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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入主
ι-\ "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7月 30 日
發文字號:中檢謀總喊字第 11009003750號
附件:

主話:公告發還本著去口附件所示案件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751Í余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附表所列扣押物品，應受發還

發遷，特公告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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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2323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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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無人聲言的安遷，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裝
e
a
-

-•
••

•
•
••••

••• 

:
…

訂

檢察
~. 

|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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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牽中地方檢察著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冊

保守苦守主吉克 處分序混 且在7)<.罵jE 物品名稱 教堂 古董 處分方式 J't-令五 J、 主也;tlt f荒草主

1101 年保持字制的
1020且是584 手提豆豆 lil閥 發送共領 何i已達 新竹市τ青山區

g;t 
!OJ 年保管字第469

10200是58哇 2 手提包 2個 發送其領 何正遠 絲竹可了香山這
ii WnL h 

!lgi 司已!保管等: lf; 46日
10200哇58是 3 手電寫 l 文 發還兵領 何且這 絲竹市委山區

EE 
1 日 1年保佇字第是69

1 日2004584 4 
電子產品(你主

立台 發玉還共領 i可又遠 再有竹可T~于山區
吉克 導航〕

電子產品

101年 {-r~ i音字濤是的
102004584 

(SAJ!SU別行動電
i 文 發送具領 f'1_iE這 新竹市香山[&

~.~，t 
;) 

字是 〈令31描卡l

張) ) 
電子產品(NOKIA1 日 l~保管字第司的

10200是584 已 行動電話[令 I 文 先司有盔 ;這拉e τh i主4~ 何正主主 新竹市香山區
室主

snr卡15長) ) 
HJl 再Lf呆管字率是在日

10200458是 可
電子產品(隨身

1個 發這其領 何已達 主持竹市吞山區
可走 樣)

1 日3年保管字第 52號 103003日06 大連住處鑰匙 3文 發這其領 林急梅 查中市北屯最

電子產品(SONY

1 日3年保管字第5.2號 1 日 300380{) 可 XPERIA白色子 1 文 發逢其領 林是各海 至是中市北屯豆豆

從〉

l」l凹的時 10糊3806
電腦設備

3 
(S必!SUlìG平板電

]台 發還真毒農 林是主持 吾吾 τ卡布 ::ll: 屯豆豆
路TG'-P31 白白白

色)

第 jE否可 l0 ß{



金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輛公告招聽清冊

保安字號 處分序號 i1:i7Jç. ~t 物品名稱 數量 旦ι司吐 處分方式 共領人 2色土ι 進言主

電子產品(行動

103牟咚守音字第 8B:克 10400日 141 6 
電吉舌

[文 發送共領 F氧詢:琳 蓋全中?柯西屯豆豆 含SHl卡
(SKnetworks 

粹))

10 :3羊;夫管字5f. 81號 1 日是000146 褲子 l件 發送J1-領 長宋左右 1對J足為7F-歪斜

10:3年→然令字第 81號 10是000146 ? 外各 11半 發還Jl-毛衣 長寄:這右 兩千丈絲水三[~~

H13.!1'-~京苦于字第 8Hi. 1 日正000141] 。υ 上我 11卒 發至是其領 γ且寸三老不令毛句主- 南投縣水里如

l03年保管字第81號 1 日4000146 持 牛仔才哲學 ]件 辛苦星星JH頁 徐文郎 I街才立丹在信義古部

!(]3年保管字第 81.-iit 1 日4000146 5 短辛基，j二衣 11牛 發送其領 徐文 ~!l 南投縣f主義如

1 1]，3 年保管字*8H克 1040001是已 6 短袖丰衣 11牛 守主送具領 徐文郎 南投縣f言』友去官方

10 ，3年早早 fr 字第 81號 1日40001 是6 彩色海灘禪 11'牛 發至還J'::Jc領 J~束手耳1林 學中可7函屯區

電子-'~品〔行動

1 日3年保管字iFSIf克 10 ，Hl日別是7 電話OlO ii/浮白 l文 發豈是兵領 吳宗主主 南投草率水旦Uiè 合51 指令

色))

