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 號 :

保存年11民 :

公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8月 10 日
發文字號:中檢謀總賊字第 11009003790號
附件:

主話 : 公告發還本署女口附件所示案件內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75條第 1頃。

公告事項:

一、附表所列扣押物品，應、受發還人

發遷，特公告招令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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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委任他人

代令頁，應提出委任狀並經承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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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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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禪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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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灣臺中地方檢察等扣押物品已告招曙清冊

生在發:宇訴記 處分序號淡水我 4勾品名才品 數最 童電 處分方式 l 共4軍人 ，il!.屯主 有幸言主

IOD8 Jp.保管字會~-22的 開80031781 主持主~ 1þ't.(硬哄一
50元 哥哥還共領 林立之鐘 不幸羊

若創F苦U 校〕

09日平深信、字第 2299
09800:3178 ? 

在可查等(l日j(.~吏
80元 發送JZ領 林主直覺 不詳

%生 幣5枚〉

的8 J}. f;丹、守法二于:第 2299
。 98003178 3 

新受:kt(有更幣一
;)7" 哥哥還共領 林主華民 叮;;::‘也叮正

ZJPAU LE 枚)

的3年;三管二字第 2209
。 98日 03178 4 

幸.rr ~:幣(一兀，有更
10元 發至是兵鎮 *本主:越 不詳

哥t; 帶一4丈〕

自 Dn年保守字第2952
1 日 l002007 商品 1100 4是這共領 謝世i忠 金中常久豆豆l&

5;}~， 三

! ìJ Ð9年保管字;主持 2日2
100004530 ;) 

秀逛公司域，而飼
1 本 發逢其領 F主孟宗 全中市主b 屯區

i 門兒 銷貨單

1 日自恃保管字茅 Wl2
1. 00004530 自

君主主主公司成兩飼
1本 發送共領 在社豆豆宗 受中前北屯區

Tfu 銷貨單

II [19 守己保督等:第是262
l00004530 7 

水恭喜品，每且是而銀
3張 發送兵發 ~'"占42ZLL rYttF - 查中有，，1:.屯豆豆

2位 進食司可細 7長

。 11 日 ;r~ 已不管等二菜是262
2 

100004530 8 
彰主主、秀逛公司

25& 發選手已領 綠孟* 蓋全中命北色電主
已l'在L于 基本資料

DD 自!f- 'C三良苦字;在是262
100004530 9 廠商三者J;J~接收單 1本 發送共領 除孟?主 受中'fl j l:. 屯l&

哥兒

。 9 日 J奇斗志管字第 4262
]效率宗 蓋全中市北屯 E主j{)0004530 10 f共貧弱E商 _g}i 1 ，長 發送共領

我

i 101}年保芳:于第 717
電子最品(行動

J 00007745 ? 有這吉苦 2支 f否還共領 財富毛主主 是中可5'i:輩子 EE 令SDl卡2張
Zdbrh bt 

sonl'ericsson) 
100年保管字第717

100日07745 3 f幸還是且賞裂主，~) 'i雪 1 本 吾吾豈是共領 周家;反 直是中市海子單
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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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捨察署扣押輛公告招聽清冊

i呆苔，二字號 處分F宇宙主 流水我 才扣 1FL 名手車 是主量 安全 :豈/lì-- -;可久 其領人 地位 1#i~~ 

1. 01)年保管字;在 717
100007745 4 JAGT I 個 發這其領 j司家煜 蓋全中?有 i華子豆豆

司~"空U于

!的牟保管字第221 克
電子產品

1 0 1 000 ，15 日 2 CSAMSUI\G行動電 1 文 發送具領 à\"U之林 查中可i':{t. lif. 令snr卡1致
古可位已

2舌)

1 fHJlp係管字第 221 ~l 
電子產品(SüNY

10100日45自 3 ERICSSON行動電 i 文 發送共領 告到]來林 查中市北區 合SIlI卡15長
字þ，，.t母A 

吉音)

11 白白年保守去字第221 日
電子產品

1 日 1000450 4 (SAMSU叫行動電 i 文 發選其領 到采林 逢中前北區 合snr卡B長
?JE 

"t舌)

lüO 年保管寺: a; 2836 
2-M舟n_. 

10100是838 8 電子產品(手t~'l;) I 文 管還J更k~ft i審辛辛竹 l 
臺常常;31:; ，記皂 ?;csi血卡

1 nO_;pi~; 茗，字第 6131
101005507 2 

電子產品(手機
l文 發送其是頁 31丘、9句2、-啥EZ? 

