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當號:

係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4月 15 日
發文字號:中檢言某些息喊字第 11109005840號
附件:

主告:公告發還本署如附件所示案件內之扣押物 。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75條第 l頃。

公告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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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市西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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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無人聲請毅還，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檢察長

捧22、分 j忍， 良支點支j堯榕單位主管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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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按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1*'W' 刁二號 處分J于 1IE ~fiI7.K 5rTL 物品名稱 收受 重量是 處分方式 共領人 且也正止 備吉主

道路改善工程豆豆

0日刊，，]'-你好字第 5098
f，{) 毒、改善仿駁t

。 0400G828 計價平、筆記 15本 1去 3乏其領 不詳 不詳
此

本、改告-工程;共

算壽等

i 098 年 1;在計':ì" ~"4G日
。 D()O 日 6105 存4:!î(郵局存摺) l 本 哥去 ~EJ;幸存頁 事1)銘山 桃間'1于八縫、區

3日，~

的民句一 1;(- '，，'字第 50 0')
101000305 4 

電子在品(于絨
l 支 幸去 i莖 .fl-領 不詳 不詳

從. f;'SJM'吋

100 年你信，字;在 5158
101000030 筆記本 i 本 發送共領 不言干 不詳

7)lfa 
IO:V卜的" ，苦苦斗第 2521

104000019 
電子產品(電子

11的 守法進共領 自殺竹 查中市 i車子區
Wi~ 石旁才子)

[ 0:3 有 f呆 1_~' 守:第 2521
[0是 000019 ?μ >

電子及 Jι(行動
1 文 哥?這其領 田吾ít'rt 章:中可于 J萃子區

)1:(, 72;在)

IO:3 iH芽♀i' :ì"第 252:3
104003103 2 帳本 1本 才去~具領 角永且力 全中可1 ;.竿子r&

E‘!b ι 

1 (J:3 Jf-j采 3fFH:2523
10,1003103 rRJ 3 攸本登記王若t 2íR 吾吾 iß 其領 角 7jUl}J 全中市 j單子r&

力克

1 frl-'H早哼，守二第 2(;06
I04000GG5 剪刀 !文 1告還兵鎮 才聶榮幸台 受中市 ~j: _@、區

~Jt 

I03'H平合乎第2日持 4
10:.lO 05D日5 剪刀 1 ILll 發i是共領 的放竹 表中市立車子區

51,IL 
11):}:f-j;在 '11，- ~;i三第 2%3

104000607 2 黃色短約 l 件 發3乏其領
李松松家

去中可ï3(. 屯區
}IJJt H~ 

1 0:3 :.，←卡拉芳 'j: 句~ 2DG:3 
104000lìG7 3 益色牛仔褲 11丰 哥哥 3乏其領

李松松寄:
查中 '1' 北屯區

~J:L 5月

:g J rJ.', )1,(1 只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崎

N :",' 'Ìc 白花 f是分 Jf. 號 ;:，，~I 7.拉孔1 物品名為 tt i安 童受 處分方式 其領人 』也士，1: {蜻吉主

rOH-i;l~ 先;刁二第 :3028
10:300;1235 其他刀械(~位采

i 支 發送J'lc領 安相派 全中市面屯區
51ιk CJ 刀)

10:j.iH不'ï.2' :j~ 第:3 0 日。

f晶L
10300427:3 Ki也刀;在(刀{.íÏ. ) l 文 發送J九一領 主，t J吾~f;; 去中市 7竿子區

!的 iH泣令 'ÌC ~n 100 
IO:lO Oõ3DG 投祕上衣布料 2 f~ ~t迫其4頁 是泛、住 直言中市北皂

1 [1:) f I~~ l:i' 呼在 ;]1 00 
10:3005:3DG 2 jJ1.干，u _l::_;{z 11牛 發這其領 黃志‘佳 去中 ír 北[;&

