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號，

保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

發文日期 :中 華民國 111年8 月 1 5 日

發文字號 :中撿永總喊字第 1 1109007 170號
附件:如文

主音:公告發還本署女口附件所示案件內之扣押物 。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75條第 1 工頁。

公告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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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段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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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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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i也3止 {甜言主

其他一般物品
091年係管字第5016號 111006178 

(支票原本〉
l 張 發還具領 黃錫陽 壹中市西區

的l 年保管字第6167號 111004754 
其他一般物品

2條 發還具領 吳南奕 查中市和平區
(項鍊)

102年保管字第 1056號 111005375 ~i成穿大 5000元 發還具領 陳海浪 查中市南屯區

102年保管字第 1056號 111005375 2 民戒毒大 52000元 發還具領 陳海浪 查中市南屯區

102年係管字第 1056號 111005376 賊款 83740元 發還具領 王月峙b九丰 臺北市大同區

其他一般物品
廣福豐1袁

102年保管字第3952號 111005330 
(廣福豐公司 98

l 箱 發還具領 保科技有 桃囡市龍潭區
年度及] 01 年l 至

4月帳冊)
限公司

其他一般物品 廣福豐1袁

102年保管字第3952號 111005330 2 (廣福豐公司的 l箱 發還具領 保科技有 桃囡市龍潭區

年度帳冊) 限公司

其他一般物品 廣福豐1袁

102年保管字第3952號 111005330 3 (廣福豐公司 100 l 箱 發還具領 保科技有 桃園市龍潭區

年度帳冊) 限公司

103年保管字第4095號 111006220 
電子產品(控制

1個 發還具領 許華明 查中市大里區
面板)

其他一般物品
7277-YU號及

104年係管字第2119號 111006453 2張 發送具領 陳志豪 桃囝市平鎮區 597G-L2號自
(1于照)

小客車

其他一般物品 0987-ß7號自

101年保管字第2119號 111006453 2 (車身安全條碼 1 張 發還具領 陳志豪 桃園市平鎮區 小客車

及引擎條碼) (A2223488D) 

104年保管字第21 1 9號 111006453 3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陳志豪 挑囡市平鎮區
2257-A2號自

(買賣契約書) 小客車

105年保管字第2916號 111004838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發還具領 何俊輝 雲林縣斗六市
(刮鬍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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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t也5止 備吉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係管字第3483~克 111006862 (遠東國際商業 1本 ~f還具領 楊永章 新北市1直洲區

銀行存摺彩本)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 3483號 111006862 2 (J旱品廠商交易 4~長 發送其領 楊永章 新北市這洲區

明細表)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 3483號 111006862 3 (J袁品有限公司 25長 發送具領 楊永章 新北市及洲區

章程)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3483，克 111006862 4 (新光商業銀行 3本 發送具領 楊永章 新北市農洲區

存摺)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3吐83號 111006862 5 (事業廢棄物委 2本 發送具領 楊永章 新北市還;川這

託清除合約書)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3是83號 111006862 6 (客戶吉青草t交易 1 本 發送具領 楊永章 新北市處;卅區

明細)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保管字第 3483號 111006864 l (土地租質契約 l 本 發送具4頁 i~宇且主明 臺中市西屯區

書)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係管字第 3483號 111006865 (256-ZV汽車行 H長 發送具領 黃煜程 受中市西屯區

車執駕)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係管字第 3183，克 111006865 2 
(iphone手梭(含

l 主 哥哥還具領 黃煜程 臺中市西屯區

。986830872S1M
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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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5克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主止 備吉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5年係管字第3483 ，克 111006865 3 (6166一HS 自小客 2片 發送具領 黃煜程 查中市西屯區

號牌)

105年係管字第 3886號 111004328 B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送具領 廖國輝 臺中市西屯這
令SI站卡

電話) (0953533554) 
其他一般物品

106年係管字第 1481號 111005857 3 
(車輛使用寶貴

31長 fE還具領 草~i主增 臺中市北屯區
協議‘書 (AQII-

8205)) 
其他一般物品(6

106年保管字第 1481號 111005857 4 月份未收帳紀 15長 發還具領 子長日句結 查中市西區

直，j;)

106年係管字第 l 是8B克 111005857 5 
其他一般物品

B長 發送具領 ?長E句自主 查中市西區
(罰單紀錄)

其他一般物品

106年保管字第 1481號 111005857 6 
(車輛使用寶貴

2張 發還具領 ?長日句自告 查中市西區
協議書(AQA…

5202)) 
其他一般物品

106年係管字第 1481號 111005857 7 
(車輛使用寶貴

1張 發玉皇其領 于長日句自主 蓋全中市面這
協Z義書 (AQG一

3082)) 
其他一般物品

106年係管字第 1481 ，虎 111 005857 8 
(車輛使用買賣

B長 1æ-這具領 子長昀由是 查中市西痘

協主義書 (ACF一

1919)) 
其他一般物品

106年保管字第 148B虎 111 005857 9 
(車車制吏用寶貴

15長 發還具領 手表白句自主 查中市西區
協議書(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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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j彎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僻、管字號 處分序號 淡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主也正立 f聶吉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6年係管字第 1481號 111005857 10 
(車輛使用買賣

