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號:

係存年限:

/)...主
ι-\ 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6 月 7 日

發文字號:中檢永總賊字第 11109006680號
附件:如文

裝

主言:公告發還本署106年度責保字第21 、 33 、 83號、 110年度責保

字第 69號、 111 年度責保字第 24號案件扣押物(內容詳附件

清冊所載)

f衣據.刑事言斥言公法第 47511奈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附件所列扣押物品，應受發還人所在不明或因其他事故等，

不能發遷，特此公告招領。

二、自公告之日起2年內，得檢其聲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署

提出聲請;如委任他人代領，應提出委任狀並經承辦檢察官

核章後再至贓物庫領取(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

件及印章) 。

三、贓物庫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路 1 段 91 號，電話: 04-

22232311分機5812 。

四、逾期無人聲請發遷，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五、本案承辦人:林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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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楠 5bt. : 550020 

手主式且有~I 1).虎 1l201R03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106年責保字第 21號 111003769 

106年青保字第 2HI}t 111003769 2 

106年青保字第 21號 111003769 3 

1 日 6年青保字第 21號 111003769 4 

106年責保字第 21號 111003769 5 

106年貴保字第 21號 111003769 6 

106年青保字第 21 號 111003769 7 

106年責保字第 21號 111003769 8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公告日期: 111/06/06~ 111/06/06 
秒'l d毛名手在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本票(肆萬元整
發還 其

本票(號 1張 張自告4其

是馬 342802)) 
令員

其他一般物品

(貳萬玖f元笠
II長

發送 具
張自告才其

本票(票 有頁

llJt: 34282是))

其他一般物品
發還 具

(三萬元整本票 II長 張自告才其

(票號 3吐2803))
令員

其他一般物品

(二萬五千元墊
II長

發還 具
于長白告中其

本票(票 有頁

lJit: 342804)) 

其他一般物品
發送 具

(二萬元主基本票 !j長 張自主才其

(票號。此281 1))
身頁

其他一般物品
4告還 其(二萬元整本票 1)長 張自在 1其

(票也，t:342812))
有員

其他一般物品
校還 具

(二萬元整本票 1)長 ?長白告中其

(票古玩 342813))
有責

其他一般物品
發還 其(二萬元整本票 ])長 ?長給中其

(票 ll，t: 342814)) 
4頁

第 l 頁，共 7 頁

列印日期 111 年06月的日

公告招領日期 發還日期 f也 Jilc {J時 2主

111106/06 高雄市楠梓琶

1ll/06/06 高雄市林J梓區

111/06/06 高主主市晶晶辛辛區

111106/06 高雄市楠梓區

111 /06/06 高雄市楠一梓區

111106/06 高雄市楠梓區

111106/06 高雄市束對辛辛區

111/06/06 高雄市楠梓痘



報表編號 550020 

程式禍號 112側的3

保管字號

106年青係字第 21號

106年責保字第 21 號

106年責保字第 21 號

106年青係字第 2H虎

106年責保字第 21 號

106年青係字第 21 號

106年責保字第 215.虎

處分序號 流水號

111003769 9 

111 日 03769 10 

11100376日 11 

111003769 12 

111003769 13 

111003769 14 

111003769 15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公告日期 111/06/06~111/06/06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其他一般物品
發送 其

(二薦元墊本票 15長 ?長白告中其

(票號 312815))
存異

其他一般物品
發i墨 且

(二萬元整本票 15長 于長皓棋

(票號 342817))
令員

其他一般物品
發還 其

(二萬元整本票 1)長 自長皓棋

(票號 :342818))
毛頁

其他一般物品
f音還 具

(二萬元整本票 II長 張皓棋

(票號 342819))
令員

其他一般物品

(三萬七千元整
15長

發送 其
于長自主中其

本票(票 司直

號 342820))

其他一般物品
發還 具

(二萬元整本票 BiJ: 張自告棋

(票 5克 342822) ) 
領

其他一般物品

(二十萬元整主
1 張

發送 其
?長白是幸其

票(票 在員

號。 BD31 日 5818))

第 2 頁，北 7 頁

列印日期 111 年的月 06 日

公告招領日期 發送日期 i也土主上 備註

111/06/06 高雄市楠梓區

111106/06 高雄市楠梓區

111/06/06 高雄市楠梓區

111/06/06 高格市科J梓區

111106/06 高雄市楠梓區

111/06/06 高雄市楠梓區

111/061日6 高雄市楠梓區



才l'表瑞號 55002日

程式編號 11201R03 
保管字號

106年責保字第 21 號

106年責保字第 21號

106年責保字第 21 號

106年貴係字第 21號

106年青保字第 21 號

106年責保字第 21 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111003769 16 

111003769 17 

111003769 18 

111003769 19 

111003769 20 

111003769 21 

臺灣壹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i青冊

公告日期 : 111/06/06~ 111 106/06 
物品名稱 主主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其他一般物品

