其他一般物品 15件 發還 張家瑋 彰化縣員林市

(SAMSUNG 商標手 其領

機電池)

108年保管字第507號 110001440 2 其他一般物品(真 111固， 發還 郭世明 臺中市北屯區

空封口機〉 具領

108年保管字第507號 11 0001440 3 其他一般物品(雙 4個 發還 郭世明 臺中市北屯區

鷹瞬間封口機) 且領

108年保管字第 507號 110001443 其他一般物品( !1}J!1 l 包 發還 郭世明 臺中市北屯區

啡包包裝袋(未老 具領

鼠))

108年保管字第 99-8號 110004888 3 電子產品CIPHONE l 支 發還 鄧翔青 新北市中和區

手機) 且領

108年保管字第 998號 110004888 4 電子產品(IPHONE l 支 發還 鄧翔青 新北市中和區

手機(無 SIM 卡)) 具領

108年保管字第 998號 110004888 5 電子產品(IPHONE 1 支 發還 潘力安 臺中市北屯區

手機) 其領

108年保管字第2226號 110004022 3 其他一般物品(郵 l張 發還 熊程敬 臺中市太平區

局提款卡) 其領

108年保管字第3033號 11 0004166 3 iphone 手機(含 1 支 發還 林婉津 臺中市沙鹿區 螢幕破裂

SIM 卡) 具領

108年保管字第3077號 110003558 3 其他一般物品(中 l張 發還 王文欽 臺中市外埔區

華郵政提款卡) 且領

108年保管字第 3141號 110002653 其他一般物品(房 2張 發還 謝仲育 臺中市北區

屋契約書) 且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 列印日期 :110/07/1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4/30 

公告日期: 11 0/07/26'"'-' 11 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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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拖上 備註

108年保管字第 3141號 110002653 2 存摺(中國信託存 1本 發還 謝仲育 臺中市北區

款存摺) 具領

108年保管字第3141號 110002653 3 印章(印章) 11，固 發還 詩H中育 臺中市北區

其領

108年保管字第3141號 110002653 4 健保卡(健保卡) 1張 發還 謝仲育 臺中市北區

具領

108年保管字第3141號 110002653 5 電子產品(IPHONE6 l 台 發還 黃鐵傑 臺中市潭子區 含 Slm 卡1

手機〉 其領 張

108年保管字第3485號 110003649 電子產品(三星手 l支 發還 陳啟利 章主化縣、鹿港鎮 無 SIM 卡
機) 且領

108年保管字第3485號 110003650 電子產品(三星手 l支 發還 曾郁芸 南投縣南投市 合 SIM 卡l

機) 且領 張

108年保管字第3604號 11 0003651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 梁息璽 宜蘭縣、宜蘭市 商品名

(SUPERDRY 黑外套 具領 牙再 : CLIFF 
(附寄貨單據) ) EMBOSS 

HYBRID 
108年保管字第 3604號 11 0003651 2 其他一般物品 21'牛 發還 梁車里 宜蘭縣宜蘭市 summer 

(SUPERDRY 外套 具領 hooded 
紅藍色各一件) windtredd 

er 
108年保管字第 3746號 110003883 2 其他一般物品(榔 l支 發還 游明照 臺中市太平區

豆頁) 且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2 電子產品(Apple l 支 發還 蔡旻憲 臺中市西屯區 含 SIM 卡

手機 iPhoneX) 具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3 電子產品(Apple l 文 發還 蔡旻憲 臺中市西屯區 含 SIM 卡

手機 iPhone6s) 具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4 其他一般物品(夾 l 包 發還 鍾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尺寸 :3號
鏈袋) 且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10711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5/30 

公告日期: 110/07/26'"-'11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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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拖上 備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5 其他一般物品(勻 3支 發還 鍾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管) 具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6 電子產品(Apple l 支 發還 鍾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令 SIM 卡

手機 iPhone6) 其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7 電子產品(Apple 1 支 發還 鍾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令 SIM 卡

手機 iPhoneXR) 其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8 其他一般物品(殘 l 包 發還 鍾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渣袋) 且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9 電子產品(電子磅 l 台 發還 鍾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秤) 具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10 電子產品(電子磅 l 台 發還 鍾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秤) 具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11 電子產品(Apple l 支 發還 鍾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合 SIM 卡