15長 發還具領 張昀皓 臺中市西區
協議書(2175一

S7)) 
其他一般物品

106年保管字第 1481號 111005857 11 (1 05年6月份帳 15長 發還具領 張昀皓 查中市西這

本)

其他一般物品

106年保管字第 l 是81號 111005857 12 (1 05年7月份帳 15長 發送其領 5長昀皓 臺中市西區

本)

電子產品(TP

106年係管字第3692號 111006196 l LINK WIFI分享 l個 發送其領 陳德睿 查中市北屯區

器)

106年係管字第3692號 1110061 日6 2 
電子產品(三星

l 支 發送具領 陳德、睿 查中市北屯區
牌手機無SI証卡)

電子產品(閱011

106年保管字第 3692號 111006196 3 
手機含

l 支 哥去還具領 陳德、睿 全中市北屯區 螢幕破裂

。909205360S1抽
卡)

電子產品(TP

106年保管字第 3692號 111006197 LINK \V IFI 分享 l 個 哥去還其領 鄭大慶 臺中市大安區

器)

電子產品(OPPO

106年保管字第 3692~克 111006197 2 于機合SIM卡 l 支 哥哥還具領 鄭大慶 查中市大安區 螢系破裂

。981714679)

106年保管字第3692號 111 006197 3 
電子產品 (01'1'0

1 文 f音還具領 鄭大慶 全中市大安區
于機無SIM卡)

電子產品(三星

106年保管字第 3692號 111006197 4 牌平板含SIM卡 l 台 食這具領 鄭大慶 全中市大安這

。90991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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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5克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3也5止 備吉主

106年係管字第4011號 111 00531 0 :星照(林韋丞) 1 本 ~f還具領 林韋丞 臺中市西屯區

106年保管字第401B克 111005318 1 1直照(王慧雯) 1 本 發還具領 王慧、雯 臺中?有 i車子區

106年係管字第401B虎 111005320 護照(莊壹為~) l本 發還具領 莊壹翔 查中市大肚區

106年保管字第401B克 111005321 這照(阮有主主) l本 哥去還其領 E元有主全 蓋上中市北屯區

106年保管字第4011號 111005322 護照(邱于桓) i 本 發送具領 邱于桓 臺中市北屯逗

106年保管字第哇。11號 111005324 護照(茶子傑) I本 發送具領 喜巷子傑 臺中市大里這

106年保管字第4011號 111005325 1 護照(E束宗寶) 1本 發還具領 陳宗寶 全中市太平區

106年保管字第4011號 111005328 ，îf ，~?， (;1本聖富) 1本 拾遺具領 非本聖當 去中市大里區

106年係管字第4011號 111005331 護照(陳主止f令) l本 發送具領 陳主"'-f辛 雲林縣、斗六市

其他一般物品

1 日6年保管字第5396~克 111005159 
(福州市王記樂

11回 發還具領 王明智 基隆市f言義區
活生態農場股牙'1

簡介)

其他一般物品

106年係管字第 5396號 111005159 2 (雞隻代養及代 11固 發還其領 王明智 基隆市信義這

售契約書)

107年保管字第 1889~克 111002吐 17 l 
其他一般物品

l 本 早去這具領 周桂蘭 全中市太平區 A-l 
(1 01 年現金簿)

107年係管字第 1889l.克 111002417 2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哥去還具領 周桂鵑 受中市太平區 A-2 
(1 04年琨金簿)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在 17 3 
其他一般物品

I本 哥去還具領 局中圭蘭 臺中市太平這 A-3 
(1 03年桌曆)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417 4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管這具領 周桂鵑 全中市太平區 A 哇
(1 04年桌厝)

107年係管字第 1889號 111002是17 5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周中主鵑 去中市太平區 A門5
(1 05年桌曆)

107年係管字第 1889號 111 002417 6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送具領 局中圭蘭 臺中市太平區 A-6 
(1 06年桌曆)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 002是 17 7 
其他一般物品

l 本 哥哥還具領 周中圭鵑 去中市太平區 A-7 
(客戶聯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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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j彎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生也3止 f背 2主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417 8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周桂蘭 去中市太平區 人心8(客戶 tït件影本)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417 9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周桂蘭 去中市太平區 A-9 
(報案登記聯單)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417 10 (泰安保險名片 13張 發還其領 周桂誦 全中市太平這 A一 10

資料)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417 II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送其領 周枝蘭 查中市太平區 A-l1 
(埋怨估價單)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在 17 12 
(空白道路交通

