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當 f虎:

保存年I'K:

公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發文日期 :中 華民國 110年8 月 23 日
發文字號 : 中檢謀總贓字第 11009004050號
附件:

主話:公告發還本署女口附件所示案

依才車:刑事訴訟法第475 -{1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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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帶國氏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三 、 逾期無人聲請發還 ， 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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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長

: 本素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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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灣受中地方搶著思選手扣押輸公告招蠣清冊

f蒸發字號 處分F予我 流水質是 給JLJ名稱 華主至是 主~ 處分方式 羊毛殺人 Jt.品上 fl古就

的5年銘等字;在必說 的8日0407是 2 信封1美 車1~二 發至還真總 不草草 不幸羊

字 2名是5號 098004位74 3 桑外ttE) ((本台主之1以) 立直走 發且還夾在東 本書羊 書羊

仰自在年級 字第4口號
身分校(景3)

09800往自?是 是 :張 發i率兵總 不幸羊 豆豆祥
(身分吉亞給本)

i 本保管字豆豆哇! 豆豆 109800是串串? 6 3建立在 l個 發送兵領 翁子會隨 丹、金羊
09G玉手你是~~ :f 涂料哥兒 1} 9800是位話告 2 本系及文3要 701寺 芬奇5莖具f在頁 不幸事 本主羊

096 "1'- H， "C，' 二;t= ~表毒品說 09800是目的 3 
果d泉(含文以

3制冷 哥哥選其領 不草草 不幸事
外) (本主主〕

的8年然發字第哇哇純 09800峰時9 在
豆豆線(告文以

2本 發送手各4頁 不幸事 不雪等
外) (本學)

的似乎保守乎其害;在泊是5
099002152 3 皮包 1個 蓋全至還在已領 不2平 不古平

3w1!ι L 

0981已然是:手吃字第 2思是5 090002152 是 夾在已 11逝 哥哥至是吳忠竟 不符 ;Y::"'&羊

的81川軍發哀之字;在 2845
099002152 5 

存粉(台灣銀行
1本 寄去退路是頁 不幸手 不志平

3字紋絲〉

1 0 ')8 年緣份景:ZF 第 28必 099002152 6 
電子產品(乎在紅

1文 發送品有英 本主尋 不

合SI話卡、啥?也)

的忍辱然發我 第 2845
099002152 門

電子產品(乎是幾
1文 苦苦還JM頁 豆豆古箏 不2平

合Sl設卡、電3也〉

沛的話三條令不第泊在5 電子產品(手淡
的仰的J 521 8 H關 「主幸存立 不言羊 不

合SI盟關卡、荒地)

l煙抖保壹管字第2臼5l n…990021521 9。 電子是品(手濃 1文 哥去選手毛領 不符 本主it
但 是i:' SI接卡、電池〉

;在 28是5 日程9002.1 52j 11 I &. ~ 11海 哥哥至還吳建軍 不草草 本主字，
- 1 4日-一」一 -<_.__ 一申目

一 一
且可__，_ E 

哩咕.1;07



至是灣蚤中l地方檢察著扣押輛公告招蠣清冊

保管字音記 處分F字號 淡水餃 物品名義基 寞之愛 黨全是 處分方式 *，~jjÀ 正是主品主 /i諱言:t

的忠一位保守3. 孝慈 28是5 電子產品(電子
099002152 13 11，的 發豆豆共領 不幸事 不

平安終〉

o 你怎涕，豆吉子克字 ~28'15 099002152 18 產主包 11關 吾吾逕共領 不古平 不忘乎

的5年保守法我字第 3.74是
09800站在52 1.[[ 乎;是文E立J三L總(p〉sp遊 l 合 苦苦 i乏主息息交 不符 不符

mJ8年保安對字:第 6022 099001795 il言扎言己尋E 1本 發選手L拉莫 不幸羊 不忘乎

098年餅、發字第 6022
。早90017如 2 

行動電富裕(1;-
U_ 寄去選手思考頁 不幸竿 不符

至三 SI提)

的3年假若我字第白白22
0990017♀5 3 

行動電話(含

1文 是主選其領 不詳 不言羊

SIM+) 

的3年保管V扭AIE‘一字第 6022 的闊的 795 4 
台電公至可電費1是

2:;長 級主選手已是建 不詳 不符
知主且正之收據

0881早已主管這三誰的22
1099001795 5 

今還公司 ilU奇主追
2置之 發送兵在黃 不幸羊 4、

5早已 泉。平淡收益毒:

的3年然管寄至守主 62是3
099000983 乎給 1的文 至罷手生機 丹弋F、 4命恥、γ是 不幸事

的5年徐信5，三守二策的是3
099000983 2 

司等絡(對正在存款
1;私 發退路，發 不幸事 本主事

:譯)

l!!;G 紹非毛主管Ý!-ì一b 不 3名的是31099000983 〈。了
發長長卡(游局提

BR 是去至還共殺 ~t羊 不

令)

的$年徐f豆f豆 第紛紛 命鼠k卡u連發發
099000983 是 B至 發送吳建議 不言等 不

:基JI~款卡)

:egg-Ff系古之宇:在但是3 099Q00983 :J 紀守主持斗 1本 幸去選手毛領 :::F草草 不幸事

I 本然發'Sf;元苓:第 6267 099005588 11 令將銀行存簿 1本 發送i兵存頁 本主羊 不幸事

一一

令字句 ;:U: 了



牽灣蓋全中地方撒察著扣押輛公告招蠣清苦苛

于 主 才孔~啥卉已 處分字號;泉水哥rti i如J志名 1母 妻之愛 1豆漿 處分方式 恭喜萬人 lè:hl. 泛m采必封J一K 

的保安如::FE36357 8日 90 日5哪! 1立 中是車拉拉丘之總是全玄學 1本 發送在毛毛竄 不幸事 不詳

I 紅綠含持有三第側的 1099005622 發物一在有 1箱 哥哥還共領 不 不詳

兮兮9
咚咚一般物品

子r 字;在 3458
j 10002是哇哇 務協調委任 1 哥拉 發送共領 拉拉絢 2宮 袋中索中毯

三章)

OÐ! 
J毛他一般物品

管是亡;在 3還58
11D002這是在 2 (按綠色也言寫姿任 B長 發至產主早在其 時良知 EE 中市中

今)

第 3是58
其他一拜是物品

11 0002是4是 3 (立合法院目協謂 l 亨氏 發送共領 說t炳宏 中 τF 中

姿f王若n

Ol)!J恭喜拉發字約是58
1100日立哇哇哇 是

*她一邊走物品
U_ :岔五草率L領 里長聶哥 2宮 查中被中 íii

(LG行動電話)

jDSG 字J 第呵 3是58 1110002在科
揍他一般物品

?象:偽 2宮J CANY C立IUr勃 ;文 考考共存頁 中被中

電話〉

7叫:; 3是581mo02往往往
其他一般物品

仔仔! ;♂ ?于

5 (NOK!A:lt勁電 1 文 ;如送去年在竟 陳:偽 ZZ 查中命令 E豆

t~凶~)

O~I日丸保守t~ , 字;在 3是58
J10002是在4 ? 

其他一般物品
B長 發送兵在頁 E車偽2宮 中 7↑，0/豆豆

O~41幻
lgg5年 f羊毛‘字第 3拉到

J 1 日如2斜拉 8 
其他一錢物品

l 盟主 發送夾在還 1家純:q: 袋中市中豆豆
( ;1;. 來)

||Gggi手古i巴等v 于j" 3458 當1110002丑惡是 I 日
約一直是物品

1懇 發退兵在接 !來炳宏 中 中 illi
占1 

3 苔，特 7



蚤灣查中地方捨靠著扣押輛公告指積清冊

訂盯訴電泉之吵r 一內rJ心(, 正是分序號 ?若ìA已被 各1 品名毒品 教堂 室主是 屆三分方式 i 共領人 地址 惡意室主

10 日 ;在 3達58
其他一線物品 3 

110002444 I 10 (今中寫最乏文三是 B長 發送共領 i來約 2宮 中市中

法;本)

其他一般物品
j芳、 第 3是58

11 的02側是 11 (身分主義終保卡 B民 哥哥至蓋其領 E幸偽宏 袋中命令直至

i丘 i:Z ifu 彩;j:，，)

的思 lf-你可音字第 3哇58
揍他一般物品

110002斜拉 (注。KL\行動議 l文 哥哥選共領 持社主毛j- 中可，:ll::.f&

3發7

099 F刊系 ?ß.字第3458
110002是4在 2 

其他一般物品
悶氣 5去送.，fl.{頁 e!l延安 中本主匕區

~平'ì.~ (毒.'- ) 

lGSM發二F 第約58
11 日自在2是46 3 

共他一通支持P1J毛
1 文 苦苦選手每每張 j來正是發 中乖地豆豆

u月忌耳其棒)

josgi 保管忘記字約是時 11 0002遲遲忠 4 
:lt他一串立物品

2文 ~i~買早已將 ilÎ'-~進食 rf 敢去G~
(.fT我1 電認)

