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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

係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

發文日 期 :中 華民國 110年11 月 10 日
. 發文字號 :中檢謀總贓字第 11 00900561 0號
附件:

主音:公告發還本署如附件所示索件內之扣押物 。

~ 1衣據:刑事訴訟法第47511余第 1項 。

公告事項:

" f 

‘ 

一、附表所列扣押物品，應受發還人所在不明或因其他事故不能

發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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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口委任他人

代存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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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無人聲請發還 ，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

檢察長

一一一一?一

不案GL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iÞ-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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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按察著扣押物公告括領?青持

侃 '-r.r 二字:之 :支分 tf5Jt >~ιVJι、}以.此， 4:b; ë;~ 名 4主 主主是 一童受 處分方式 其領人 3色拉上 括青土主

。 96-'手!正安守主宰:第 29G4
。98005:302 1子諮 l 本 發i乏其領 不斗。?法 不言羊

O \JG éÞ.保安5!，~~呼:第 2%是 早日8003:302 2 f字街:)~一}本 1 本 ~fi主兵領 不言羊 不3手

O!JG年 f1'o ;~~字第 2964

主f三
()日 3D 日 5:302 3 郵局還款單 1 5ì之 給這兵在頁 不詳 不詳

096 句俗兮寺: ~29ß是
。98005:302 4 票掠影本 2于是 發 i乏其領 不詳 不詳

iJ ι 

o f) li ~;，c f;(, 'ií‘:宇第 29G4
0日8忌。5302

荷葉本~ )J..1-昔狡
25去 投進其生員 不詳 不詳3 

子)本
O!JG-'H采 ;fr :?第 2 fJ G4

OQ8005302 G 本柔及f昔挽手;本 2j長 .~}~乏其令員 不詳 不詳
i 右主

ygG年保17二第 2 üGl OD8005:302 -公文素;本 l 本 發i乏其領 不詳 不言羊

[HJG-'H;弔晉升亡第 2%1
。 98005302 匯款存款單 2ff一 發主主共領 不詳 不言羊

景之

的5年保 ii:' 守二支~2964
。 D80日3:302 27 協議書 3 :1丘 手去還共領 不詳 不詳

;:)會~υ 

;f附%年川{保羔 令?付f 第盯削2泌9 的80日5302: 28 E主主之平 8j& 給這兵芳草 不詳 不 3羊

(J DG 年保守;矜持r: ;f; 29G4 
9 日8005:102

:;，~c. 
29 J是說f 文 f牛 “i之 發送Jt4頁 不符 不詳

。8G在:f- ~~S017
096007326 充電電站l' ]校 守主玉是 J毛毛主 黃海彬 全中 7官為屯區

iiD96年保安災寺二話ß5日 17 
9 日6007326 M ‘> 是主子 2 文 於1ζ J!.--IJ頁 長潭、 1衫 全中可于南屯區

WJGcι1;在"if<宇:址r~ S 日 17
。 !J600 7:3 26 3 鉤子 、甸〉人" 苦苦追 J毛主竟 安原 4位 至七中布:有屯r:&

'--

1 ~f ‘)， 9 



臺灣臺中地方按察著扣押物公告招;聽清清

1J: rli~ :f、呵立')S各已 f是分 1于 ;.J，是 ;';i[_ 7}立早已 物品名稱 主1: 3音 安全 處分方式 其令員人 主也士J.L 乎有 3主

O!l l) 5fcf告，去字第 6654
令員資料 2荐自 發送*領

是，普奈、
高雄市三民區

〉零'G一
1050日5317

中三產公司

。 9Ei年保安:字第 665是
Liíí 於這其領

垂著!f、
高雄市三三民豆豆

eψt.. 
10500五317 2 公司資料

中華公司

IJ')IJ 年 1示台字第 GGëi4
文丘;例如 4毛字J啥目" 1含 5乏其4頁

忠告卡金、
為且在'Ï'三民~

句

105日 05317 3 
中主主公司

O%-'H呆 'rf 字三'; (ì(ì:-i4 電腦技份(電腦
!台 哥哥;:ß~'令員 高雄市三 I\)ß105話。 5 :3 l7

中;售公司:E 4灸)

()'J6 JH天~，w.~:宇~; 6G5是 電腦玄之偽〔登記

4 去 1乏正毛令員
j 怠吾吾鑫、

高 J薩市三氏區
立;'.'卜

105 日 05317 J 
32isp嗨)