手機 iPhone) 其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12 其他一般物品(勻 1支 發還 鍾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管) 具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13 其他一般物品(房 2件 發還 生重家f妥 臺中市西屯區

屋租貫契約書) 且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14 其他一般物品(停 l件 發還 生重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車位租貫契約書) 其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15 其他一般物品(夾 1 包 發還 鍾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鏈袋) 其領

108年保管字第4183號 110003536 16 電子產品(電子磅 1 台 發還 是重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秤) 其領

108年保管字第4310號 110003533 2 贓款(新台幣) 139800元 發還 鍾家俊 臺中市西屯區

其領

108年保管字第4885號 110005035 電子產品(OPPO 牌 l 支 發還 孫偉勝 臺南市永康區

R9S 手機) 其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07/1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16/30

公告日期: 110/07/26'"'"' 11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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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拖上 備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4903號 110002523 電腦設備(筆電〉 1個 發還 曾柏舜 臺中市南區/

且領 彰化縣彰化市

108年保管字第4903號 110002523 6 電子產品CI-PHONG 1 文 發還 何依庭 臺中市烏日區 螢幕破裂

手機(白色)) 且領

108年保管字第4903號 110002523 9 電子產品CI-PHONG 1 支 發還 曾柏舜 臺中市南區/ 無 SIM 卡

手機(金色)) 具領 彰化縣、彰化市

108年保管字第4903號 110002523 10 電子產品CI-PHONG 1 支 發還 曾柏舜 臺中市南區/ 無 SIM 卡
手機(灰色)) 且領 彰化縣彰化市

108年保管字第4903號 110002523 11 電子產品的AMSUNG l 文 發還 何依庭 臺中市烏日區 無 SIM 卡

手機(金色)) 且領

108年保管字第4903號 110002523 12 電腦設備(筆電(蘋 l 台 發還 陳文法? 臺中市北屯區

呆)) 具領

108年保管字第4903號 110002523 14 電子產品(I-PHONE l 支 發還 陳文j封 臺中市北屯區

手機(銀色)) 且領

108年保管字第4903號 110002523 15 其他一般物品(電 1個 發還 陳文:封 臺中市北屯區

子鑰匙) 其領

108年保管字第4917號 110004355 2 其他一般物品 120件 發還 林穎龍 臺中市北屯區 Pokemon 寶

CPokemon 商標公 具領 貝球內含2

仔玩偶) 隻公仔
108年保管字第4917號 110004355 3 其他一般物品 1801'牛 發還 林穎龍 臺中市北屯區 Pokemon 寶

CPokemon 商標貼 且領 貝球內含3

紙) 張貼紙

108年扣保字第 99號 110004007 4 贓款 1000元 發還 廖俊詠 臺中市石同區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54號 110003566 贓款(新台幣) 25200元 發還 辜詠持公 南投呆在鹿谷鄉

其領

109年保管字第705號 110003473 貝威主丈 2980元 發還 邱富崑 南投縣中寮鄉

其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 列印日期 :11010711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7/30 

公告日期: 11 0107/26'"'-' 11 0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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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保管字第716號 110003953 其他一般物品(銀 l張 發還 賴f右昌 臺中市太平區 中國建設

聯卡) 具領 銀行

109年保管字第716號 110003953 2 其他一般物品(銀 l張 發還 賴佑昌 臺中市太平區 中國工商

聯卡) 其領 主良才于

109年保管字第716號 110003953 3 其他一般物品(開 2張 發還 賴f右昌 臺中市太平區 中國建言丈

戶申請書) 具領 主良才于、 中

國工商銀

1丁-
109年保管字第716號 110003953 4 華碩廠牌行動電話 l支 發還 賴于右昌 臺中市太平區 ASUS 、黑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796號 11000吐448 2 贓款 45260元 發還 王國仲 臺中市太平區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 1062號 110004597 電子產品(手機 l支 發還 朱映霖 高雄市林園區 令 Slm 卡

htc)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 1150號 110004857 其他一般物品(貓 11牛 發還 洪健庭 臺北市大同區

頭衣物)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 1216號 110003817 電子產品(藍牙耳 1個 發還 胡育鴻 新北市三重區