~)!L 

10:3..Q一(九三:‘三二 ;;; :3:13 1 
10:3005:318 武士刀

、
i 文 發送共領、 俟 7J(為 :全中市沙!lt 區

11):3 +i采信:}: ~~:3 3~31 
10:3005318 2 

.tt.fè 刀才之( ;!Jf tli0 
l 文 f否還具領 (其 7~)每 至七中 rfî ì'_少鹿r&

~!，I[， 刀)

11):3 :p..j;(，佇'f=第 ;3~3:31
10:3005:318 3 其他刀絨Uj~錄) i 文 哥去 i乏其領 f其 7](為 全中可于沙且已區

P到YL{許

10刀年(朵朵、字第 709
1 日 5003545 電子產品(手織) l 文 發送共領 品小主持 美:中 τr 西屯 E主 今SIM卡

1I,lyLtG d 

10:)1H早俗、字，第 714
107000872 

電子產品(金色
i 文 ~fi這主'!-4fí 肘注Lt、 A正立K 首;再且，rd車霄銘 合SIM-卡

此 lPJlONEß手機)

IO~ .if-1來乍， :}': 4\7 1 4 
電子產品( "):'1 ~b:. 

1117000972 2 已 IPlIONE6S手 1 文 發三毛主生領 劉念之 笛梁針、i且ì -ill~ 玉皇 合SIM卡
υLdDh LJ 

jiU 
1 Oc, ir-r泣;，~' :j: ;j\ 7,1 0 

105006360 bl 泰銀行存m i 本 於這具4頁 ghjtfzI 去中市笠原區
:;t 

1 O~).;← i革命字第 1026
I0700lG8司

電子產品 (ASUS
11凶 才去 i莖 +1每:fl 丸才~-t4子nj一 →位命> 新北市三峽區

1!已 平板)

2 仗， )1, (1 j三[



臺j彎臺中地方按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j;1~ 1\、字號 且是分序混 >~、L/呵'1<、叫)J)籽L ~bJ Jb 名手豆 皇之最 1t 1\Ï 處分方式 ~l志在頁/、 1也ht {jk 言主

10月 íH手份工戶第 1026
其他一般物品7

1070日 168，[ 。~ (ASUS平板包裝 1 !fkl 發送 J'\-領 1美 f專丞 新北市三峽E豆

[05 年 1;(，令:于二第 102G
Jtl也 -1J!Z物品

I0700lG日/1 ,63 J (，問:為 f史和j 包裝 Jë 1去守主 J~令員 吾吾t4丞 新北市三峽~
l;]ι r 

袋)

11)'; 'H正仔字第 1 1 i[;1 
電子產品

yl已
1070日2627 。~ (i p!J0I1 8( 今日 1111 !文 4音近共領 古已fr 申"之 志, 彰 f匕草率真林市

卡) ) 

I()j 年 f;在令不第 1241
I05004G7G 共f也 711，戒(菜刀) 2 文 f告 3乏其領 肉是各校 受中市大里區

~JJL 

I05-'H:草{:..:j::第 2023
rill~也♂}-j女;:É. o口口( 臼3~己

流
1 o G008:370 2 手j灸 Taiw2I 11 l 台 發送共領 /，'iUr，主 f去 主主中可r }.青水 E主

\lobí 18) 
i 10:) 句一{早份有之 ;42023 電子產品(白色

IOG008379 3 i 台 才去 i里其令員 A匡正主修 去中市清水區
、;已 平板 SWlI s \l ng)

1 1川 1忱亢 IOG008379 
電子產品(紅色

i 台 守主z乏其令員 SE政修 丟了中可T 清水r&
手絨Ilenlen)

1 05 il'~ !;(, :，'('二F 第 24G 日
IIJGOOil:3 SG 

電子產品(白色
i 文 才去i是共領 2且旦日青 三是中市[~ 1& 

~!Jt SAMSUNG手械)