2 ，長 發還具領 周中圭鵑 受中市太平區 A-12 
事故處J!紀錄吾吾

記簿)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417 13 (汽車險王軍給申 1件 1æ-還其領 周桂的 受中市太平區 A一13
請書)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417 14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送其領 月才圭扇 去中市太平區 A-11 
(保險資料)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417 15 
其他一般物品

6 ，長 4寄送具領 周桂蘭 查中市太平這 A-15 
(被保險人資料)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417 16 (交通事故照片 l件 fE選其領 周桂蘭 臺中市太平區 A一16
黏貼紀錄表)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1889~克 111002417 17 (保險公司達絡 3張 發送其領 周中主鵑 查中市太平區 A-17 
資料)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係管字第 1889號 111 002哇 17 18 (空白車險申請 l 件 發送具領 周桂鵑 全中市太平區 A-18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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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j彎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備言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1889，克 111002417 19 (主中成公司業綴 11牛 發送具領 周 4圭鵑 受中市太平區 A-19 
表)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1889~克 111002是 17 20 (坤威公司員工 11牛 發送具領 周本主葫 金中市太平逗 人-20
規定及內帳)

107年係管字第 1889號 111002417 21 
其他一般物品

1 包 發送具領 周中圭扇 臺中市太平區 A-21 
(客戶私章)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417 22 
其他一般物品

85長 發還具領 周#主鵑 受中市太平區 A一22
(名片)

107年保管字第 1889號 111002吐 17 23 
其他一般物品

11固 發還其領 馬牛圭蘭 去中市太平區 人 23(隨身硬碟)

107年保管字第 2586~克 111005970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陳順武 查中市烏日區
r，號

(令SIM卡)) 。 933403458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2615號 11100是666 l 哇 (陳柏融車輛j員 1張 發還具領 古丹鎧森 去中市大里區
害賠償協議書)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2615號 111004666 15 (t先車買賣合約 B長 發送具領 胡鎧森 受中市大里區

書(空白))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係管字第 2615號 111004666 16 
(誠運汽車運銷

H長 發送其領 楊宗勳 彰化縣彰化市
營業執照(彩

本))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2615號 1110。在666 17 (誠運汽車公司 1本 發還具領 楊宗勳 彰化縣、彰化市

執照)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係管字第 2615號 111004666 18 (新!&車業維修 2張 發這其領 吳俊瑩 章r;1t.呆在田中華真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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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澆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正止 f甜言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2615號 111004666 19 (車輛租金月報 3張 發送具有頁 吳俊登 幸r; 1t.早生田中直直

明細表)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明宙公司及去

2本 發送具領 〉工 a月洲 臺中市霧峰這
原扣押物編號

弘公司發票登記 5-1-1 
冊)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係管字第2688i克 111005898 2 (明宙公司收入 l 本 發送其領 江明洲 壹中市霧"*'區

支出表)
5-1-2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係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3 
正記事本(5本，

l 包 於這具領 江明 f川 臺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明宙公司 2樓庫 5-1-3 
房))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i克 111005898 4 (嘉老山 l 、 2樓 1 本 發送具領 ì'.L 8耳;而i 去中市霧峰區

工程設計圈說)
5-1-6 

其他一般物品
房、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克 111005898 5 (嘉老山]、 2樓 l 本 發送具領 〉工 a月洲 全中市霧峰這

工程預算書)
5寸 7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6 
(祐寧堂j納骨極

l本 發這其領 5.L 明 ;îlj 受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工程委託設計監 5-1-8 
:告契約書)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係管字第2688號 111005898 7 (祐寧堂納骨樞 1 包 發送具領 j工明;川 查中市霧峰區

工程資料)
5一1-9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才甲物編號

107年係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8 (嘉老山3樓工程 1 箱 發送具領 5.L~耳;卅 臺中市霧峰區
5-1-10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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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起上 備吉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2688~克 111005898 9 
(南投市育樂路

1 包 發還具領 江研;川 查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幼兒囡工程資 5~1 一 11

料)

其他一般物品
房、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克 111005898 10 (明宙公司承i!t l本 發還其是頁 P工明洲 去中市霧峰區

工程資料)
5~H2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係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11 (明宙公司工作 1 本 發送具領 ìJ:.明洲 去中市霧峰度

簿)
5~1~13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g98 12 
其他一般物品

3本 發送具領 J工明洲 受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2017年行事曆) 5~1~14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13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送具領 j工明洲 查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2016年行事曆) 5~1~15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14 
其他一般物品

1 本 發送具領 J工明 ;~j 查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2013年行事曆) 5~1~16 

107年係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15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送具領 江明;1lj 臺中市霧峰區
J!f、扣押物編號

(札記資料) 5~H8 

1 日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16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哥去還具領 江明洲 臺中市霧峰這
原扣押物編號