1 日 99年保 f室f主字:在加38 100000239 喜~ tfu( 粉1:F) J路當
;若

l品瓦 紛至軍共有竟 不言箏 不幸羊

的fJ京發言之字議的36 J 00000239 2 藥給品魚(美;也咚詩吾家撥
室主〕

l 說瓦 5否還兵寺豆 不 本書手

I 年保管吾吾己立于 1名倒36 lOOüíl023♀ 3 
:在品(食品，奇主是

口氣 發送J早在寬 不言羊 不祥
膝交 1

年保安字第6是36
10000023日 是

藥品(六哩色地對
lii瓦 J主持克 不 不言羊

丸〉

I 手法'í'也 Zisti38 4 lGGOBB239 3 祭品紋(總美統詩吾拉起家) 艾 l瓶 寄去送兵總 不詳 不忘乎

iicggλ 言:管在字策的3昕11 000002一 3位 6 藥品u月足之)多山袋
m立 吾吾選手幸存頁 不幸手 不符

是毛莘 K 吟了



查灣受中略方挽著答是手扣押輛公告招聽清畸

生系等字號 這三分豆子句ljt ，1l7j::_號 ~Î'J ，i'~名稱 惡之豈是 了章發 了d弩令之 ~ 寸/J呵 s-zk、 1 Jl-總人 地址 想言吉主

I 叫苦γ制叫1100000239 當~Ji， (大地J.i_主主
; 不幸羊們

王)
是哥瓦 志告送主已在頁 ;j:~草

i09fi s}1革命說二字第思是36
100日01)239 3 祭品11(吳2頁學憑詩記寫3 乏，等 3級 室去草草共領 不符 /f:t;等

I 日 99年保管就字第 5咐 100000239 思 三走品(法?對1粉) 1 萬豆 哥哥這兵在其 不言羊

O~19 無保管最主不;在 6，136 100000239 10 品也(可f ，J;~J øjt 片) i瓶 鈴還5年領 不言羊 不言羊

lOOlf自然發我字誰是自5
100005惡的

電子沒品(行動
1個 言語5遺臭令員

劉美邊聽詩三
命令太低2至 是?在日，[-告

電話機具) 足3

I ]. 00 ~己保古安巴字第是05
100005♀69 2 

電子產品(行動
H盟 是全送手已在竟 i :t1柔j露縣這三 中甘于大是土豆豆 fpEi提卡

t章認識J的

î 己休老絃三守二支串連05
1 日000596位 3 學記本 在本 吾吾至蓮英幸這 i劉美溪麟家 中 大起土豆豆

[0日無保守只〉討b辛f、J 苦土豆客心5 劉美是黨家
1 日000596位 哇 名單 337長 發送共領 這告中前大是土豆豆

!盡

iiggt長綠合t次字斜的 學I J!主麟草草
100005宮的 戶3 關退款單 !是撒 哥華遂.Ji1-惡果

處
袋中常大正土豆豆

1 1 的無條含5克 有立第 92日
100003,315 

電子產品(行動 23i..
危言量)

在全返共領 梁5軍總 中守rJ幸豆豆 i i trsfl雪設地卡2立綴派 、 i 

仗F 的勾二保 t話f:f二第 10:31
1 日2001918 1 

電子i. (白色，
1 文 在去玉皇~"*頁 可熱苦5億 中前北 z缸里i

行動電話)

100 保管義色字;在 1031
1 日20 日 jH18 可

電腦設備 (hp發
i 合 發送共領 本事豈是信 是命令北屯@;

言已至1 電腦〉

1 10仰泳三'jht_字第 1031 102日的 91 直 3 
悠悠在去份CDELL

1 合 譯音選手草綠 林縈f言 袋中呀?北屯ê.
Jj言之坐電磁〉 t 

j1j G8 年涂皆至記二字第 1 日 31
l0200Hll惡 4 有輩線子行沒動品總(C卡iiT)無 1 文 發送共領 本事嘉浩f言 金 會北屯在三

5 芯，為了



壘灣查才肯略方槍聽著扣押輛公告扭曬清崎

保守安字號 處分F子就 流水吾兒 物品名絲 車去發 重 屆三分方式 其娘，人 正色年之 特j 言主

:f:第 10:31
電子產品(泊在IA

J02001918 3 j琴、/紅ê.行護法 tg 1 文 發至還共領 林榮{言: 查中可丹紅扎 EE

言表)