機)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 1405號 110004954 其他一般物品(兒 11牛 發還 王亭又 臺中市北屯區

童浴巾) 其領

109年保管字第 1405號 110004954 2 其他一般物品(軟 1條， 發還 王亭又 臺中市北屯區

膏)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 1405號 110004954 3 其他一般物品(凡 l盒 發還 王亭又 臺中市北屯區

士林)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1405號 110004954 4 其他一般物品(雨 2支 發還 王亭又 臺中市北屯區

傘)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 1405號 110004954 5 電子產品(吹風機) I 支 發還 王亭又 臺中市北屯區

具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0711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8130 

公告日期: 11 0/07/26'"" 11 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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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也拖上 f有言主

109年保管字第 1405號 110004954 6 其他一般物品(掃 l文 發還 王亭又 臺中市北屯區

把)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 1405號 110004954 7 其他一般物品(兒 l件 發還 王亭又 臺中市北屯區

童短褲) 其領

109年保管字第 1405號 110004954 8 其他一般物品(兒 11'牛 發還 生亭又 臺中市北屯區

童棉被)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 1405號 110004954 9 電子產品(行動電 l文 發還 王亭又 臺中市北屯區 ASUS 牌

話(含 SIM 卡、記 具領

懷卡))

109年保管字第 1631號 110003896 其他一般物品(切 1張 發還 廖志彬 臺中市北區 107/6/25 
結書) 具領 書立

109年保管字第 1631號 110003896 2 其他一般物品(切 l張 發還 廖志彬 臺中市北區 107/4/28 
結書) 其領 書立

109年保管字第 1631號 110003896 3 其他一般物品(借 l張 發還 廖志彬 臺中市北區 立據日期

據) 其領 107/5/20 
109年保管字第2101號 110004364 其他一般物品(安 1個 發還 曾遭敬 臺中市大里區

全帽〉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2191號 110004845 其他一般物品(第 l本 發還 林雅莉 臺南市安南區

一銀行存簿)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2191號 110004845 2 其他一般物品(第 l張 發還 林雅莉 臺南市安南區

一銀行金融卡)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2191號 11 0004845 3 其他一般物品(中 1本 發還 林雅莉 臺南市安南區

華郵政存簿)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2191號 110004845 4 其他一般物品(中 l張 發還 林雅莉 臺南市安南區

華郵政金融卡)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2257號 110003630 電子產品 1支 發還 張家瑋 臺北市南港區

CIPhone6plus) 其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 列印日期: 110/07/1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9/30 

公告日期: 11 0/07/26 ,,-, 11 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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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拖上 f苟言主

109年保管字第2650號 110003868 其他一般物品(外 l件 發還 蘇知穎 臺中市北區

衣(內含胸罩、短 具領

抽上衣、長褲各l

件))

109年保管字第2650號 110003868 2 其他一般物品(內 l件 發還 蘇知穎 臺中市北區

褲(內含黑色內 具領

褲、藍色內褲各l

件))

109年保管字第2794號 110003746 3 電子產品(SAMSUNG 1 支 發還 陳世明 臺中市神岡區

平板手機) 其領

109年保管字第2911號 110003790 電子產品(Iphone 1 支 發還 吳鈞 花蓮縣、花蓮市/ 含 SIM 卡

XS 手機(玫瑰金)) 其領 花蓮縣、吉安鄉 *2) 
109年保管字第2911號 110003796 電子產品(HTC One 1 支 發還 林美宇 新北市林口區/

A凶手機(藍白 具領 新北市板橋區

色))

109年保管字第2911號 110003796 2 電子產品(小米 l支 發還 林美宇 新北市中本口區/ 含 SIM 卡

Redmi5于機(銀 具領 新北市板橋區

色))

109年保管字第3157號 110004545 其他一般物品(水 l支 發還 李話暴 臺中市北屯區

呆刀)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3225號 110003926 其他一般物品(預 4張 發還 蔡炫辰 臺南市六甲區 己才斥
付卡) 其領

109年保管字第3225號 11000392-6 2 電子產品(記憶卡) 2張 發還 蔡炫辰 臺南市六甲區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3225號 110003926 3 電子產品(讀卡機) 1個 發還 蔡炫辰 臺南市六甲區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3225號 110003926 4 電且當言丈備-(LENOVO 1個 發還 蔡炫辰 臺南市六甲區 黑色