(十$;元整支票
II長

發還 具
于在自主 4其

(票 4頁,}t:BD3105837)) 

其他一般物品

(十萬元整支票
15長

哥哥還 其
?長皓才其

(票 持其

號 AD2163636))

其他一般物品

(十五萬元整主
l 張

4告還 具
張皓祺

票(票 有頁

號 AD2163637))

其他一般物品

(十萬元整支票
])長

發送 具 5長白告棋
(票 身頁

llt : AD 134 9185) ) 

其他一般物品

(十五萬元整支
])長

發送 具
張結才其

票(票 有頁

號。 ADI349190))

其他一般物品

(十三萬五千元
1 í長

發送 具
íl!cá告才其

3是支票(票 領

號:\VLOI24825))

第 1 頁 1 共 7 頁

列印日期 111 年06月的日

公告招領日期 f寄送日期 士也士正 f甜言主

111106/0日 高雄市楠梓區

111106/06 高雄市楠梓區

111/06/06 高雄市楠梓區

1 11/日 6/06 高雄市楠梓痘

111106/06 高雄市楠梓區

111/06/06 高雄市中南才辛1&



報表編號 55002日

程式純號 l陀的RO"

保管字號

106 年貴保字第 21 號

106年貴保字第 21 號

106年責保字第 21 號

10G年責保字第 21 號

10G 年青保字第 21 號

106年青保字第 21 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111003769 22 

111003769 23 

111003769 21 

111003769 25 

11100376日 26 

111003769 27 

臺灣牽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i青冊

公告日期: 111 /06/06~ 111 /0日/0日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其他一般物品

(十八萬元!t主
15長

發還 具
張自告中其

票(票 毛頁

5克 AI91日 3300))

其他一般物品

(二萬元整支票
15長

發送 具
j&á告才其

(黑 身員

號 :AI9183287))

其他一般物品

(十萬元整支票
1 j長 發送 具

于在自告棋
(票 有其

號 AJ9058311))

其他一般物品

(十萬元整支票 發送 其

(票
B& 

有貝
張結棋

5克 AJ9058315))

其他一般物品

(二十萬元整主
1 j長 發送 具

張自主祺
詞老矛~( 詞唾c 再頁

號 UA1925331) ) 

其他一般物品

(十五萬元整主
15長

發還 具
張自告祺

票(票 在頁

5克 AU9181183))

第 4 頁，共 7 頁

列 Ep 日期: 111 年06 月 06 日
公告招領日期 發還日期 士也士正 {晶-t主

111/06/日6 高雄市楠梓這
壹d合拍4 萬元

整。

111/06/06 高雄市才南#辛區

111/06/06 高雄市椅梓區

111/06/06 高雄市楠梓區

111/06/06 高雄市楠持這 貳拾萬元整。

111/0日/06 高雄市楠梓垣



報在蝙號 55002日

程式編號 11201且03

係管字號

106年責保字第 21號

106年責保字第 33號

106年責保字第 33號

106年貴係字第 33號

106年青保字第 33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111003769 28 

111001227 

111004227 2 

111004227 3 

111001227 是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i青冊

公告日期﹒ 111/06/06~111/06/06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其他一般物品

(十萬元整支票
II長

發還 其
于在自告 4其

(票 存頁

號 AU918~165))

其他貴重物品 ~~還 具 楊德姦
1個

(支票) 丹頁 楊蕙璟

其他貴重物品
l個

發還 具 楊德鑫

(本票) 有員 才毒草王若

其他貴重物品
l 個

發送 其 中告德鑫

(本票) 4頁 半島草璟

其他貴重物品
1個

拾遺 其 楊德鑫
〔本票) 行頁 才告蕙璟

第 5 丘，共 7 反

列 'P 日期 111 年二日6 月 06 日

公告招領日期 發還日期 生也主i 做註

111/06/06 高雄市楠梓區

面領事拾~、

車號

AP1~39893 

111/06/06 臺中市北這 查中地院106

聲5505~寄送揚

德姦、楊草璟

(4之領)

面額壹萬、

WG10231625 

111/06/06 壹中市北痘
臺中地院106

聲5505發送楊

德鑫、楊草王若

(未領)

面頓金;有、

IVG10231627 

111/0日/06 臺中市北區
查中 i也院106

學5505~普選楊

德豆豆、惕車 1是

(未領)

晶宮貝壹;罵、

IVG10231628 

11 1/06/06 受中市北區
查中地院106

聲5505發送楊

德姦、楊萃璟

(未領)



報表編號 550020 

程式鳩號 1120;R03 
保管字號

106年青係字第 33號

106年青保字第 33號

106年責保字第 33號

1 日6年責保字第 33號

106年責保字第 83號

110年青保字第 69號

110年章，保字第 69號

110年責保字第 69號

處分序號 流水~t

111001227 5 

111001227 6 

111001227 7 

111001227 8 

111001 日 61

111003990 

111003990 2 

11100399日 3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公告日期 1111日6/06~111 月6/06