}台
中等公司

的6年也保安字第 66;)是
1 ()5005~1l7 G 筆記本 2本 發i乏其令是

i 的姦、
是惡本主市三 K~

已
中主主 /t.~ 司

09G';手(朱令? Jf， (5 654 
6本 5去 3乏主毛主頁

乏晉姦、
為主主市三民~105005:317 門

公6J資料
句4ι吋弓、一一干 中莘公司

。nG年保守i~ ::f:第 6654
是子牛 4普選其領 ~旅市三氏1:&

引拈叮
105005317 3 令w.'i言中牛

中華公司

tHJ6 午 f泣，;手字第 50;)是 ，在普 J盜、
高主義市三民區

;:~廿r 、吋, 
105日 05317 日 公司 1奇才斗 l f牛 才去這具領

中華公司

0日 ß if-{呆茗、 :t至第 6G54
虫";;。是 主毛毛覓 i高雄市三[弋豆豆10 、 2f臼

予 c
105005:3 J7 印詩:

中華公司

的G i:f-1;~ 信心二}: ;事 6654
18本 哥哥這具領 高正義市三氏豆豆

均了Z主E 、M 

1030日5317 11 fJ于t-{誼,-" 
中搭公司

1)'lG年已長長 :f二;在 6654
IOSÓ05:31í'j 票才是(合文以

發i乏其令員
志發 l;這、

i高雄市三t\.!&12 
外) (支~)

;J;長
中華至〉司

。 9G .f手一 i羊，正:j.: 第 GG54
3本 5告還共領

志普姦、
;需 2在 rr三K皂

3口已

10S 日 05317 司去于t τ士FfL、 iii;i:J.. {i!j: 
中三產公司

(OOGJFf采兮不;f， 665411 日 5005:3171 發這其是真
之一昔 li 、

r;h雄市三民豆豆14 隨身在蔡 :31Lf2 
中存公司

2 兵。



臺灣臺中地方槍察署扣押物公告貂領i青荷

位台字號 這 ';j'- f乎從 ;另L 7J( J_克 物品名手在 當E 受 安全 處分方式 其領人 1M立 f錯?古主

的0 年{吊裝字第 ï216
101005884 公司資料 ο本 辛苦還具令員 不 不 1羊

自 9fji手幻L JJfJY rjt 第 721 G 
10100588在 2 ~1[ Æ:~ 911 fp 1防科 1 本 發i是具領 不 2平 不詳

9日GJ令?辛苦二字第 7216
1 日 10日 588吐 3 文豆豆豆生 134、 發送共領 不言羊 不詳

t 叭u 

j1 ODGJ卜位在令;-!'Y二F 第 721G 101005884 才子治 2本 於 1乏其總 不 3羊 不言羊

的)(j年 7采告rfb:;:第 721 G 
10100588在 3 頁才才年 料 1 本 哥去 i乏主生存頁 不詳 不 2平

。%年 1;在告豆豆':'Ì-二第 721 fi 
101005884 G 公司資料 3本 法i乏其領 不2平 不 2平

的G jf' j;在 "to~~ 字月n21G
101005884 7 公司資料 4本 發送具領 不言羊 不詳

)"1( .. 

的6年保合乎第 7216
10100588是 8 自才 5年 tf非牛 50本 發送兵在立 不言羊 不:干

I O\l() 保守5{、己:;q\721G 101005884 9 
94-'乎沒卜3月、

2本 發iA 呵三項主*…怨 不詳 本主羊
小6 月傳票

0日6年 f足才3?小三字第 721 fi 101005日制 10 
93年夜臼計表、

l 斗斗 ~?i立兵毒草 弓之三字一 不詳

I合紛表

!iwijJFi肘法，咱ι字第 7216 101005884 11 
中之喜民 [tll 仲裁協

i 井、 早去送其領 不 3羊 不吉羊
令仲裁判鼠害

口 ()GJ手 f余位3子、足字第 7216 101005884 12 氏三事鋒3奇再:at 狀 l 本 幸去這兵，演 不詳 不詳

的6年4羊毛詰去恥
L 

句::惡心 16
13 

土i也I&.f史從 4i r.主

干:H
口t 

i 本 發 i乏其領 不言羊 不 1羊

JWGME3杭';' !f; 721 G 
1
1 01 005884 l 在

仲裁言詞辯論怎
1 本 才告三毛主，\-1;頁 不詳 不言手

話總二者

3 9 



臺灣臺中地方按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帝

f羊毛:~-. =-j二號 處分浮泛~;jt7K告之 才站炭，名早在 志之 -5室 童安 處分方式 其領人 ;也hl: 也有言主

的ßjτ!是芳這 727，1
。 97002 \1 321 千字。這 jdi 1 合 {Ht- 工室主生存貝 率品除是心~}晶EE 益宮 章:中?官半吾棲皂

。') (i年一條之二第 ï274
0')7日 029;12 7 zh 司主 i 本 投i主兵領 F立情弋局均正 前諮 去中市辛基棲Glli

的G- 村呆若干~; 727是
。 970020:32 ο ') 主主j空 ;母

5…戶戶υ 
J i:D 發i乏其4頁 A吾寸J扎冉可 訝曾 全中可q吾辛基豆豆

電子在品
100 !革 第 1588

110008350 (i\ Ol\ IAN981自殺 i 文 哥哥 i乏其領 7μ3于才恣叫三五』呵人 尚』主縣南J是'1于

i;悍 J于 ':fY) i~~;，舌)