] 0，'3:益保住'>字第 81號 10哇。 00147 2 
電子產品(行動 i
電話(三星將、 l 文 發豈是其領 美宗在古 南投縣水里都 苦，...51 括一』

黑色))

1 日3年悠管字第 207
10 ，3日00692 照另一指 II長 發送兵領 為相干本 主主中'1'詩詞t&

豆豆

103年保管宇直在406
103000825 泊在至 }y ]文 發至是共領 于可夫義 查中甘f堂尿在五

苦t

[切有=--{革管字5f. 572 
1 日300日的8 l t:p 君主 11!fJ 幸身豆豆共領 來 4句:可 全中令北屯這

豆豆

1 日 3平保持字第572
1日 3日00938 可 旬章 1 個 發豆豆』毛主其 來自月 1可 至三中有) 3f:.屯區

可A了"已" 

103年係等款字第 1164 11 日 30日司!l ld 華語匙 l設 發達其領 ~'J哲瑛 至是中 τF ::11::. 11主
一一一

;需 2 至1一司共;口自「



壹灣去中地方鞭察署扣押輛公告扭嘲清冊

保管二字號 J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是tf幸 f[豆吐豆 處分方式 J!!-P，頁 λ、 士I?No {主主言主

1103采訪~，;誓，字第 116是
1 日3004012 2 Z幸 &f挂了?契約草書 的本 按這其毒草 剝哲摸 受中市北區

f 5:元輯:品

[ 0:"1年保管字;在 1328
電子豆豆 J毛

103日05265 3 ( S MlIS日在G手機令 l 文 發送共領 侯湘并 I 彰化縣幸~1匕甘7

~Jt一 SIM卡〕

11 日3年保茗，字第 1828
103005265 4 白色上衣 l件 發送共領 侯湘芹 幸t5 >f匕早在彰化甘于

手~

103再三條發字第 1328
1 日3005265 5 草色背包 1個 發至是具書頁 侯湘芹 幸;，H:.早生幸言化?台

T丈

103年位管等'rr+ 1328
103日日 5265 自 口!這 21L自 寄去這J't領 主要持自芹 章;化縣彩 f匕守7

佇也且已

103年保安字第 1328
103005265 

至巴
i 涼子學 4文 發送其領 f是;相芹 彰他jtt彩化<r

} 1]:3年保苔，字第 1328
1 日3且自5265 8 高絞格自丸 1本 苦苦送共領 f是:相芹 年!;1t綜幸事化市

說:

!日 3年保管字第1，328
103005265 草草喜封哥哥筆記本 l本 發5差異領 侯湘芹 吾吾化縣章;于匕市

if濤:

JO;3年于長等字第 1328
1 日 3005265 10 貓告~LOO 苦差記本 l 本 哥:fl還具λ其 f是;持芹 幸且也早主彰紀前

景色

103年保管字第 1328
1(}3005265 11 G4OT(筆記本 1本 發送異樣 4要湘芹 幸主化;司已有告 f匕Tf

1(t 
10:)年保管三宇:1îZ 1328 

103005265 12 
卡i!動物封面使

:本 發護共領 4美持自芹 章!5 1匕絲彰4匕7甘
51%:. 11}~乳

1 日 3年緣，正字 ~1406
103日02918 5 達絡電話簿 1本 哥青豆豆共領 書主革fi修 蓋全中肯17青水盔

~t 比

ii iD3年1;~ 管字;在 1惡的 103002918 電子產品(立足品
I 台 發送兵領 品主主F 苦苦 是中常清水豆

我 螢豆豆〉

第 3 氣，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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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灣查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J字號 i，tL_7J~:我 物品名稱 數量
會主告