受中常至5屯 E主/受中了F

T記 (含slln-卡)) 中區

1 1) 1 ":-.1'-保笠，字第 421
金5正卡(含稅金

102。但567 d 。 告) (中@銀行 15長 發至還真領 長途嘉 查中常訟!這

我
主民聯卡) 心; 

1 日 1 if-保管字諾是21
1 日 200是567 是

電子產品(大降
B1長 發選手~..4頁 費遠吾吾 去中可f 吾吾區

-"eRMr、L 詩如lStH)

1 日 l 一年保管字第 421 電才"產品(亞太
1020日是567 「υ B長 發主主主牛頓 表達金 蓋全中市@il區

T其AUE SIM卡)

101 是巳保管字第421
1020日益567 自

電子正主品(品利
l文 在Fi翠具領 費遠嘉 蓋全中'1于吾吾區

急電 f言~*手機)

10] 辛苦主管本誰也1
102日自在567

電子產品 (NOKIA
l文 發玉還共領 資建嘉 查中可7 函豆豆

曾三 E牢 J抖起〉

101 if-保管字;再犯i
]0200,1567 9 

電腦設備〔道路
l 合 發還要領 苦追$;- 查中常酒里

l 號 主機〉

:在 2 至2 ‘共 :5



川的

臺灣牽中地方精裝著扣押物公告招積清冊，

lm號 處分F字號 流水'5!，!t 物品名稱 主tf是 靈受 處分方式 真領人 上色}J.!: f有主主

10 j lf.保管5克二字第 421
102的是567 自

電腦古之f毒(電路
l 台 發送~領 車，γ ~R元峙計， 南投縣竹山錯

主粉、)

|l叫先叫21 1020日吐576 2 存摺 l本 發豈是其領 江晨~.IL 查中?有 i孟子這三

1 0] :2õ_ i:在今字第生21
10200吐576 3 

金J忍卡(令我金
l張 發玉還真領 i:(.~凱 表中有ï').車子豆豆

3克 卡) (台灣銀行)

f~υJ…J← ï:;l<:::我z: -… -j .?fl'付已 1020日是576 是
電子及品(l

l 文 4寺還共領 >.t.l乏主~tL 是中?了話豆子還
I'HO'iE乎我)

10 ]主~j，r.兮字第421
]0200是576 戶口

電子產品(i主傳
H在 發送兵鎮 江E乏對L 查中方7竿子豆豆

主tL SIM卡〉

i. [1]年保 fif 字 ~421 電子產品 (S，~)i!
1 日2日 04576 日 1 文 發送兵在其 ;èL晨凱 受中;j1 i翠子區

tk 5日荒C牌4-機)

IOlif-j早安平第42J
1020 日4576 i 

電子產品(和信

15長 發豆豆其領 f工及對L 幸中常f車子昆
gJ3k2-, SHI-F) 

liloliF 保告管成 字第 421 102日 04576 8 
電子產品(民太

]張 辛苦還共領 江是Jd革丸 全中 ']1 i羊子~
SHl卡)

:11:llJFf:主任字第 421
金融卡(含稅金

102004578 于卡〕(中 2型建設 1張 吾吾豆豆共領 來l[.梅 三是命令 ÚI屯區
Wc 

銀行敘聯卡〉

這t~法-P( 含玉昆合
101 年保至于字;在 421

1 日 2日O'ß78 2 一卡) (中國建設 i張 發i是具領 革主義梅 至三中?有西屯EE
:lL 

銀行娘時卡〉

合;~"'卡(含現金
IOlirci% 管守主;在 421

10200是578 ，弓J 卡 i (中囡銀行 l H長 發i乏其毒頁 宋i主持 表中甘于宣告屯t&
月~rc

直在耳語卡)

金融令(含筑企

10200司578 卡) (中函建設 15-長 吾吾i乏其領 朱嘉梅 至是中司r-~ 屯皂

銀行敘聯卡)

ZE3 鼠、占;悠哉



臺J會查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起分Jf- ，~è. 'j;1t1妝抖 J品F 主IFL 物品名稱 是主萱 位鞏 處分方式 共領人 主cl!.~J主 海言主