100年保兮:J:生二 ;g 1588 1110008350 2 
電子產品(全改

H五 法M主、iE~1-閏 4]\有 美李伶 南J先于主兩投'1于
大哥大snl卡)
電子產品

|i酬保 ::-f= 第 1588
1 10008:35 日

(SONYEI< 1 CSSONW 
:文 1~'-i送兵毛主 美李 1:i近 :毛投且主持:投本 正在 SIM卡

3801廠將行動電

三舌)

1 1川閃fu
閃忠告

110008350 
電子產品(這子

l 台 1苦 3乏兵在豆 -f在-- 叮海t{:'ij旬 南J吏，縣南投市
特手手)

1I 00年州州立圳
;;1\ 110日08205 3 電子產品(乎從此 !文 fEi芝共領 ;余訓碩成 全中常大豆rg_ 今sím-I卡

IOOJf-保 二字括n150
食品生卡(含稅金

11000821 日 1 G 卡) (第一級行 H長 給這其領 苦~J中品 查中市西屯區

企J舟卡 1

第 3159
電子產品(行必

Ai\YCALL政
110008210 電話1;~SI紅卡 l !文 發送兵在互 蔡主申 ES 去:中市è\J屯區

且卑、黑色

手f{)

!i川?第叫 110008107 
電子產品(乎被

i 文 哥去這其領 參者{幸 查中前尚昆

(今充這 rib

也 IT' .f ι 甘



臺灣查中地方檢察著扣拌物公告招待貢清荷

fl~ 令:'f: i]l}t_ 戶屯刀\ 皮J~ ")廿r，t已 也;:，1t 7}(巴 7巴引9卦已 物品名稱 主主蚤 會學 處分方A式 具殺人 Jch]: 11奇古主

IIOO .iH叫了訂了白叫 18 110008011 f<3> 電子待秤 11!ll 2正主蓮英領 持車Ij 字 查中-，p古E 屯[&

! 100 宗主去二F 第 GI 18 
110008011 IM一般 2本 管這共領 絲絲字 受中市 lfu 屯 E主

1戶、扎a (2丘吉己本)

100年保 tf:F 第 6118
110008011 

電子產品(行動
9包 f扎k 幸去 i這羊毛領 持朝三F 是中市面屯區3 

tEZ若〕

1101 年正在 F法:}三話:在721
1 日 200是 134 n廷1t-1li 1 í!ll ik乏其領 J&.j-士革~J i高雄市技武J l&

101 jj一 j羔;~'- ::}:第 472J
10200是 1 :34 可

電子沒.Çu (白色
l 文 發送具令員 ?去 f士紛 高雄市tz山區

f?這 i釗穎、

i ;:. 寸~':幸H之 手才灸) SIM卡 i 紋
1I () 1 i午C i革系l7ZJ

102日。這 134 3 
電子產品(白色

l 文 發i乏其4頁 Jt之 f上手合 高雄市政山亟
今電池l穎、

子然) SI前一們致

101-'H求信，字第 4721
!02004134 

電子沒品(黑色
!文 1去這共領 5tz 1.士革if 高雄市致中亟

含芝~t. l 穎、

]，:，'[一 手格u SIM卡!于長

101 斗→ f泣，去 字第，1721
1020日4 1:34

電子產品(黑色
! 三之 守主這共領 ?長 f土tt 高 3島市政山@;_

含芝池l 平豆、
J 

子 1灸) SIM卡I5長

)(抖-+- j 在妥已之三話:是 721
102004 Ll4 6 

電子產品(黑色
l 一士咸、 5奇主乏其領 ?支f士tiT 為主義市紋中f_;j;

合泛地i穎、

一于 1美 ] SIM卡 1 至三

1 日 J it:.{京之令不話;4721
102日 04134

~ 
電子產品(主}講

1 文 j去 i乏其令員 ,[z 1士革計 高注在市主主山毯
扎i"扎c 1美〕

101 _;已有刮去字菜是 721
102 日 04 ]:34 B f:JU羊毛主 1 f:ll 發îE兵哥去 ?如士紛 ~給可Jß之中豆豆

5克

10 J_;了一 f准去 0[: 豆豆、!721
102004134 9 店主身名單 J1:!J 發i乏其領 ?長f士是守 晨5 本主?有主主山~

命p令L 

IOì _'f-{祟 :li- f-第 4721
102004134 10 Jj主另名JE l1LQ 發i是共領 ?五f土 2令 高雄市室主山思

訓'W;-.化弓，

jlG!JF保γ 第 1721 !削 041:341 1 1 l~l 身 H溢 手去主乏其!沒 于在{士紛 高技íj-f室主山l&

5 訝于" y 



臺灣臺中地方撿察署扣押物公告招績清啼

!于今，、字 T其b之三 lf 、 rJ- 5'1，~已予 ?月l7!之 5克 才，1; J辛3 名特幸 主任、金 有F 至E 處分方式 Ylc毛頁人 ;也 }Jt f是?吉主