(記事本) 5一1~19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17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送具領 江研洲 查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支票影本) 5~1~20 

107年係管字第 2688;:克 III 日05898 18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送具領 江明 ;}Ij 查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訂購單) 5~1~21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 日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19 (明宙公司歷年 l 包 發送具領 ?L 8，月 ;llj 壹中市霧峰區

承攬工程資料)
5~1~23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係管字第2688~克 111005898 20 (明宙公司公關 1本 發送具領 江明洲 受中市霧峰區

禮品明細資料)
5 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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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有頁人 t也3止 備吉主

其他一般物品
1手、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21 (嘉老山 1 、 2樓 l 包 發送具領 〉工 a月洲 金中市霧h幸這

工程資料)
5的1-25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22 
其f也一般物品

l 箱 發送其領 江明洲 受中市霧峰區
厚、扣押物編號

(工程資料) 5-1-26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23 (明宙工程公司 基本 發送具領 ).工明 f川 受中市霧峰區

存摺)
5-1-27 

107年係管字第2688號 111005898 24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還具領 江明洲 查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1 04年行事曆) 5-1-28 

107年係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25 
其他一般物品

1本 發送其領 江日月洲 查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孟晶號

(1 05年行事曆) 5-1-29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26 
其他一般物品

l 本 發送具領 ~L8月，肘 查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記事本) 5-1-30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27 
其他一般物品

6本 發送具領 〉工明洲 壹中市霧峰這
厚、扣押物編號

(存摺) 5-1-31 
其他一般物品

!ft、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克 111005898 28 (代收票據紀錄 2本 ~t還具領 iL 8，月洲 查中市霧峰痘

簿)
5-1-32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4ÞJ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3.克 111005898 29 (代4支票 1車明 .~æ l 本 哥哥還其領 j工日月洲 查中市霧峰區

簿)
5-1-33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30 (建築師事務所 l本 發送具領 江明洲 全中市霧峰區

計剖書)
5-1 一34

其他一般物品
房、 J0 1甲才旬 f晶 5克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31 (札記及公文等 1 本 發送具領 〉工明 i川 查中市霧峰區

資料)
5-1-35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32 
其他一般物品

21，固 發還具領 :王明洲 去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阮英琴隨身碟) 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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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t也土主上 備言主

107年係管字第 26885.克 111005898 33 
其他一般物品

3本 發玉皇具領 江嗎}們! 受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士弘公司存摺) 5-1-37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34 
其他一般物品

10本 發送具領 江明洲 全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阮英琴存摺) 5一1-38

其他一般物品
全中市霧峰皂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35 

(明宙公司存摺)
2本 守主還具領 i..L明洲

5一1-39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係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36 (吳柏緯事務所 1 本 發送具領 江明洲 去中市霧峰區
5一 i …40

存摺)

其他一般物品

(lPHONE手才成(直在
房、扣押物編 ?JJ}t

107年保管字第2688號 111005898 37 色 ， r， 號 :0935 l 文 哥去還具領 江明 "jj 去中市霧峰r&
5-2一 l

303939 '含SI 日l

卡H長))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2688號 111005898 38 (江研洲電腦資 1 片 發還具領 J工明;如1 受中市霧峰區
5-2-2 

料)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39 (吳柏緯建築師 4個 早去這其領 i..L明洲 全中市霧d幸這
5-2-3 

事務所大小章)

107年係管字第2688號 111005898 40 
其他一般物品

l 本 發還具領 ;工胡 ;~j 查中市霧峰區
原扣押物編號

(行事曆) 5-2-1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41 (士弘公司通訊 l張 哥哥還其領 J工明洲 受中市霧峰區

5-2-5 
錄)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係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8 42 (南投縣萃屯鎮 l 本 發送其領 江明洲 臺中市霧峰這
5-2-6 

公所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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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正止 f甜言主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係管字第2688號 111005899 (祐寧堂工程結 3張 發送具領 朱裕{言 南投縣、名問鄉

~明細表)
5-3-1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2688號 111005899 2 (嘉老山納骨極 3張 發還具領 朱裕f言 南投縣名問鄉

工程契約書)
5-3-2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9 3 (嘉老山納骨極 l 本 發送具領 朱裕信 南才是縣名問鄉

工程預算書)
5-3-3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9 是
(嘉老山納骨極

2B長 發還其領 朱裕f言 南投縣名間鄉
原扣押物編號

工程設計國完成 5-3-4 
且正)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2688號 111005899 5 
(嘉老山納骨樞

19 ，長 發送具領 朱裕f言 南投縣名問鄉
原扣押物編號

工程設計圈草 5-3-5 
稿)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克 111005899 6 (與李t*雲 1 ine 2日張 哥哥還具領 朱裕f言 南才是早在名問鄉