1 n 1 有叫，手令宇f:~正!是2J h 02004578 電子Zt品的AI!
2 文 幸話還主已有頁 來晨，海 全中可T 函也區3 

SO悶}坪乎被〉51ly年L 

1 日 l 年條:豆、字第 421
102004578 6 

電子在品(亞太
B長 發送兵領 采是主持 查中r!亨通這L 豆豆

! 5 合c SIM卡)

jJDIH科第421
102日日是578

可
電子產品(中舉

1 張 哥否定其是主 來瓦綠 全中帝王島屯這t 
千多'Í'l)SIM卡)

110l年fd字棚l
1020002日2

1[弓之產品(電腦
l 台 發送共領 tf祥甘為 南投靠在草屯蓋其

EE -10 i結)

I [01-予保1r~字芳自35
101003847 存起j 1 本 發送具領 古書守仁 幸:中了甘太平區

'irt, 
1 íJ I 斗 i辛苦?字 ~835

] 01003847 2 4可f.~ 1 本 '~f主主共領 絮守仁 逢中 ëjï 太平皂
~~-l 民川一」

1 1 i] 1 斗4年三 J音字;在 835
1010038/1Î 3 q司哇寸=步 ?JfKftJ 1本 發玉是具書莫 業守{c. 妥中市太平區

:，.可K泣U 

1 Cl l 革主主管:評語言 sa5.
101003847 4 乎乎摺 ]本 發送兵領 業守f二 查中'fï太平~

主v!ridp 

1 ü I 羊保管:字第 835
101003847 v 存t宮 1本 發豈是共領 禁令f二 :2七中可了太平區

5!克

ll 的年保安字第835
10100384ï 6 存扮 1本 發還真領 發守仁 受中?言太平r&

5生

101 么你 rJ~ ~字第 83.〉
101 日。3847 J f[J 章 ]個 發送共領 葉守f二 妥中可?太平區

ZdMrJt L 

11} 1 年~1辛苦字第 835
101003847 3 l'p 幸 11盟 寄去主是兵頓 至在守仁 全中市太斗斗 EE

gf.f. 
! 101 九保安字第835

1010038是7 9 fr)~ !個 吾吾至蓋其領 業守仁 受中可7太平區
i 紋
]()[司:":"，品管字第 835

1010038在7 10 f~ 余 111凶 辛苦送共領 f主字千二 查中市太平盔

第 4 芯，共 15 ::T 



臺灣壹中地方掛察著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冊

;'-;f, 方~1食品品 "咕了‘: ~!Æ. 處分浮5克 淚水流 物品名稱 謎是 ]í:受 處分方式 其領人 i色色三 手背室主

1, O"J i是“ f采令:字 %835
1 日 10 日38/17 1.1 I'p 拿 Hffi 發遂，具吸 黨守f二 主中可7太平區

可。-''i一'C 

i i) J -'f- 1系 ff 字畫;83~品
1 日 1003847 12 印章 1個 發乏其心頭 黨守于二 查中市太平區

~:!t 

1 1) 1 年保管字蒸日35
101003日是7 13 存摺 1本 發送兵領 絮守仁 查中前太平區

z划.1;已-

I. GJ 牟保管守主第 835
1010日38司? 1 是 半年總 l本 苦苦豈是共在其 幸言守1=- 金中可7太平區

史

1010038在7 15 存411 1 本 發送主志敏 查中了r太辛區

1 年孔孟fF 字第 835
101 白白3847 16 存技J i本 發送JH頁 4事守 4二 至告中7j1太平皂

一叫‘

ii tl1 年 13甚至5，~主L 字第 8:35 101 003847 存搭 l本 發還真領 絮守仁 查中常太平EE

!1 日 1 Jf- {-l~管字第 83這
101003847 18 不于摺 1本 發豆豆共領 主主守仁 受中7j1太平還

},?r: 

I 1] J 主'-1羊毛、字蒸日3;:)
1 日 10038，17 1 9 令I~ .f可街司 1本 發逢其領 黨守仁 去中肯7太平區

它JI4几r 

1 自 1 年{呆著字第835
1010038是7 20 存摺 :本 發送扎在其 直言守仁 查中可F太平區

iput u 

[21 日 ï i[c 保音克字第8a5
1010038是7 21 1手拉j i本 發還真領 主主守仁 圭:中可太iTc 這

! 101-;f- !;Hr. 字;f， 8a5 
]自 10日:38/17 22 T去T玄 d招每了 1本 發送共領 至三守仁 查中市太平豆豆

已吃
[O]JF-保管字:f;;3~)5

i 自 1003847 23 
i 金品生卡(含混合

1張 發還共領 黨守1=- 至全中可T太平區
lf川，t ~) 

ij i O1 年;軍管毛主字第835 1 日 10038是? 24 
金品主卡(令五覓食

I張 發送共領 業守司二 至全中甘于太平這
卡)