處分方式 共領人 去也主止 f詩才主

110:3年保管字第 Hî67
104日00629 泉是已安全J陷{ [1@ 發送兵領 g每h 4rtkzs g且早h 受中市笠原Gi

1;;t 于
10;1年保管字 ~1695

10300:1023 都tz.外企 H自 發護其毒草 Azis 查中可T大豆豆E豆
君主

103年保管字第1695
10 :3 0U3日23 2 WEIGHT GAIN 2金 發送共領 Azis 全中常大三星星

島生

103年1;主管字;在 16日5
103日03 日23 祭品 l tz. 發3愛其領 Az Ís 受中 cr大旦Z 區

t叫~iJ::、一
1 日 3年保安二字第 1695

1030日3023 是 祥子 11牛 發至盟共領 Azis 查中*大豆[.@.
5兌

1 03且已保管等~.~1736
1 日300547日 2 

電子產品(電子
i 台 發逢其領 這t尋舜 至全中可7北區

:我 耳旁秤〉
r,_Q 3 lf-1;f.管字第 1 7:ì6

103日。5要7日 3 
電子漢品(華為

1文 哥拉華共領 fE荐舜 全中前北區
三J位ít 粹手機)

103年保安習毛字第 1736 1030日5吐70 是
電路設備(電腦

i 台 發送一共領 急卡等舜 金申了甘北 ß
主才俊〕

1 日3年保管字第20日 SHINnYU~' 
5克

105006336 背包 H回 發還真領
JI 

主、'f可7戈旦

lO:3Jf-如，':._ i法三字 ;(;205是
105006336 2 主5全軍 l 制區 發送具領

SllI NHYUIi 
受中?有北區

號 Jl 
103年保管字第2日54

105日06336 3 ;俊早來被 14個 發送共領
SHINHìTN 

全中 cr :l七區
音記 Jl 

10:3年保管字第205尋
1 日 5006336 4 衣服 9件 發豆豆共領

SllIliHYLN 
蓋上命令北思

它m是G 11 
10:3年如， ，音字第 205是

1 日 500133，3在 J 飯店名只 1 張 發5盡其領
SfI I NllYUN 

是中可T北這
5克 JI 

1

1 
103005166 l 求E足 發送Jl.{頁 ‘詩意義 受中市是j f&

;在 4 說?尖叫賣



去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蟻清冊

保管二宇先 l 舟'、之 7}""lf~年是L fil水就 物品名稱 數量 室主苦苦 處分方式 共領人 地址 ftJm去令u一t-

1 tQ:3牟(墨學字第 2835
103日。 5166 2 

3字才盟(中華鄭浪
1本 發主主兵在頁 食堂森 受中前兩 t&

存tlJ)

1 103年{7~金字第3日消
103日 07131 5 背心(衣物〉 5，[牛 發送具領 王有志 查中可)1;、 J在監

it克

ì] 08年很管字第泌的
103007131 自

電子這品〈行動
l 文 普普選手生領 主有志 全中甘j' 5.少流區

}~t 電話(今SIM卡))

I 10:3+1系的3日 電腦室主倍 (acer
i 台 發送其咳 那毒、重! 嘉一書;早已足之石獅:自在002 :J]日

筆記型電腦)

10:3.:羊保管字第 3153
[ 01002319 3 

電子在品(ASlIS
i 台 辛苦送共領 J岫4主持峙于，耳“、 章;化早在和美鎮

也E 行動電話)

1 日3年保安字第3153 電子產品(行動
辛苦還真領 這ft民 彰化縣和美鎮1 日是002319 是 1 文

聖克 三1t -;吾)

103年保管字第3153
104002日 19 8 黃皮記本本 1本 哥哥遺臭領 ;:~，1"話:弋 幸主化縣和美鎮

~.克

11削年保守字第3261
101007日45

電子在品( ])L. 7Jt 
1 台 發5是其領 重r:文知 率可竹噴香山 m

'~Jt. 為 i主)

10:3年保安字;在 32日 i
10是007045 2 

電子產品(電動

2 支 發還真領 其口文飼 絲竹 i古香山區
書MdtM- 從對 (d、文n

103年保管字第 32lH
10哇。07045 。o 電子產品(電纜) 311且 發主蓮子毛在其 華告文鉤 新竹市委山 E豆

f詩:

11 [1炸時符咒
1兔

1 日4007045 幸r幸會 3 支 發送兵領 真可文如 新竹市香山G&

103且已卡?在營字第 32日 l
1 日鉤。?自是3 3 

電子產品(電動
1 支 發主是共領 義[1:5(全m 新竹市香山區

f先 起手:

::G3年保管呵?字言';326I jJ自哇。日7045 6 
電子是J'cr (電動

I 2個 哥哥還真領 主F 文主由 新竹市苦山區
車直至是(大文) ) .iH I_. 