對話紀錄)
5…3-6 

其他一般物品
原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899 7 (朱裕信個人i這 1個 哥去還具領 朱裕f言 南投縣名問鄉

身碟)
5-3-7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900 1 
(阮英琴手機(門

l 支 發送具領 統英琴 南投縣南投市
原扣押物編號

號 :0936-552661 7-1 
'含Sl Ill卡 l 張))

107年保管字第 2688號 111005907 
其他一般物品

4于長 發送其領 陳冠文 嘉義縣中埔鄉
原扣押4.]編號

(按案明細)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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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法7.K~克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士立 備吉主

其他一般物品
JJf_、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 2G88~克 111005907 2 (太保市納骨塔 l本 發還具領 F車冠文 嘉義縣中埔鄉

工程標單資料)
14-2 

其他一般物品

(存摺(1本陳冠
房、扣押物編號

107年保管字第2688號 1110059日7 3 文、 4本成 r告室 5本 發送具領 F車冠文 嘉義縣中堉鄉
14-3 

內裝修有限公

司))

107年係管字第 3029號 1110048是7 自戒毒t 1000元 f寄送具領 毛佑華 查中市沙鹿區 新金幣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保管字第4是78號 111006103 
(車號AUF-6889

1 生且 發送具領 管士與豪 查中市龍井這
號白色賓士買賣

資料)

107年係管字第4478號 111006103 2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可告還具領 管煥豪 全中甘于龍井區
(點鈔機)

其他一般物品

107年係管字第4478號 111006103 3 (含電腦主機、 l 是且 發還具領 馬煜凱 臺中市大里區 在共少-，鬼倒車反

鍵盤及滑鼠)

107年係管字第4478號 111006103 4 電腦設備(螢幕) l個 發送其領 馬煜凱 受中市大里區

107年保管字第4515號 111006102 l 1，也款(新臺幣) 4200元 發送具領 馬煜凱 查中市大望區

108年保管字第 1816號 111005764 6 贓款(新金幣) 2000元 發送具領 林英傑 受中市太平區

108年保管字第 1892~克 111004467 
電腦設備(監視

l 台 發還具領 蔡進國 雲林縣斗六市
器電腦主機)

108年係管字第銘心號 111005560 R戒主t
1753000 

發送具領 陳王章廷 金中市西區
JL 

108年係管字第4802號 11100538吐 贓款(新臺幣) 300元 拾遺具領 廖雪是 受中市太平區 廖雪是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保管字第6號 111005556 
(蘋果手機

l 文 發還其領 林主正倫 臺中市大里這 令SI目卡 l 張
(1旺EI358572073

13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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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i也3止 f甜言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保管字第7號 111005563 
(蘋果手機

1 文 發送具領 非本主正司合 全中市大里區 今SIM卡 l 張
(IMEI351870091 

231295)) 
其他一般物品 序號:

109年保管字第 184號 1110063哇哇 2 (手械(含SIM l 支 早去還具領 黃政幸 壹中市霧峰區 356763024321 
卡)0906989602) 16 

109年係管字第 1229號 111006538 R城早欠 24200 元 發送具領 霍怡安 全中市西屯區

109年保管字第 1230~克 111006540 
電子產品(黑色

l 支 發送具領 霍怡安 高雄市三民這
合品片卡、保

教呆手機) 貼再皮裂

1 日9年保管字第 1230號 111006540 2 
電子產品(金色

l 文 發送具領 王筱琇 查中市7車子這
螢豆豆破裂

蘋采手機) 無SIM卡

109年保管字第 1230號 111006585 l 
電子產品(玫瑰

1 支 哥哥還其領 F車銘智 去中市北屯巨 合品只卡

金毅呆手機)

109年係管字第 1230~克 111006585 2 
電子產品( ，50:鬼

l 支 1哥還具領 F車銘智 金中市北屯區 無品丹卡
金蘋果手被)

109年係管字第 1230號 111006585 3 嘉品器具(K直1) 111固 發送具領 陳銘智 查中市北屯區

109年保管字第 1230~克 111006585 4 
電子產品(金色

l 文 4寄送具領 許直立急 臺中市北屯區 含品片卡

蘋果子機)

109年保管字第 1927號 111005188 
其他一般物品

1 支 發還具領 李傳宇 南投縣、草屯鎮
(甩棍)

109年係管字第 2086號 111006395 
~J，嘴巴款(犯罪所得

10日0元 發送具領 詹益 ?R 臺:中市潭子區
(新金幣))

109年係管字第2163號 111006230 4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送具領 洪銘生 查中市北區
(電子磅秤)

109年保管字第 289吐號 111006099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送具領 林冠佑 壹中市西屯區
(外套)

109年保管字第 3077號 111005152 
毒品器具(毒品

11國 f音還具領 李承學 新竹縣;的口鄉
分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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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int 7J<._吉克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3止 備吉主