背在 5 頁‘ 共 15 頁



J 之

壹灣查中她方輸察著扣押輛公告招頓清冊

{系發字號 處分F字號: ì~是 7~1t 物品名干再 數量 雷是 處分方式 共寺草人 地址 備吉主

11) j 有:0.-')毛毛主字第835
101003且是7 25 

金融卡(含稅金
2張 手去送去志敏 發守仁 查中市太;;~ @i 

對立 卡)

]01 年毛主:號管字有%835
1010038是7 26 

金融-t (合成企
2~在 發送共領 吾吾守仁 全中肯7太平豆豆

卡

lií I 年 f品管字第 835
1010038司 7 27 

金融、卡(含現金
l張 發5乏其領 苦在守fz 蓋全可卡布:太平亟

i 中::M:, 才'" ) 
1 日 i 年卡在笠，二?三第 8:15

lOl00384ì 28 
念品甜、卡(含絕食

15& 吾吾這共領 ~守仁 全中前太平@ic
Z吋HEb 卡)

101年保安平第835 金融卡(含稅金
101 日 03847 2日 17是 發達其領 義守千二 查中可?太平區

22E4SF L 卡)

I川[0 年年保號佳字第82均 101003847 30 
金融卡(令稅金

1m 發豈是共領 f幸守f二 金申常太平區
一卡)

徐信、字第835 金融卡〔令稅金
1() 1 日 03847 31 l張 發還真領 三告守j且 查中甘于太平豆豆

說 卡〕

I 1叫:t管t字第 835 1 日 10038是? 32 
金識卡(含混金

15'長 發送共領 fE 守手二 套中哼了太平~
卡)