10:3-:if-保管學 ;532(11
104007045 ? 

電子產品(耳語縛
I 文 司去主是共領 郭文鉤 新竹可7香山區一.

學: 切害H久)

5 玄共 :0



金灣臺中地方按察著扣押輛公告招有頁清椅

'1~t:、戶h土g-鬥-;t 出E﹒br』EE 品品，r:f -~~ J:r.::r::_ 刀 /T-~!;t， 5J~_7F- ~~t 物品};i，.是 主主音 Æ萱 處分方王先 共領人 對色i立E f椅 Z主

1 日3年玉泉金字第 32fH
10是9日 7045 自

電子產品('~主動
1個 發送其領 郭文革咱 新竹市吞山區

封已 從鋒(小文) ) 

IH叫:告字第:J2ß
J 04日 07日司3 9 

電子沒品(噴霧
l1i囚 發這其領 詩文倒 主丹 11-可f吞山區

我 城)

lM官科3，313 心刻 本士志主設兵 I 片 發主是共領 主義花 袋中布大豆豆區

時正主假若豆5花位字第 3 :ï 37ho哇00:ï217 :等罷手鋒溺于啟乏正
11年 發選手毛領 安淑鳳 是中市高屯區

f字

] 03 if.- J早管字 ，;t; 353了
1 日4905217 可

為f!j成功!Ql形著
11半 發送具領 安淑j現 受中?甘為屯區

美一側哼向 子
r! 0:3年保管字第.3607

10300鉤的 才f;.JJ l 文 發還共領 且最主義盡 fE 中市幸中間這
lzAJE Ld 

令SI肘1張;
103年苦苦管:字第 36通告

10哇。0141 吐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送」尋領 林良主主 金中可7治區
對: 這話)

103 ir:..-1寄:管s，t:一;"工黨:3fW}
[0拉開 i 哇 15

電子產品(電腦
l 台 發還J頁、/~Jt 主I~ Jt也正幸 受中市北屯還

;J.i,i>;_. 主織J

103年然發字第3657
電路設備(電腦

1日3005045 3 且更嗓 (WeSlern 2個 發豆豆共領 黃華自 i主 約:Jl 'i佇 2支7)立這
主f二

Digiial月殼牌))