筆電) 具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107/1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20/30

公告日期: 11 0/07/26 ,....., 11 0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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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拖上
備註

109年保管字第 3225號 110003926 5 電腦設備(LENOVO 1個 發還 蔡炫辰 臺南市六甲區 黑色

筆電)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3225號 110003926 6 電子產品(IPHONE 111目 發還 蔡炫辰 臺南市六甲區 灰色、無

手機) 具領 SIM 卡

109年保管字第3225號 110003926 7 其他一般物品(中 11固 發還 蔡炫辰 臺南市六甲區

國聯通電話卡) 其領

109年保管字第3225號 110003926 8 其他一般物品(台 1個 發還 蔡炫辰 臺南市六甲區

哥大電話卡套)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 3225號 110003926 9 其他一般物品(台 111固 發還 蔡炫辰 臺南市六甲區

哥大電話卡套) 其領

109年保管字第3225號 110003936 l 電子產品(電腦硬 111固 發還 黃子政 高雄市梓官區

碟)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3346號 110003795 電子產品(電子磅 l 台 發還 林忠雄 臺中市大甲區

秤)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3346號 110003795 2 其他一般物品(K l1i目 發還 林忠雄 臺中市大甲區

盤)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3412號 110003417 其他一般物品(藥 l 包 發還 林彥宜 臺中市北屯區

物空殼)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3412號 110003417 2 藥品(藥物) I 包 發還 林彥宜 臺中市北屯區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 3412號 110003417 3 其他一般物品(遺 1個 發還 林彥宜 臺中市北屯區

書)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3412號 110003417 4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發還 林彥宜 臺中市北屯區

(OPPO 紅色手機透 具領

明外殼))

109年保管字第3522號 110004877 其他一般物品(組 1個 發還 練韶斌 臺中市西屯區

合積木) 其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10711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21130

公告日期: 110107/26'"'-' 110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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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兒上 備註

109年保管字第3610號 110003901 2 其他一般物品(電 1個 發還 廖義雄 桃園市平鎮區

子磅秤)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3660號 110003778 其他一般物品(冰 1個 發還 劉建宏 新北市八里直

霸杯)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3660號 110003778 2 其他一般物品(大 l 支 發還 劉建宏 新北市八里區

鐵鏈)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3896號 110004422 電子產品(電子磅 2 台 發還 王梓運 臺中市北屯區

秤)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 3992號 110003690 其他一般物品(健 1張 發還 趙誘玲 臺中市北屯區

保卡)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036號 1100047哇哇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 沈畫畫臻 臺中市北屯區

(CHANEL 商標色 其領

包)

109年保管字第403.6號 110004744 2 其他一般物品 2件 發還 沈懿臻 臺中市北屯區

(CHANEL 商標皮 且領

帶)

109年保管字第4036號 110004744 3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 沈說臻 臺中市北屯區

(C血NEL 商標成 且領

指)

109年保管字第4036號 110004744 4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 沈畫畫臻 臺中市北屯區

(HERMES 商標手 '具領

錶)

109年保管字第4036號 110004744 5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還 沈聽臻 臺中市北屯區

(CARTIER 商標手 其領

錶)

109年保管字第4036號 110004744 6 其他一般物品(CK 21牛 發還 沈懿臻 臺中市北屯區

商標衣服) 其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107/1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22/30

公告日期: 110107/26'""-' 110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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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也拖上 備言主

109年保管字第4036號 110004744 7 其他一般物品 2件 發還 沈主主臻 臺中市北屯區

(CHAMPION 商標衣 其領

服_)

109年保管字第4036號 1100047在4 8 其他一般物品(帳 1本 發還 沈聲、臻 臺中市北屯區

冊)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145號 11 0004612 電子產品(手機) l 台 發還 林郁伶 臺中市北區 編號 a 、無