i \0 J 年保茗，字第 8:15
101003且是7 34 f[l 至主 221間 寄去還具毒草 主E守仁 受中了太平f%

生ji

1 (1 1 年保守;他等:第 1357
101 日 0755日 4 4~ H-:j,fit 11牛 發玉蓋其領 I 穹甚至雪健 去中可T:;$]Z包區

設

jlDl .if~保安:兒宇:第 1357 101007550 5 白色月fI鞋 l 雙 發送兵領 1喝耳rjfζfI存兩于 查中前為屯豆豆

I01-\~保安字萃的16
1020日，3653 32 身分~去 15長 發送共建頁 曾家明

:查中可13匕屯 fik/高雄zt

~.t 在U長~

1 日 1 年保管字;在閃閃
102003653 33 使然卡 Hf,( 發i是兵領 tf 家4耳

全中可J;lt;屯豆豆/高摔在

r 辛苦區

1. 1) 1 羊徐志清:宇:吉 1616
]日20日365 ，3 34 兆EE銀行金高企卡 13'長 鈴還具有其 曾草t~.月

查中前北屯@ic/丟毛主立足之

~~~Ì. 是?這

言哥哥 .4 ~ :J:!~ : 5 頁



牽灣臺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輸公告招頓清冊

奸、發字 5克 處分汗流 法1JJ(號 物品志為 主主萱 :lR:~受 處分方式 其殺人 地址 f有泣

. 101 年f:在今字第 1616
102日。3653 3;) 台灣銀行金融卡 H長 苦苦豆豆共領 發言之詞

是中前北屯 r~/高雄本

l' ~~;t 營區

I 1 IJ ]年保 fzFtt字第 1616 全中可fjb屯區/豆豆雄本
1020日3653 :36 是全j弩企主民舍是在卡 15長 發至是共領 首家司馬

吾吾!其

101 11'-保管字第 1616 受命令北屯 EEf為摔在
1020日 365:3 d內側{ 為雄銀行金融卡 Bf" 發還兵在頁 1吾家明

我 警告豆

1 0 J _;H~， :it 字第 1616 至告中可1 ;1ι屯這/這錐之生

~，I!tυ 
102日。365:1 ::13 這給企主畏金融卡 ]張 發且還共領 宮室主羽

著星

lül 年保管字第 1616
102003653 3日 全 7':1 公芸立金融卡 ]張 發三莖兵領 首家明

受中常:lt.屯~/高雄本

室主 警告E

!Jl11l 年fzz 持從等:第 1616 102008ß5:3 40 幸且把銀行金品~-j: i張 苦苦玉皇共4ft 當家調
全'f布此之2豈止高主住在

營f:i

1101 ;H丟在 fti克z于三第 1 日16 102008653 是l
聯邦銀行存摺及

11丰 發送Jlc毒草 誓言之嗨
受中市北克思/高孟真正主

食品主卡 營區

: 101 色斗芷若二字第 1616
1020日 3653 是2 至~7<.~.銀行存摺 i 本 發送共領 tf 言之明

蓋全中市也屯區/高雄主

可#已 著這

[01 if 保管守主lj'， 161G
1020日365:l 是3 本業 15& 發還具等. 首家 Oj3

查中布北 z包 E主/;苓錐之生

τ~，fL υ 辛苦思

101 .if:_-f:正告字第 HH6
102003653 44 本票 l張 忠告還共領 w 家研

全中可13己屯區/忘掉之

5克 營造三

]Ol iH寄:管字第 IGIG
1020日3653 45 本票 l 豆豆 發送兵領 管家胡

三是中市北屯，f，ß/高雄左

~;..t 已 學區

101年保管:字第 1616
102日。3653 46 3主臼本票 I本 哥哥還共領 當家E月

是全中 rp~七屯豆豆/高峰之主

1克 營區

101 年保管字第 1616
1 日2日0:3653 47 

i 倍背信封(合本
]件 發送兵領 'ÌÍ'家明

查中可T :1t 屯 E豆/高丘長在

去j.1f. ~g張) 營芭

}甘 1 正在保管三字第 1616 iI日 20日3653 48 
身分~~及健條T l張J一 發主主共領 發家E月

是中rr-3G~這/高t1J;ië.

有本 營區

訂了 7 資‘共的交



臺灣查中地方按察暑扣押輛公告招明清冊

1呆著字古巴 處分序號 1}rL 7J(. 5~t 物品名稱 數量 考古受 處分方式 具領人 主也h上 ?講 1泣

101 年保苔，字;在 lGI6 y主紛，r5，1ý、有才華狀及 :全中甘心b屯區/高雄J主
l020 iJ3653 4!l 3張 發送具領 1會言之明

l 司C.几t‘其 土地的?司自殺狀 普及

ι[OJ;五條苔，字萃的1 ß 
1. 020日 3653 50 土地所有權狀 B長 發送其領 首家明

查中市北屯l%./三寄給在

i 哩EL 且U主 7且2 

11 [) 1丹:于1叫 1020日3653 51 11&卡哥 2本 寄去還其領 w 家可3
至全中可î;:fb 屯區/這是全kì

等 t話

[打]每=-4采管 5字第 1616
102003653 32 人力派遣萃 2本 發送具毅 首家扭身

受中市:rè.屯皂/高雄主

Ml、L 營7豆

ii 的年僻豆豆字第 1616
102日 03653 53 本J來 1 豆豆 吾吾送兵有頁 首家嗎

是告中市 :ft:; 屯區主/高雄主
，是F主F

口U亨主

IOI;H~，若字;在 1616
102日 0365:3 5,1 名只 :我 發正是共領 曾家2月

袋中有F式也E主/高雄É:
r圳';t-、， 營區

101 牟保管字第 1616
102003653 55 

震速公司人事責
225長 哥哥王荳共領 當言之明

去中可ï;l七屯區/高雄左

i EE 科表 誓旦

VGl 年保安;可~I)~υ? 

字第 1.616
102003653 5ß 

震速公司員工薪
]3張 發送具有頁 SE 家開

查中市北屯區主/為隸主

三哥支付莉的表 毛手皂
!lI} ]J予保管字第l(i16

102003653 57 
電子產品(行動

2支 發還真領 言?家llJl