109年係管字第 3077號 111005152 2 
其他一般物品

l個 發送具領 李承學 新竹縣、湖口鄉
(電子磅秤)

I立EI

109年保管字第 3077號 111005152 3 
電子產品(黑色

l 支 發送具領 李承學 新竹縣;胡口鄉
359218072609 

IPHONE手機) 519 、螢豆豆破

忍歹』之

109年保管字第 3117號 111003183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1;去還具4頁 張少光 花這縣壽:Mf鄉
(含SIM卡))

109年保管字第 3249號 111005590 
電子產品

l 文 發送具領 鍾旻珍 新竹市東區
IMEI: 3553210 

(IPHONE6手機) 86974186 
中長

109年係管字第32是9號 111005590 2 
其他一般物品

1張 發選其是頁 鍾旻珍 新竹市束這
吉克 :002143806

(郵局金融卡) 。2985

109年保管字第 3249~克 111005590 3 
電子產品

l 支 發還具領 鍾旻珍 新竹市東區
I班EI: 3567650 

CIPHONE8 手才趕) 81693176 

109年保管字第 3249號 11100559日 d 
電子產品

l 支 發還其領 鍾旻珍 新竹市東區
1MEI : 3538430 

CIPIIONE7手機) 80039:ì87 

109年係管字第羽毛9號 11100559哇 2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發送具領 王奕 t松 臺中市清水區
臨時裂

(持把木棍)

109年係管字第 32吐的t 11100559是 3 
其他一般物品

2支 發送具領 王奕且去 臺中市清水區
斷裂

( • .1\.棍)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係管字第 3249號 III 005594 4 
(統聯客運購票

B長 發送具領 劉家彥 屏束J縣、L2萬 tx'鄉
證明(屏宋心受

中))

109年保管字第 3249~克 111005594 5 
電子產品(OPPO

l 文 哥去還具領 劉家彥 屏泉縣、萬巒鄉
手才趕(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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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5止 備言主

電子產品

109年保管字第3哇。8號 111006139 
CIPHO到E粉紅色

l 支 發送具領 呂立昇 受中市北屯區
手機(合SI推卡 l

張及透明笠殼))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係管字第3的9號 111004837 (DR. \YU 亮 E民明 l 生且 發送具領 蔡奇璋 去南市六甲區

目字眼部療程組)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保管字第3的9號 111004837 2 CSimp1e 清查斤大 l1i囚 發送具領 蔡奇璋 去南市六甲這

麻\.$于油)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保管字第3的9號 111004837 3 
(Simple ;青生汗幸重

1個 發送具領 蔡奇璋 去南市六甲痘
致補水長孝係

養)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保管字第 3439號 11100吐837 基 CMEDIHEAL 雙重 l 手且 發送其領 蔡奇1章 去南市六甲區

逆時面膜)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係管字第3439號 111004837 3 戶 (MEDIHEAL 雙重 l 組 發送具領 蔡奇瑋 臺南市大甲區

高牛立面月其)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係管字第3439號 111004837 6 (阿迪達黑色被 1個 發還具領 書主奇璋 ，全南市六甲區

包)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係管字第3439號 111004837 7 CIPHONE 64GB l 支 發送共領 蔡奇王章 全南市六甲區

白色手機)

109年係管字第 3439號 111004837 8 
其他一般物品

U'J 發送具領 蔡奇璋 去南市六甲區
CAirPods 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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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3止 f聶言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保管字第3680 ，克 111005259 1 (←特蘭水j尼第 l 171固 發送具領 王楷築 去中市大雅區

型水泥袋)

電子產品(智慧

I到EI: 3547950 
109年保管字第 3706~虎 11100671是 型手機、廠牌 l 支 發還具在頁 禁正莘 受中市大雅區

60574388 
三星、粉紅色)

電子產品(行動 。979一
268657 、

109年保管字第是124i虎 111004565 17 電話(蘋果)有 i 文 發送具領 賴登回車 查中市北屯區
IMEI35614209 

SIM卡)
3499887 

109年係管字第4151號 111005日吐8 3 
電子產品(智慈

l 文 發還具領 黃翔昱 高雄市新興區
IPHO悶，合刮目

型手機) 卡，白，螢幕損

109年保管字第4151號 1110050是8 4 
電子產品(智慧

l 支 發這其領 黃翔昱 高雄市新興這
IPHONE，含SIM

型手機) 卡，軍綠

109年保管字第4151號 1110050是8 5 
電子產品(智慧

l 支 4告還具領 黃翔昱 高雄市新興區
IPHONE，含SIM

型手機) 卡，紅

109年保管字第吐280號 111006024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送具領 游惟竣 彰化縣彰化市
(存證信函)

109年係管字第4280號 11100602吐 2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哥去還具領 游惟竣 彰化縣彰化市
(商用本票存根)