l 呀!三五(;在 txfpr FtzHLzi72! 
102004134 l這c!'t 樣 11l\] 辛苦豆豆共領 于“士給 為雄市主主山 EE

1 0 1 怎保安 :i二泛 4721
102004]:34 J 3 隨身樣 1 í叫 哥去 5乏其令員 3月:王川H.--4.持P、一 高雄市紋中區

101-'叫萃，法二字系是721
102004134 14 月~p 京各名1fi} l 本 fti乏主毛主貝 5f~ {-士正打 高雄市主主山!色

J吃

1 01 三五倍:心‘三r f在，) 721 
1 日 2日04134 13 ~工1. ;';5公約 11f,- ~~法 3乏其領 于長仕給 ;烏拉布立之山區

i jl#iJ11;在安丸!.i己宇:先 1721 1 1 日 20 日 4 1:3是 lfj 1宇志為從 2炙手將 l 絞 幸去 5至 jzf豆 1fz. 1:I:是台 為 F島市主主山豆豆

1 0 1 年ft 告在:箏 4721
10200是 134 約旦各分是L~ 3土耳 發送兵領 irz 1上童話 烏拉住市立支山區

1 (] 1 ;手 1i'之九d;-也 芳:浮在721
102 日 041 :3司 18 網路分享~ 1 jl\] 1全 i乏其領 5長{士革3 高雄市鼓山區

101 年保合字一;在 Ji721 iOZOO4134 22 l 電腦ZEM己(
型電路)

l 合 勞工芝兵在頁 存1I 秋/泛 為雄市有?鎮 E三

IOI !f-{示 'Q乎r乎第 1721
1020日413，1 ?3 呢?于豆豆 1 1 伯 乎全iE兵 4頁 尖耳其字 高主在市仁武豆豆

jiQlW仔字來 1721
1020041 :34 24 

電子產品(叫 l
2 台 發王三Jt令其 3長 f土豆打 1-;Jj 1;.僅可F 主主山r&

i 引? 在社汗τ 荒丘吉苦才提)

10I J['1萃 ~0，.-字第 4%2
10:3001 G9日 ~i一九

電子產品 ; 
l 之 ~~~ i芝具有立 ~fi主主主 i高雄市 f;fff~ F它 EE

J甘心 ( i pholllc 手 1錢)

1I (1 1 叫作第4%2 電Iiidt丈 i品一
白色、合充電

10 ;300]699 4 OIAC1300K:苦 Z己立j 1 台 於這共領 A主 i主主主 為維芳自忌j J'e~
~ 

這可再 J

IOI2f- i!在今字第是9G2
l03001G99 b 

且其 ft fi~J卡
l 文 哥哥豆豆共領 結主主~ 為推*1為陀~

(lJu \WEl) 

一-(ì O' 抖甘



臺灣查中地方按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頓清荷

i是字號 處兮f子 '5)t !I ;~;是 7主張 物品名格 放妥 童受 處分方式 真空見人 1色 JJl: J;h明生品吾:E

?不 N; 82 5;t J(圳是叫
電子產品，( 11- f]] 

3文 哥去這共領 成的事f 查中可T ð;dl豆
tEt舌)

102年一已在 :r~'. :4= 第 82L72 102004150 i 
電子產品 (SI \1 

33長 發送共領 丘之 8lì 軒 全中甘于汪古G&
卡)

102 .:f- j子、，台于三 字第 lG6 1 側的是11 7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於這具令員 梅何克h巴L~ 品IJ支持、高校前
F叭;t~~叭f2戶、♂ 

j iO2年(不了字第 166
107白的。72; 屯子產品( ;于11;

4 文 發送吳忠民 鴻章主笈 J){主坊、南投市
j 電站(今SIYI 卡) ) 

1 1 1J 2 年 1主于J!.-:._. 制 Gfi 1川2叫 2 
其他一般物品

1 本 尋7- ;j~ -J毛 4頁 府q好的~HL J.~ 之 兩投縣南投市
( l'長-iHt)

I I02 "i-{;在 :r: 系也 24
1040069101 2是 黑色乎從(含Sllll

1 支 發送J1- 4Ji ;}今日司 %'1] 己是中市大發E三
-1::-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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