1 日 3年漾著字第 36139
103005001 資料 2張 發送兵哥頁 黃梓任 章;化早在 f妄為鎮

位o主-

103年保管字第3669
1 日 3005001

}i且."已L 

可 資料 ~) 5[<. 空寄送去毛在頁 爭奇粹f王 幸~1匕平主 i妥;馮主主

103年f反管字第 3669
怨這其領 ?老梓于去 幸五千匕f在 1主;湖主主103005001 日 資料 2:;長

舟、

l 口)3年?三主管字第泌的
103005日01 是 資料 3早晨 發達具吸 彰11:;罪率 i桑吉劫銀

豈是

5f 6 :~f ' -;;~ l{} 島(



臺灣臺中地方槍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頓清街

保管字室主 處分J字號 ifl水吾先 物品iç，{毒 室主f是
當這

處分方式 J司c'lRλ丸 主t.主主 4渴吉主

103年保管有" 5[,>3 669 
103005001 5 資料 B長 發送具領 黃梓任 至多化早在溪為主主

5克

I J 品泊'" 103日 050日 1 6 資料 H在 發還具，，(Jj 資辛辛任 彰化縣:美其括主直

1ii1 昭之保管3).t;已尋:第 360911030日5001 門

資料 1 張 投進其領 黃梓佐 主~1七縣:長淘氣

(11G持的至flt字第3叫1 1 日3 0'050 日 1 8 資料 B長 發還具有頁 資本科主 彰化縣溪湖主主

]日3立保管字 ~3669
103日 05日的 9 資料 1 張 發這其領 者梓1óE 幸主化主主溪湖鎮

甘}.fL

ijn3年保管字支持3669
103日05001 10 資料 25長 發送具領 安辛辛倍 章主化絲;主潮頭

i 行~g~

U O;}年保管字第3715
W4日 00563

在 IKE球鞋(含丹
l 雙 發送具領 吝二于華已 辜(r此-;，p笠 J辜皂

呵f』Rf，二L 111\) 
103年保守字第 :3747

1 日5日的且是1 r，號清清 11 -'1'- 發送具領 i采訪￡誼 桃00布干鎮反izt 

103年保管字第37是7
受主里白從這f言*

1 日5日的 941 2 是?申辦 ?15克統計 i 本 發還共領 :來t~(室主 桃圈可甘if主主l&zt 
dAZ尪」

1.0:3年保管字第37釘
IO~日 019是: 3 門城j時i是件欽表 1本 哥哥還共領 寫t詠室主 桃園宇平鎖昆

哥~，哥'" 

|iBM叭叭
105001 且是1 是

台灣大哥大
3的長 f否還共領 ;家主jc誼 被困宇平鎮區51,!t:. (0在 )81M中于

|IG3年條件第3741
105001且是: f[' 主社 3草草 苦苦玉藍鳥領 綠色社詮 桃周可p- i宇生皇恩

lzz 3 

1 10州采管字第37
}，I倍丸，

1 目是005J 哇4 黑色安全符 111由 發還真領 亨是咒紅?失這之許峙証宰 受中布大校豆豆

況可言"共 w:震



壘灣牽中地方輸察署扣押物公告招蠣清冊

f系 ;'rf'字號 處分IH克 流水繞 4bJ 品%可毒 車主至主 堂哥哥 處分方式 主\-~賓人 主也*""' {瘖守主

1 10 :3年保守哥拉字第3756 104日051是d 2 裳，色雨衣 l件 司去這其領 才看EEZ著 受中于台大封住豆豆

103 if-i丰、管字第 3756
10400514是 3 +套 H哥 哥哥王老共領 安途5奇 受中市大雅區

告主

i] 的3年保管字第3785

!EIE 103005554 銬子 1 文 發這其領 l 溶于機 金申可7元屯區

1103年保管字第3785
103日日fì55 ，1 2 吳三L刀 H. 發送3年8頁 應子鴻 查中市3t屯區

i且 可可ιt2b 

103年保管'}~~字第3785 103日 0655生 3 ID Æ:品泛手 2文 吾吾這異領 y豆子總 至:中1]>至七屯區

103年保管字第3785 1103白白色55是
其J恥它F

4 ?舌量占扳手 2支 發還真領 主豆子精 蓋全中敢去t 屯:rjE;

10:3年是早安3的4L2a 字第 3785 103日0655是 5 T字.ffi._手 l 文 鈴還其領 浮于1會 是主中前北屯這

1 日3年係苦字第3了85
1030日655是 自 TZ 角主正手 l文 發送兵領 參予1盾; 受中可T :i七屯這

說

1 日3年保管字第3785
1()30065~是

叮

一字螺絲起子 1 文 哥哥星星共領 麥子為 蓋全中甘于1七也@;吾a 吾:r.t

1 日 3年保管字第37的
103006554 自 卡字螺絲超乎 2支 發這兵領 早已于總 套中常去匕屯區

居U安1.' 1..> 

10，)之1，在'iJ'"字第 3795

全是
]口吐。02:351 衛生紙 1 包 發至還具情 張樹立 查中τ卡西屯區

1 日8 i:;~保管字第 3795
1 且是002351 2 可Z 在官它 1 色 辛苦還具領 張胡立 全中可于由屯區

1主，毛.'c 

10;]年保管字 ~3795
1日益的2351 3 床單 1千千

吾吾這共領 張羽立 三是中市函屯區
3~t 

!lD叫苦字第訂
音tt

1 日在002351 是 已受 j液綿棒、衣物 1 包 發送*領 法的立 至七中可T甜屯@;