109年保管字第4280號 111006024 3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發這其領 游惟竣 彰化縣彰化市
(筆記本)

其他一般物品

109年保管字第是390 ，克 111006209 (嫌犯上衣(原件 H牛 發送具領 曾有為 新北市板橋區

密封))

其f也一般物品

109年係管字第是390號 1110062日9 2 (嫌犯眼鏡(原件 1件 發送具領 曾有為 新北市板椅區

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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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j彎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ìJfL7j(.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士止 f甜言主

電子產品(行動
IMEI 電話(鎮

109年保管字第4575號 11100<155 <1 4 果)0906 l 支 發送具領 林弘益 受中市北屯區
355771 072161 

。 19902 有SIM
299 保技貼破

卡)
征歹h之j 

電子產品(行動

電話(蘋 IMEI : 
109年保管字第是575號 111004554 5 呆)0909 l 支 發送具領 林弘i主 全中市北屯區 356485100332 

173031一有SIM 132 
卡)

109年保管字第4930~克 111005986 l 
電子產品(ASUS

l 支 發這其領 F車庭;其 屏東縣麟;吾鄉
手才起)

109年保管字第 5046號 111006690 贓款(犯罪所得) 20000元 發送其領 郭佳宜 臺中市太平區

109年係管字第 5315號 111006413 
電腦設備(行車

l個 發送具領 杜建欽 全中市新社區
紀錄器紀錄卡)

其他一般物品
005 

109年保管字第 5337號 111006227 3 (臺灣土地銀行 1本 發還具領 盧有戶吾吾 屏東縣鹽堉鄉
。36005640136存摺)

其他一般物品
700-0071119-

109年保管字第 5337號 111006227 4 (鄧政存簿儲金 l 本 發送具領 處都 2是 屏東縣盤堉鄉

簿存摺) 。332921

其他一般物品
700 日 071119

109年保管字第 5337號 111006227 5 (郵政存簿儲金 B長 發還具領 處郁 3是 屏東早在鹽埔鄉

簿金融卡) 。332921

其他一般物品
005 

109年保管字第 5337號 111006227 6 (至台灣土地銀行 B長 發送具領 處郁三在 屏泉縣、盤埔鄉

金融卡)
。36005640436

110年保管字第 92號 111005853 
其他一般物品

11 車員 發送具領 ，jt佐克鳥 查中市北區
(塑膠BB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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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5克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主止 備言主

110年係管字第 121號 111004676 
電子產品

l 支 發送具領 陳其鴻 臺南市永康這
IMEI: 3567700 

CIPHONE8 Pius) 80346149 
其他一般物品

110年保管字第 123~克 11 1006179 2 (委言的頁讓合約 1 15長 發送具領 孟是去云 去中市豐原區

15]- ) 
電子產品

1自EI:3553210
110年係管字第 132號 111006323 CIPIIONE(今SIM l 支 拾遺其領 張格瑋 查中市東勢區

81631906 
卡))

電子產品
IMEI : 3592540 

110年保管字第 132號 111006323 2 (IPHONE(含SIM l 文 f告還具領 ?長格E幸 去中市東勢這
63919252 

卡))

電子產品(智慧
IMEI:3572250 

110年保管字第50H克 111 日06322 2 l 文 發還具領 王琨宗 全中市西屯區 91629518合
型手機)

SIM卡

電子產品(智，慧
IMEI :8683180 

110年保管字第 507號 111006322 3 l 文 發還具領 玉王昆宗 去中市西屯這 51160072含
型手機)

SIM卡

110年保管字第 566~克 111005866 
其他一般物品

30個 發送具領 王玉蘭 彰化縣花壇鄉 未使用
(保險套)

110年係管字第 585號 111 日06859 l 
其他一般物品

3個 發還具領 黃煜手呈 查中市西屯區
(PPi是中匡)

其他一般物品
110年係管字第 585~克 111006859 2 

(廢PP布)
1個 哥全送具領 黃煜程 查中市西屯這

110年保管字第 712號 111005509 
其他一般物品

2個 發送其領 子長茲仁 彰化縣埔心綁
(龔自主桶)

110年係管字第 712~克 111005509 2 
其他一般物品

l本 拾遺具領 ?長豆豆 f二 幸tJ 1匕革初南心鄉
(房屋f且實契約)

正~J，命 j句

110年保管字第 735號 111004512 贓款(犯罪所得) 90元 哥哥還具領 (原名:邱 全中市太平區

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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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士止 f聶吉主

電子產品

r，號
110年係管字第 745~昆 111006386 2 CIPHONE手機、 l 支 發送具領 游 iZ 中其 新竹早在竹北市

。987143018
綠、密碼1112)

110年保管字第 817號 111005236 由Iií.款 156元 ~t還具領 粉、春澄 彰化縣員林市

電子產品(HTC手 (銀色，銀幕

110年保管字第 824號 111004727 從(0909- l 支 發送其領 許互為完 屏東早在恆春鎮 裂損，含SIM

533568)) 卡15長)