針，相屯區/為榕在;

… E
拭去

:υ
L 電話(含令月刊 4幸1;%

101 平保守去 :jE 第 1 (j 16 
102003654 印章 23顆 司去主主」毛壁畫 守'"叮E 勻益烤比 ~5羊τ~叫L

可

σ1μt一一L 

1 m ij' 保管字第是779
102000508 毛巾 ]條 發送兵領 鴻賓主主希拉 丟了中可T~至 1軍區gt 

101年保安字;在 4779
!G200日 50日 ~ 來Jf. 11'* 發送兵嶺 再有安旅社 逢中市笠1罪、巴

我

[圳等 iif， 管守:第4í79
102000508 6 拔萃 11過 發送兵領 ftJ的什 臺付房庭

2知、K己F 

一 一一

$8 鼠" ，共 15 q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輛公告指嘿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I:'f '51危 流水號 物品名稱 委主可是 責苦 處分方式 真是責人 ;16屯上 手需註

1 日 2年保管字第 68日
E各品辦公司古詩文

1 日3日07日 117 1 主1 1拔萃及)~..已在 2~長 發還真領 車F 宗堂 蓋全門綜合主抖11ß
說

合;;j丘13奇報表

102 年保安二;三第 6息。
1 日3007日甚7 2 支出傳祟 l本 辛苦送共領. 要~宗莖 金 F'l綜合字輯:

:L1I心A 

:的2年保管等: $680 
1 日 30070吐7 3 二月詳送貨單 1本 普選其領 是:于言聳 全 f1早在金字i;好Jt 

幸去業機閥 B且務主i告

1 日2牟1*~8; 寄:第 680
(影) (營利事

! 苦苦'u 
1030位7日在7 4 業發記"tü‘主主海進 2張 發選主思領 莊耳各主主 金門縣金三字卻

庄、』楚這5丘諱言午叮

;至b且洗 ，可d眼;

102 年保管字策在8日
?是齡3且在"'表呼 1青

~tê 
1030070是7 5 主!z 'J\')拔萃等相 J!~ 10張 發達兵，讓 莊H辜主主 全 F!_j綜合寧僻

:“主苦苦本

(自2年1;f;: Þd'筷字第 680
1030口7日是7 5 ~駁表萃 1甚張 發送去同領 林三巴結 去南市仁在是L區

吾兒

102年保管千言;680
103007日47

門

造事::r~明知表 3張 發送共領 林玉給 i是南市f三毛主張
我

i 1 日 1斗 j晃去字第 G80
1030日7047 B 

銀行反垂F為匯款
3}長 哥哥還共領 材、五:統 至去也想了f二德亞三

i」l一D冉2年f的說叫峙。
申請書

?主主留作是達這是每

]日30070是7 日 f炙副主虫草F去?南名 l 張 吾吾這兵者荒 林玉給 '去向前d二德Tlk
~ff. 

H 
I J 02 年、絡管有E 第 680

103日。 70是 7 1 ] 
客戶虫也íifi賀莉細

5張 發送具領 才本五孟晶云 去南?甘f二 t主 EE
:兒 長

l. 02i:手保主管M司令u 字第 68日 J03007日基7 12 
玉山銀行各摺存

8~長 發還是純領 真:吟妓 的扑刊 ( 
入千J已在::( ;:墨條

第 9]電 共 :5 位主



臺灣臺中地方按舉著扣押輛公告招壩清冊

('字守~i~ ~予我 處分序)fJt ;7JÍiJj(~f: 全 物品名稱 華文萱 ~t萱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全~主t 備主主

102;;丘保安宇:第 G8日
]口3日日70<1 7 13 

~正在千字簿儲量去海
3張 苦苦追J1-i頁 直讀宗賢 JL=義辰，、束后在平

J三;f，f: 于主本
! 02'~'í呆住，字第 680

.1 030070司? 14 毛主主己簿 l本 發至是共領 5益結笙 金海市:海廠區
志弋!，fi:

[02 年保守r字第 680
責#係誓言2支部

1030070是? 15 為主干政羊子 i海儲舍 寸7~Í立i 發送共領 鑫年店主主 去南可7蒲扇區

'̂ ' 立河υ

;等 :gJ本

HJ2年保管字 *680
1青寸f係管者及京

嘉義縣朴子了官103日 07047 16 正式銀行泊湖儲蓄 7豆豆 哥哥豈是共領 齡女才;娥
""可
持」

存教司字摺至25本

[位2年保管字第 680
1 日3007日是7

銀行于在自名細生產
1 本 發還兵之主 要F朝鑄 嘉j全蘇東X'那已b 記本

去已

1 甘2年保管字 ~G8日
108日 07017 18 

(J:_ i年)主王是è.rt語已
7告5& 發送共領 車F朝銘 姦義縣來溶劑L

也…J::. 商干于名月

1 02 ~f.保著字第 680
長江國 j禁逕i直有

103日。7日47 19 F豆公司出口誇款 3張 發至還共領 郵報銘 嘉柔縣、來后鄉
直E

單

1 1 位年時峙的。 去?替大主于大電信
發3星星L領 草l'翱銘 品義革哀求;G鄰103007日n 2日 45長

號: 帳單

|1師叫村的。
103日G7047 21 

京城銀行還款委
3。我 發i乏其領 草F朝皇皂 是主義縣來x鄉

吾兒 花香

1 J 02年保管字第680
103007047 22 

第一商業銀行匯
28于長 發這其親 j買F 朝皇皂 嘉義呆在來;G !~Jl 

說 款申請f ~i幸白條

102年保管字第 680 郵政跨?于巨的文申
寄去還具令其 且有車司銘 f嘉義早主采J岳母折

封己
103007047 23 

3青草EAE室主先是先按
35至

I n ')年保 1."- 字室主 680
1030 日7047 2哇

玉山銀行存款恣
12張 發送J1!-頓 野草耳蓋起 長義縣東x鄉

告t

;g 10 陶 15 反



臺灣牽中地方檢察署扣押輛公告招頓清冊

-;;i 管字號 處分序號 淡水51ft 物品名稱 產主量 受苦 處分方式 共領人| 3色品主 候室主