4均品名幸有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其他貴重物品
l個

發還 其 馮德鑫
(本票) 存頁 楊草璟

其他貴重物品
l個

拾遺 其 楊德鑫
(本票) 有員 楊革璟

其他貴重物品
l個

發還 具 才告德:裝

(本票) 令員 才毒草王軍

其他貴重物品
l個

發還 且 楊德、鑫
(本票) 令員 楊蕙璟

本票(聯邦銀行
Jj長

發還 其
?長景雄

支票) 4頁

支票(彰化銀行
II長

發還 具
楊騰煜

支票) 有員

支票(彰化銀行
])長

發送 具
楊騰煜

支票) 再見

支票(國泰世莘
15長

發送 其
楊騰煜

銀行支票) 有頁

51' 6 頁，共 7 頁

列印日期: 111 年06月的日

公告招領日期 發還日期 5也正止 f請吉主

面額壹萬、

WG1023162日

111/06/06 臺中市北區
臺中地院106

聲5505發還楊

德鑫、楊草璟

(未領)

面報壹萬、

WG10231631 

111/06/06 臺中市北這
臺中地院106

主主 5505發還楊

德鑫、楊草 JR:

(未領)

面額肆拾萬、

CIl745112 

111/06/06 查中市北區
臺中 1也F克 106

聲5505發還楊

德、鑫、楊蕙璟
(未領)

晶宮員貳』告萬、

CIl 7在 5115

111/06/06 臺中市北區
臺中士也 R克 106

聲5505發還楊

德鑫、楊蕙璟

(未領)

111106106 壹中市北屯區 UA5741836 

111/06/06 臺中市后里這
支票 5克

4馬 PN5905747

111/06/06 臺中市后里區
支票號

碼 PN5905748

111/06/06 壹中市后里區
支票號

石馬 WN5275796 



報表編號 550日20

程式蝙號 11201R03 
1%、管字號

110年責保字第 69號

110年責保字第 69號

110年青保字第 69號

110年責保字第 69號

110年貴係字第 69號

110年責保字第 69號

110年責保字第 69號

110年責保字第 69號

110年青保字第 69號

110年青保字第6日號

110年貴保字第 69號

110年青係字第 69號

111 年貴保字第 24號

111 年青保字第 24號

處分序號

111003990 

111003990 

111003990 

111003990 

11100399日

111003990 

111003990 

111003990 

111003990 

111003990 

111003990 

111003990 

111004418 

11100咱們 B

流 7jz_ ~)t 

吐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i青冊

公告日期 11 1/06/的~ 111/06/06 
物品名乖羊年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主車(台灣銀行 發送 具
支票)

II長
領

才是騰煜

支票(台中商業 發還 具
H長 楊騰煜

銀行支票) 句頁

支票(台中商業 發送 其l 張 楊騰煜
銀行支票) 丹見

支票(台中商業 發還 具
15長 楊月每煜

銀行支票) 有其

本票(本票) II長
發送 具

中告且每煜
令員

本票(本黑) H長
4寄送 其

楊騰煜
4頁

本票(本黑) l 張
發送 其

楊騰煜
令員

本票(本票) 1 ，長
拾遺 其

楊勝1呈
有其

本票(本票) 15長
發送 具

楊騰士且
再貝

本票(本票) H長
4寄送 具

楊騰煜
4頁

本票(本票) 15& 
發送 其

楊騰煜
身頁

本票(本票) l 張
拾遺 其

楊騰煜
有真

本票(本票(1 4
B長

發送 其
朱乙謙

萬)) 令員

本票(本票(1 1
B長

發送 具
朱乙謙

萬)) 令員
一」戶向何

第 7 缸，共 7 頁

列 fp 日期 111 年的月 06 日

公告招領日期 拾遺日期 t也f止 i晶吉主

支票 5}，t111106/06 壹中市后里區
L馬 AM!)556司 63

支票 it

111106/06 查中市后里亞 嗎 KPAOG9~13

。
支票 tt

111 /06/06 查中市后旦旦 碼 YLA458195

支票號

111106/06 壹中市后里迢 石馬 TNA551372 
6 

111106/06 查中市后里區 票號 5而t1756

111/06/06 臺中市后里區 票號 544765

111/06/06 臺中市后里迢 車號 544766

111106/06 章中市后里區 票號 :544760

111/06/06 臺中市后里區 票 'J，L 544768 

11 1/06/06 臺中市后里區 票 5，，t :54476日

111/06/06 壹中市后里區 票號 :514771

111/06/06 臺中市后里區 票 'Jl:544772

111/06/06 金 r1羊毛金字鄉
乃學c 

",t:WGI121868 

111 /06/06 金門縣、金字鄉
η。τ 

l,,t :WGI121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