具領 SIM 卡

109年保管字第4145號 110004612 2 電子產品(手機) l 台 發還 林郁伶 臺中市北區 編號 b 、無

其領 SIM 卡

109年保管字第4145號 110004613 電子產品(手機) l 台 發還 林曉琪 臺中市北區 編號 c 、無

且領 SIM 卡

109年保管字第4145號 110004613 2 電子產品(手機) l 台 發還 林曉琪 臺中市北區 編號 d 、

具領 無 SIM 卡

109年保管字第4145號 110004620 電子產品(手機) l 台 發還 張景雄 臺中市北屯區 編號 g 、手

且領 機螢幕嚴

重損毀、

無 SIM 卡

109年保管字第4273號 110004405 3 電子產品(筆記型 l 台 發還 張家豪 臺中市北區

電腦) 其領

109年保管字第4291號 110003760 4 其他一般物品(房 1本 發還 郭宜靜 臺中市南屯區

屋租貫契約書)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291號 110003760 5 其他一般物品(房 1本 發還 盧秋六 臺中市中區

屋租貫契約書)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291號 110003760 6 其他一般物品(房 l本 發還 施瑞峰 彰化縣、彰化市

屋租貫契約書)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291號 110003760 7 其他一般物品(房 1本 發還 楊芷杰 臺中市北屯區

屋租貫契約書) 其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0711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23/30

公告日期: 11 0/07 126 ,__, 11 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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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言主

109年保管字第4345號 110003974 存摺(中華郵政存 l本 發還 林宗翰 臺中市西區

摺)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4345號 110003974 2 存摺(華南銀行存 3本 發還 林宗翰 臺中市西區

摺) 其領

109年保管字第4345號 110003974 3 其他一般物品(藝 2張 發還 林宗翰 臺中市西區

麗車體美學學業稅 具領

核定稅額繳款書)

109年保管字第4345號 110003974 4 其他一般物品(三 l件 發還 林宗翰 臺中市西區

商美邦人壽保險要 具領

保書)

109年保管字第4345號 110003974 5 其他一般物品(富 l件 發還 林宗翰 臺中市西區

邦產險汽車暨家庭 具領

綜合保險單)

109年保管字第4345號 110003974 6 其他一般物品(保 I捲 發還 林宗翰 臺中市西區

除資料)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359號 110004947 其他一般物品 1支 發還 張益銘 臺中市霧峰區

(IPHONE6)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395號 110004775 電子產品(加熱器) 1 台 發還 黃啟倫 臺中市西區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395號 110004775 2 電子產品(水質檢 1 台 發還 黃啟倫 臺中市西區

測器)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395號 110004775 3 電子產品(溫控器) l 台 發還 黃啟倫 臺中市西區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4395號 110004775 4 電子產品(照明燈) l 台 發還 黃啟倫 臺中市西區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395號 110004775 5 電子產品(風扇) 1 台 發還 黃啟倫 臺中市西亞

具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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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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拖上 備言主

109年保管字第4395號 110004775 6 電子產品(抽風機) l 台 發還 黃啟倫 臺中市西區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4395號 110004775 7 電子產品(研磨機) 3個 發還 黃啟倫 臺中市西區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4395號 110004775 8 電子產品(電子磅 1 台 發還 黃啟倫 臺中市西區

秤)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4395號 110004775 9 其他一般物品(夾 l 包 發還 黃啟倫 臺中市西區

鏈袋)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4395號 110004775 10 電子產品(手機 l支 發還 黃啟倫 臺中市西區 含 Slm 卡2

Crea1me xt)) 具領 張

109年保管字第4398號 110004825 電子產品(電子磅 l 台 發還 楊仕名 臺中市烏日區

秤)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533號 110004675 其他一般物品(尖 l支 發還 陳慷佼 臺中市大里區

嘴鉗)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811號 110004349 2 其他一般物品(彈 1文 發還 鄭楷峰 臺中市清水區

簧刀)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4959號 110003363 贓款(新臺幣) 2000元 發還 蔡佳蓉 臺中市太平區

具領

109年保管字第5019號 110005007 其他一般物品(紫 H牛 發還 林束茂 臺中市潭子區

色長抽上衣) 其領

109年保管字第5019號 110005007 2 其他一般物品(側 11固 發還 林東茂 臺中市潭子區

背色) 其領

109年保管字第5078號 110003508 其他一般物品(棒 1支 發還 盧冠勝 臺中市外埔區

球棍) 旦領

109年保管字第 5162號 110004254 4 其他一般物品(倉 l組 發還 周宏瑋 彰化縣、;美湖鎮

庫鐵捲門鑰匙)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 5162號 110004254 5 電子產品(iPhone 1 支 發還 周宏瑋 彰化縣、溪湖鎮