三在 8 E苔，共的出:



臺灣臺中地方槍察著扣押物公告扭嘿清冊

保管三字~~t 處分J子 EE ;;.~7}主吉克 物品名稱 數量 電量是 處分方式 兵領人 t乞正止 {毒泣

11 0:3卒保管字畫~3929
104003992 3 織做 1 文 發送其領 I -j音沈添 新北?有主制喬~

說

103年保管字第 :392 1}
]04DOS992 4 剪刀村工色把手) 2支 發送兵領 -品F，f 心、.~.~υ:;J;品k、 J衍北前，技椅~

我

i1 日3年保管字別的
10哇。自39 日立 3 剪刀 1 文 發這個與領 長~5:;t5t~ 新北市援手告~

i 姜昆

t 1 03年保管字第3929
104003992 自 老虎卓甘 l 文 發送吳忠民 ;黃沈;可忌 新:lt.布于是締造

~1忠于U 

i 刊 3 年保守舍字第 3929
104日聞自92

EE 
尖嗎銬 1支 發子乏其領 才去?尤添 新立市紋才最直

5 

103年1';在營字第 3929
10惡的3992 8 -7功龍尖。鴛革時 !文 哥哥遂共領 苦苦七添 新主t1Jï'板橋[&

i記

: 1 日3年保管字別的
104日 039 \J2 g 其他)] i我(王志士

1 文 發送兵領 1者泛立已 主持北市投給區
ξ!它 刀}

[的年保若干字第3929
104003992 II 一等二姥子(主主) l 文 發還具領 立冉，_.九，也.'，μ;.j旁J<..ξ.::-J 有 新 31::市紋中海區

已2可『]

103年怯生于字第3日29
104003992 12 

其他刀絨〈金色
1文 4t遂共領 1位)只 J、J心U注兩γ 新北市投締造

有~~t、 拆f言刀〕

10.3年保管字第3929
]位心。3992 13 均是每 l 文 發三星兵領 才是?尤;各 J祈北'[f~梅、論這

豆豆

1 日3主條:管t八t字 ~392911040日:3992
5 

1是 水管 l-jo}. 存著這共領 三舟孔、，亭，~亭.. ~J;::-大 新北了l1 i是街區

1103 牟保守乎字;在3的自
10是003992 15 草鞋泉水瓶 2倍 發還真領 可時建主t:-i戶j:s 品可 jL可于提橋區

吉克

10:3年保管字萃的l在
10拉伯04:37 手4(1;位 自{囚 哥哥還具想 宜生泓主幸 查中訴說并豆豆

fdt 
10:3年保管字;有抖的

10壘。05;:;69 且正直乍 71吽 發送兵領 EE達銘 高雄市前娘還
可f已

其;9 共 10 三百



臺灣臺中地方槍聲已署扣押輸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三字號 處分序號 ffJ才之5克 紛品名稱 數是 "Í>"-i是 處分方式 兵殺人 i色色主 {I吉吉主

:i19是非保安z克字第 Z78 i制定E吾家
1 日5日。3089 2 1早晨五且贊契約書 1 本 發送去尋領 章主化早在埠豆豆梅

f豆

)104年保管~~~字第 12()8 1 日 5000252 安全悔 11到 哥去送去毛令其
-tZ」JZI令~x 弓JqE、T 

是中'1于太平忍
A開吋

ijl 。在if-保管d屯字第 i壘。E l日益的5位76 在丹是主管 ZOOO元 發送其領 怎玉娣 新北市2夕L G&

i 104年保管3品7 守主第 1482 111)5003183 新壺;~.于 5日00兌 哥哥還具領
j立由率已安門于宣子堅E 

去中有于北屯r&
;苟且且券行

1ú5-'}保管有三第2211
1050日 6319

電子產品(乎被
I 文 發這共領 林輝煌 是中肯1 r屯屯區

iEm 斗 (今snl卡))

$斗了豆、 4名的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