1 0') ,;1'- j;!' 去干 U~ 2072 
電子在-Jι( 三星

107000274 5 月牢千#以合SI IIl卡 i 文 ~~..正在其4豆 f在京君羊 幸'; 1匕早在 1;: [111 鄉
此

25長) ) 

10月![-i泣，前二茅草 :lO fJ日
1 ()l tJ OO Uü7 耳其乎占 l 文 哥去這兵在員 鼓』反榮 查中可7太平區

口j)，'卜U 

10 日 JH后 ;lr" ~:f二京 3 1，32
1 070 1J 04 95 電子產品(乎從) 1 支 發z毛主毛主頁 陳先主字 jLJ全縣六腳鄉

51}-G 

主}3ff 、，lI， 6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í:(、合字號 似lf;i j} f:r‘，呵!iL itt7]之 jj 毛 4h 品名浮在 是主毛主 1ι忌ZHU均E 處分方式 其領人 5也f止 (晴吉主

|的年 i某合字第 ;ll :3;1 
1070 日 04!)8 筆記本 !本 ffi乏其領 7長世 l查

?嘉義革?、朴于一市/嘉義縣

51,1;:. 歹~ ljép (,q1p 
10九年{不仟 :ì' ~\ :11 :1;1 

107000408 2 電子產品(手從) l 文 哥哥這共領 ?反i:\t f圭
嘉義早在朴子市/嘉義鈞、

y共lIlL? 六 iji'ifl 例:

111 ~ if- !!(, ;f\~ :;~第 ;31 3 日
107000564 

電子產品， (YAVI
l 文 發送其領 何永成

各 5克丹。ti三石綁/嘉義縣

5Jt 手機) 朴子可7

105 il一 íi(， 1\' :，'二述 :3254
107000160 口股清新奇1) !文 潑可芷其令員 楊主主富 去中市清水區

~fJ已

I Il:J JH正佇立二第 :3277
IOG Il1l8387 

電子產品 CLG手
l 文 珍這J1;. lj貝 +卒，其羊毛L 去中可于北屯區

i前 4;已)

1115 年 í~'， :，)>字第 3277
電子產品(三其

10 (ì OOír387 2 平板電腦令 1[.電 發送具4頁 t;f-.i-，其中'{; 全中可1jl:; 屯ê!. 是在51前卡
~!lL 

吉5)

IIJ5 年 1~~ 兮字第 32日。
10700272日

其他一般物品
111m 發送共領 2月t成 J莫 全中可T北屯區

忱 (平 SA)

l 的 S Jfc i!(， 叫‘:): Ã\ 32()ü 
107002720 2 

共他一般物品
Jij囚 1去這 J~/~，其 ;jM成法 圭:中可T北屯區

3月1 (J員在社)

10 月 iH!正告字詞'; :3404 
105005050 光挂在 71, 1去這其領 兵JE『宗 去中市浮子還

;J力lf-U 

10另恥!革命 CF;在 :i (j ~32
107001350 

其他一般物品
i 文 於這其領 丘H丘M: 新北市新莊皂

31ft (絨製 I在中JE)

I()"éf-f革命不第 :3G:32
107001:350 ‘4) 4 

其他一般物品
2文 發iii具領 lÍl; J;主主E 平時北市新 fH~ 區

5J!t. (電吟棒)

105 'H;品，活上iC q\ 300 1 
106008457 -Jf J} !文 :全 i莖兵領

玉)ti、實業
全中市手中 i司區

1九WYUU 有限公司

:Xi 4 [1，司共自



去灣去中地方槍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的，竿跳 處分 1于號 cJPh凡 7)(、 W山也K 4bJ ，j-iJ 名干品 故是 重于在 處分方式 共領人 }也Jk 偽吉主

電子產品

J 1] 5 ;1'- I;I~ 佇二F 第!l(H4
10 日 Ol)G :199

( i phoneJ:年一于
l 文 發送J:j，領 f車站茗 生:中可J;!七屯區 玫瑰金色

7jt 械、合SIM-卡 l

5長)