手機) 具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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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保管字第 5162號 110004254 6 電子產品(三星手 l支 發還 周宏瑋 彰化縣;美湖鎮

機〉 且領

109年保管字第 5283號 110004449 其他一般物品(外 l件 發還 陳羿如 臺北市中正區

衣(內含白色短柚 其領

上衣、紫色胸罩各

l件))

109年保管字第 5283號 110004449 2 其他一般物品(內 l件 發還 陳羿如 臺北市中正區

褲(內含黑色短 且領

褲、內褲各l件))

109年保管字第 5361號 110004664 其他一般物品(球 l支 發還 廖唆溢 臺中市北屯區

棒)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50號 110004876 4 電子產品(行動電 l支 發還 陳儀瑞 臺中市西屯區 合 SIM 卡
語) 且領

110年保管字第 50號 110004876 5 電子產品(呆汁機) I 台 發還 陳儀瑞 臺中市西屯區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06號 110004116 電子產品CiPhone l 支 發還 林銘信 臺中市神岡區 含 SIM 卡

廠牌手機) 且領

110年保管字第 122號 110004372 其他一般物品(1份 l張 發還 賴傳鴻 南投縣中寮鄉

房屋租貫契約)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253號 110004674 4 電子產品(隨身碟) 111固 發還 林育寂 雲林縣、北港鎮 型

其領 號:kingst

on 
110年保管字第253號 11 0004674 5 電子產品(隨身碟) 1個 發還 林育畫是 雲林縣北;巷鎮 型

且領 號:SANDIS

K 
110年保管字第296號 110003309 其他一般物品(蝶、 l 支 發還 何奇霖 嘉義縣、民雄鄉/

絲、起子) 具領 臺中市龍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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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保管字第335號 110004061 其他一般物品(收 3張 發還 康志誠 臺中市北屯區

據) 其領

110年保管字第438號 110004944 贓款(新臺幣) 500元 發還 鍾文龍 臺中市大肚區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483號 110003870 其他一般物品(外 l件 發還 徐巧華 臺中市北屯區

衣(胸罩、連衣裙 其領

各l件))

110年保管字第483號 110003870 2 其他一般物品(內 l件 發還 徐巧華 臺中市北屯區

褲) 其領

110年保管字第517號 110004663 其他一般物品(中 l張 發還 黃日青翊 南投縣、南投市

國信託商業銀行提 具領

款卡)

110年保管字第538號 110003670 12 存摺(中國信託(大 3本 發還 陳柏嘩 臺中市大里區

里分行))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621號- 110004828 其他一般物品(借 l張 發還 許程量 彰化縣員林市

據)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942號 110004842 其他一般物品(竹 l支 發還 K1M VAN 屏東縣、屏東市

製水煙管) 其領 TUAN 
110年保管字第 942號 110004842 2 其他一般物品(警 2張 發還 K1M VAN 屏東縣、屏東市

告單(違反門禁)) 具領 TUAN 
110年保管字第 949號 110004989 11 其他一般物品(外 1件 發還 陳麗如 臺中市大里區

衣) 其領

110年保管字第952號 110004632 其他一般物品(外 1件 發還 吳念臻 臺中市大里區

衣(連身裙、胸 具領

罩))

110年保管字第 952號 110004632 2 其他一般物品(內 l件 發還 吳念臻 臺中市大里區

褲) 其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fp 日期 :110/07/1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27/30

公告日期: 11 0/07/26 ,,-,11 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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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色拉上 備註

110年保管字第 1014號 110004779 其他一般物品(麥 1支 發還 鄭文山 苗果縣、苑裡鎮

克筆)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064號 110004626 其他一般物品(摸 l 豆且 發還 朱德俊 臺中市北屯區

克牌)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073號 110004261 其他一般物品(黑 111固 發還 林晏瑜 嘉義縣、東石鄉