。{)年 I(蒸發我字諮詢
102目的 91旦 8 

電子沒 JL(注OKIA I 
l 文 發幸在電 林榮f吉 中常五七屯在豆

黑色行動電話〉

102001918 
電子il J',, (NOKIA 

1 文 辛苦遂共領 本怎樣信 袋中可， ~l:也1&
然色行動電話〉

;j1GGJ乎你是室去主字第 1208 1 日 00日是2個
電子產品(行動

3文 哥哥送兵領
發銘俞雷之

為主吏草草草率屯主義
電話(令SI薩卡)) 屬

1001弘保安章主哥去;在自毒品3
102001081 2 水線 11偽 發星星共殺 手各縫制 袋中"1fï ~l:屯 Q主

i1i1)8 年保管音記不第6是43
1 日2001081 3 *-毅(打斷) d文 吾吾送手忠告及 J克':/變洲 中 τ1月七屯豆豆

101 年引來號茗、本主~475
1 自2003981 GUCCT e 包 11'ml 苦苦選手忠告頁 主忌 3名單是 牽命令吾吾丸E豆

i igiM5安克寧策是í5
1020日39811 ? GUCClm仗義色 ì ~l 哥哥遂共領 i 4忌器成 中可T 吾吾屯~

1 日 1 j事保管字第哇75

也石知?沁告
1 日2自由3981 3 D !OR.浪查處 1 昌在 吾吾這共領 尖1tJ j足 妥中可，&屯豆豆

!時 l}刊系等誼之等:第吐75 10立的3gS1 是 智力已淺蓋章 11滋 i寄送共總 失惑且是 中 直惡毒乙

1015手心Lf5f芳，字;在是 75 102003981 3 平手 5條 發送共領 兵海成 全中常吾吾紅這

11) llf一條管我三手;在 62日
1020023叫 3 黑色J:，衣 l 件 苦苦送共領 車裝起耳杉 中?宮大是主這主

! 101ω熱線主弩?已字寫的5 102巷口2341 {~己主主 l 設 哥哥主選手志敏 級電站衫 中 11大滋:f.&

6t宮、是怎 7



壘灣牽中地方擒察著扣押鞠合告招棋?奇椅

~一01 是怎樣主發5主;字婆第一626 
處分垮若克 存在7j(繞 物品J各級 教f: 會受 處分方式 兵鎮人 地址 才讀f 古草

1020023在1 5 玲在L外發 11'宇 苦苦泛接在接 賴喇衫 中守和大鼠疫

101 年俗學三說:字第 778 1 日2003251 20 
受中主丸之龍且各醬~為

惡本 在寄送共領 幸本主ζJ忘 至是常常來

乎乎總
101 無保管絞 去f:~在 778 搗亂的保險申訴學

102003251 36 l張 發送兵在資 毒各黨可言 : 金命令大主~~
3月密 j 

101 年保守手字;在 778
1102003251 42 

袋中氏才這鄧為早年
1本 吾吾遂兵是真 察水5年 中甘于大 ÆJ~~!我 主草

(1川銘:科778 102003251 吐3
至是中二f言合作社

1本 .;f送去尋繽 林文忠 金寺前來在豆
各級

llìU手法流字首詩ï7名 lG2003251 5是 契約三者E)(祭司司 H專 發3蓮英領 .I.小辛辛 不幸羊

l!)廿五然發3之字:在 2653 電子產品(佇立為
101006328 2 

電3音) :文 哥哥遂共領 /F t羊 不詳

101 年保管5&~三字第 2653
1010位6328 4 

電子乏主品(行動
1 文 吾吾玉是共領 ~t羊 主草草等

t這話)

~ 02 lE.于是至于字第 1 電子產品(小型 自

1040日 1240 2 l 合 後還共領 不詳 本主羊
發3已經電腦〉

10;3年3系帶字:在 1005 IOIHl00650 ?身色 1個 哥哥選手已領 3誰是表儒 這告中常太平環

1 iG3年 LrzJ5于2三言: 第 1005
104個8日650 2 祥生存3 11牛 發送共領 鄭義醉于寫 命令太平

:自3年j;~含;也有三第 1005
10邊的位65日 g丸l 棘手 l 是寄送共領 義吾吾吾億 o/ cr太平

1 1 保付第 15l:l:3 h 日是002800
z叩1: i 

1本 發至是共領 .~辛辛萃，聽 被國可防火巨富~

108斗終令tf _::;字第 365話
110日。 1 .339 新 bj昏 7600元 發送共領 林i莫高 1車來辛辛來;婆給

7 11'[﹒終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