102年保安字;在 680
1030日 7047

25 i 大陸、保}錶踐來分
2早在 發還具領 重F車思主名 ?cr-~*.蒜采;G!rM

我 行詩怯

11) '2 2:.保守辛辛蒸日8日
1 日3日 07047 26 

網艾垂Fi牛服務表
3 '1在 是去這其領 按:報銘 嘉義且在采石鄉

ZAA仁F 司主

102':己保安字蒸日的
103日 07日是7

'j;均W1 
27 記苓崎細司正 tH長 吾吾豆豆共領 為教銘 品義縣、束后弊

102.年4正在巷，字 g680
fT ff保管:t及中

1 日3007日司7 28 國 f吉言亡銀行存狀 3張 發獎兵鎮 ;f，j;.玉給 全 i有甫仁在主 râ
EE 

存主主景:本

1 OLjf~保修字第 68日
10:30 日7日益? 37 

不手指(三三信ïß:j 業
2本 苦苦這兵領 莊j路主主 全f'i早在蓋全~~坪

S PIE 已 銀行存摺)

1 日2年保管宇:在 1181
l 甘心。4897 2 電腦主機 2 台 發送共領 林子:每 蓋全北市大安1&

叫3比一

fBZMTllgl 104004897 § 書證 H喜 ~&斗d吟t!~是"_!明~E可 全中可r t_各屯豆豆

11)2年保管字第3022
102日。 5680 主常是且 3 文 司去主主J尋存員

宗為吾司 6Jl日 SL注f*"
查中市太平!& 共一串

民N'全J 感
102年保皆是三第3日22

10200568日 2 籃色安食，問 111周 發3乏其領
2宮約草!家

吾吾中肯7 太平!&
1兔 )~ 

102平t名毛，字第3022
1 日2日日5680 3 2是盟主主 11迫 鈴還共領

3哲明主皇家
主中'1'太平~

式心甘于 2向~1 

102 年保管守:第3022
102005680 4 

合紋山純淨水寶
1個 發送共領

-孺嗯毀書記
丟;:4'可太平區

~1t 特拭 只也請可

i] 白3年徐管字第3486
103007日 18

電子產品(羨慕
1 令 發送共領

i道德宣家
章:中可T太可~~

q，克 (ASUS) ) 1草
電子產品(錄影

l m平在各管字第3486 4道德主家

己~~!已U仔
103007日 18 2 司ik f 玄機) 1 台 發送兵是頁

Jρ 且自
妥中可于大0/恩

IL 2(4) 

.\ifj 1: fr吉 1、 15 百



全灣查中地方檢察著扣押輛公告扭墉清椅

i;f;: Þi之 :t: 叫3、告υ 處分字號 流水~t 物品名稱 數量 甘示阿
主正 處分方式 其領人 lt_J;止 主叩忘 L掉-

103年保守宇:在 3486 電子產品L紅外 錢德笠家
10 :3007日 18 句υ 2個 發豆豆兵領 查中可T大?這

甘~rJ元G 本主室主草草) /是

電子產品(針孔
鐘役，主家L03 Jr-保管字第3毒品自

103日日 7ill8 是 攝影!先(投 2個 發已達共領 查中許久l'反
賢【世"凶 峙',;1 

豆豆) ) 

1 iJ 4 ::{'-1;1，音字第 124
104日早日870 3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送共領 品f韋拉嘻 主~'.~堅持iE 給主主 ? 

拉克 電站)

1 r)il年斗果令:j:吾吾 I J 05 
立一L 

10壘。 0.'1136 18 合作1:-底存抱 !本 發達兵嘿 報周智 全中市jc 豆豆

1 日益三!'-i系，音字第 11 日3
!。在00413日 1 日 合作全球存摺 1本 苦;手還其領 指圈智 蓋全中可月七r&

;吾E

i 叭正手保管字第 tl05
10，100是136 2日 令作金學存m 1本 發送兵鎮 車賣閱智 查中-;p此這

從

104 iH系學字第 11的
104004136 21 合作表庫存摺 1本 發豆豆共領 報 E雪智 是中守了;l[:. G& 

1 門π肘l，1pIK=-J 

I r n '1年保刊第1105
1 日 !OQ是136 22 

令f年金庫存rìl ( 
1本 發送其領 賴@智 蓋了中市北達三

亭此些于 :#t?譯)

刊。 jlf. 保管字第 1105
10是OO ，j 136 26 

電子產品(fl'表
l 台 發這乎已領 海函空g 是中可f ;rt 區

呂立 機 (HP) ) 

lDdi戶保持去字第 11115
[040 日 41 ;lG 27 

電腦設'1奇(電腦
l 台 發送兵領 賴 E還智 金字?甘.:lUÆ

EE 主三峽〉

r 104一位保管字第 1105 電腦設{有(電腦

1 日司 004136 28 2合 哥哥這具領 事責ß\I智 受中可î:J七區
i 誼jm之L 主~~三)

1104年條令字第2286 電手丞 oõ.10 (行動
楊英哲 去中市早早在"j&

SAM3的G(含
I050054,H 4 

電話)
l丈 發送共領

31M卡15長〕1lyrT色.t, 

JiN平條告字第22813
1050054是4 3 

電子沒令品)也H! 2張 寄去還是領 馮主客哲 袋中可于是事峰區
說

芳~ 12 J長句共 15 頁



臺灣受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輛公告招頓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5Jit ;tF-;~ 粉品;f，稱 是主量 會受 處分方式 其領人、 i也hl 嗚室主

11:1 建立cj系管二字第 3319
105日。 5956 2 手套 l 到 哥告iÊ共領 5&蟄L~主 查中布全原豆

4早、年'. 

! I D4 -，~1;早安字第 :J31 9 
105005956 3 r~去年 是吾\'J 發且還共領 豆豆豈!L.途 臺中方~Æ(、~

吉、~r(:

1 D ，I 箏，í早忌"字第 3518
1040051基2 皮包 l倒 發豈是兵領 楊f專顯 受中常清水@i