色背包) 且領

110年保管字第 1123號 110004861 電子產品(IPHONE 1 文 發還 劉宇廷 臺中市大里區

手機)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211號 110003313 贓款 22元 發還 李宗彥 大林郵政907吐9
且領

110年保管字第 1221號 110004124 其他一般物品(合 l張 發還 張巧兒 金門縣、金寧鄉/

作金庫提款卡) 其領 臺中市西屯區

110年保管字第 1221號 110004124 2 其他一般物品(新 l本 發還 張巧兒 金門縣、金寧鄉/

光銀行帳簿) 具領 臺中市西屯區

110年保管字第 1221號 110004124 3 其他一般物品(台 l本 發還 張巧兒 金門縣、金寧鄉/

新銀行帳簿) 且領 臺中市西屯區

110年保管字第 1221號 110004124 4 其他一般物品(合 1本 發還 張巧兒 金門縣、金寧鄉/

作金庫帳簿) 具領 A 臺中市西屯區

110年保管字第 1221號 110004124 5 其他一般物品(新 l張 發還z 張巧兒 金門將、金寧鄉/

光銀行提款卡) 具領 臺中市西屯區

110年保管字第 1221號 110004124 6 其他一般物品(台 l張 發還 張巧兒 金門縣、金寧鄉/

新銀行提款卡) 且領 臺中市西屯區

110年保管字第 1221號 110004124 7 其他一般物品(合 0張 發還 張巧兒 金門縣、金寧鄉/

作金庫提款卡) 且領 臺中市西屯區

110年保管字第 1322號 110004295 其他一般物品(面 17張 發還 蔣景耀 臺中市西區

額100元之假美金) 且領

110年保管字第 1564號 110004073 其他一般物品(鑰 l支 發還 賴俊義 臺中市南區

匙) 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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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保管字第 1564號 110004073 2 其他一般物品(~ 1顆 發還 賴俊-義 臺中市南區

庭、扣〉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643號 110004330 其他一般物品(合 l本 發還 王敦息 -臺中市西屯區

作金庫存摺正本l 具領

本)

110年保管字第 1683號 110004853 其他一般物品(紅 1個 發還 王鈺欣 臺中市北屯區

包袋)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775號 110004526 其他一般物品(50 1個 發還 林氏安德森新北市中和區

元硬幣)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793號 110004619 其他一般物品(紙 2張 發還 朱- tI~ 臺中市大里區

張)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832號 110004745 贓款(新臺幣) 4100元 發還 劉瀚升 高雄市鳳山區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834號 110004746 其他一般物品 l支 發還 劉瀚升 高雄市鳳山區 銀幕無破

(iPhone8 玫瑰金 且領 裂、 SIM 卡

手機) 己主支出

110年保管字第 1858號 11 0004618 其他一般物品(服 l件 發還 郭聿書 臺中市西也區

裝) 且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2 其他一般物品(選 l本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民名冊)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3 其他一般物品(會 l本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議紀錄)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4 其他一般物品(手 I張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寫札記) 且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5 其他一般物品(服 l 片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務處電腦資料光 且領

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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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其他一般物品(現 2張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場搜扣位置圖) 其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7 其他一般物品(手 2張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寫名冊)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8 其他一般物品(匯 2張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款資料) 且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9 其他一般物品(中 1本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國信託存摺) 其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10 電子產品(華為平 l 台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版電腦)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11 電子產品(IPHONE 1 文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手機)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12 其他一般物品(原 l 包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住民名冊) 且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13 其他一般物品(還 3張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民聯絡名冊) 且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14 其他一般物品(手 1本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寫名冊 (2) )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31號 110004856 15 其他一般物品(手 l本 發還 蔣正仁 臺中市北區

寫名冊 (3) ) 具領

110年保管字第 1964號 110004767 其他一般物品(武 1 支 發還 蕭穎澤 彰化縣社頭鄉 非管制刀

士刀〉 且領 械

110年保管字第 1974號 110004854 其他一般物品(手 l 支 發還 盧桂皓 臺中市大里區

機行動電話) 其領

110年保管字第2050號 110004999 9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 鄧志翰 臺中市南屯區 無 SIM 卡
且領

110年保管字第2050號 110004999 10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 董F志翰 臺中市南屯區 含 SIM 卡1

具領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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