電子沒品 Kl!EMMi\I\A 
10位中{祟，法不第 4861

1070016:32 (SAMSlING 手 j失一 i 文 給玉立其領 CH tL三中市后 11UF，
手機妥幕布裂

~!!L j員
合SIM卡) PII1 CIlET 

JOli~f-j采 r[__ ?于不 11';'1D78
107000G78 ~，~克車鎖是主 1 文 發送具領 i來住宏 三是中可于大月土Gi

~J;L 

1 () li .(f 卡拉 1\' =1' U" 4 9日 8
107002125 

其他一般物品
i 文 可寄送;其領 黃毛弋}耳 南投縣竹山革真

'j};'[. (，黃 f丹尖啥?鉤)

1 () (i .(f 保合不第 50的
107002098 

其他一般物品
2本 才去玉立兵在另 五筱得主 全中 l' 沙 IIt Gi 

}J;t (文桑吉幸存根月~p ) 

lo r;::1'-保 :i_~~ 字第 50 Ci!j
其他一般物品

107002098 2 (台 J和?正在行干子J誼 l 本 4去 i是其領 五 iif話 全中市沙鹿區
~J}G 

素;本)

IOG .'f- 1;正兮 :y..: ~在 5064
其他一般物品

1070020日8 。υ (i夕庇技合存摺 l 本 發iE 兵在貝 主筱吾吾 受:中市:少鹿區
:JJ;;已

法;本)

IO Ci午 i!~ 1;- =þ:第 506司
107002098 4 

其他一般物品
6)'長 給這其領 王筱譯了 去中市:夕鹿區

1;tL ( t己中!'zSv- ) 
IOG .qci不管 :þ二;f， 506/1 

1070020\)8 5 
其 f也 -jJ!): 才均 Jf

15長 4去 i是具4且 玉 Ji 夸 全中市沙庇區
、法. (!昔掠影本)

I()li年 J革命不第 50G是
I070020 fJ 8 6 

其他一般物品本
1 j長 發送共領 五 1;jz 命 去中市 i少屁巴

3比 JE 彩本)

;~g .5 P、可jJ， 6



臺j彎臺中地方槍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il]', ;t:i~ :'f二此 11屯r 八FYJr早r~ 5J)t 5fr-t 7J(、 7‘IbI-b 物次，名 fi在 ttf豆 全是 正是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tJt ji丘吉主

10G 月心f;在台才二哥~5日 lí![
107002098 7 

，J t- 1也一封主4h ♂!2
15位 發送 J志令員 玉筱得? 蓋全中市沙鹿區

11 (借4Jt彩本)

10G'f-j:在令 CÌ2 第 50G ，j
10700209日 日

其他一般物品
-1 jfz 哥哥還共領 五筱吾吾 士告中市沙鹿區

~]J!t: (本票彩本)

IOG 年一 f不可亡，可:第 50G4
107002098 9 

其他 丹生 4b] ，?\.J
lîl\_ 發=乏主l 忠臣 五 JEZ語 受中市:夕鹿~

~}t ( f哥拉彩本)
10li年 i早已ii~ ::j.: 第 50CH

107002098 10 
其他 井立 4b] 0"名

1 5長 發 3乏其領 主筱告語 全中可1" 5少鹿r&
~lL (本泛影本)

I Il GiH是;，;: 'f=第 5083
11l700:3007 2 

其他一般物品
i 主11 4丟進土耳忠民 .~iN 文生 妥中可T 太平區

此 (電子后寺秤)

IOG ，;j-j爪它;二F 第 508:3
l0700:l0 日7 &已)J 

電子產品

!文 手去追共領 ?!文立 至是中市太平區
叫川;三d CIPIIONE手織)

IO (i J← j;再;~~~ ::f': 第 5:382
1070001 .1 5 

化學顏料(主成
]j凶 1告還共領 5丘吉已 5長 去中可5" 5車子區

5lL 分氧化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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