~~~ 凶
.1 04:可~.'i:正在r<j三;在 3513

正叫d“? 

10是005142 3 言f J算機 1個 發E蓋其領 楊告單詞 是中可î7青水區

!z]1!這年保安f以lUE 字第:3518 l{J心。5l是2 16 筆記本 H國 發至ß.J辜者竟 為t~結 已是中常清水區

1104 有二{丰'Ù~字系 ~1518
10哇。051 ，12 手表 1個 發送3年3長 才幸博顯 受中甘î;:青永遠

至，.、E之

1 日 /1 年戶:品管字第 3518
1 日40 日 ;)1 是2 1 9 衣服 1 乎可二 發遲至共領 才苦海顯 受中了甘落。水盔

法

11 日4年係安字第3518
104005142 23 帽子 1千辛 持這具領 場博真真 :是中甘fi青云之區

L_" ~，克

j ilG是年保 ?m'，字第 ;1 ，) 18 1 日 40051 尋2 28 主話匙 lf牛 發豆豆共領 場縛毅 全中市或，;f之處 E 

i il 叭年:是管號字第3日 18 104000142 29 充電器 1 '翅 發還兵領 楊有早顯 全中可f~'青7r.!&

戶i 口4iE 保管5r}t字第 3518 1 日4甘05142 31 車內芳香機 1個 發逗笑領 才品illj.菜單 金字常清7fζ豆豆

i !il [似i災在μJ斗F 係管三::'言凸[，i:字 3第喜3站51悶8 10是005142 32 率 i摔 21丰
崑

發還共領 楊?專顯 是中可'i~青，，_f(@; : 

jj l)iAR{果發字ij; :3655 
1 日 5()05881 早已均收 1 乎年 .~t-1萃共領 五類竣

蓋全常常中西亞/是中可5

i 3.1 台

'" 
北區

;j1 日益J糾正是5?克字第 1156
1. 05001995 2 衣，很 11牛 發送其領 對音直至2 袋中可r :fc 屯 E豆

弱的賈比 it :5 



臺灣查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頓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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