電子產品(OPPO

110年係管字第 864號 111005123 智慧型手機(含 l 主 發送具領 黃清欣 臺中市大里區 無法解鎖

SIM卡))

電子產品

110年保管字第 864號 111005123 2 
CIPhone智慧型

1 主 發還具領 黃;青欣 全中市大里區 無法解鎖
于1是(不合SIM

卡))

電子產品
IMEI:3565720 

110年保管字第 865~克 111005121 l 
(IPhone7Plus智

1 支 發送具領 聶楚明 臺中市北屯區 860740哎，螢
慧型手機(含SI抽

卡))
系破裂

門

電子產品
5克 :092891591

110年保管字第 893~，t 111006350 (I PIlONE7智慧型 1 支 發送具領 茶義勝 去中市沙鹿區
4 、

I 阻EI:3538350
手機)

8188684 、螢

毒主破裂

電子產品

110年保管字第 893號 111006350 2 (I PHONE智慧型 l 支 發送具領 蔡義勝 去中市沙鹿(&

于 t~)
110年保管字第 900~克 111006318 2 自成款(新金幣) l吐86元 發送具領 楊毅聖 彰化將、彰化市

110年保管字第 951 號 111005132 1 買成款 4600元 哥哥還具領 蔡宣f侖 去中市沙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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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JÎt7.l<-~克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正立 f苦言主

110年係管字第 1011號 III 001752 
其他一般物品

l個 發送其領 言午1皇惟 彰化縣堉心 ji~
(電子磅秤)

IMEI : 
110年保管字第 1011號 111001752 2 電子產品(手機) I 文 發送其領 許煌惟 章~1匕縣埔心自郎 357225099175 

616 

110年保管字第 1011號 111001752 3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送具領 許煌惟 彰化早在埔心綁
(板子)

110年係管字第 1100號 111006008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送具領 廖煥圓 苗呆呆生苗票市

(毛帽)

110年係管字第 1152~克 111 006218 贓款(新金幣) 22800元 f音還其領 3長龍容 全中市北區

110年係管字第 1176號 111006341 
其他一般物品

H聞 發送具寺頁 于長友嗎 查中市太平區
(電子磅秤)

金融卡(含現金 金融卡卡號:

110年保管字第 1323號 111004703 2 卡) (中華郵政 15長 發送具4頁 陳駿維 去北市北投區 4705-3803-
公司) 9251-5322 

110年係管字第 1344號 111006568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拾遺其領 張永明 壹中市后豆豆
IMEI:3554290 

電話) 7368627 

110年保管字第 134的虎 111006568 2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送具領 5長水明 全中市后里區
IMEI:3530390 

電話) 73108927 

110年保管字第 1433號 111005414 6 
其他一般物品

H國 發送其領 徐煌彬 查中市大里區
(電子磅秤u工))

110年係管字第 1433號 111 0054]4 7 
其他一般物品

1 包 發送具領 徐土皇彬 全中市大里區
(分裝袋)

其他一般物品
110年係管字第 1433號 111005414 8 

(分裝袋)
l 包 發送具領 1~令?皇科生 去中市大里區

110年保管字第 1433.克 111005414 9 
其他一般物品

l 包 發送具領 徐煌彬 全中市大里區
(分裝袋)

110年保管字第 l是33，克 111005414 10 
電子產品(l

l 文 發這其領 j令世皇彬 查中市大里區
黑色(紅色背

pod) 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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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7K~克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共領人 士也士立 備吉主

110年保管字第 1433號 111005414 II 
毒品器具(安非

u且 發還具領 干~~皇朴3 去中市大里區
他命吸食器)

110年保管字第 1433號 11100541 是 12 
毒品器具(玻稿

H固 發送具領 1;令?皇彬 查中市大旦旦
球)

110年保管字第 1 吐42號 111005881 
其他一般物品

2張 發送其領 丘èp 文章 壹中市太平區 合塑膠金
(SIM卡)

電子產品

110年保管字第 1602號 11100是698
CIPh日ne S于 1從

l 文 發這其領 黃月辜者 全北市北投這
IMEI:356489107 

262987) 

110年保管字第 1697號 111005281 
贓款(新臺幣

56000元 發還其領 彭忠淵 去中市北區
56000元)

110年保管字第 1698~克 111005282 2 
IPHONE SE -1于動

l 文 發還具領 彭定‘淵 去中市北區
電話

110年保管字第 1698號 111005282 3 電子磅秤 l 台 發還具領 彭忠淵 受中市北區

110年保管字第 2418號 111 006678 R戒字文 29860元 發送具領 劉志t笠 嘉義市東區

言午

110年保管字第 2519號 111005023 身分證 H長 發還具領 許吾吾 基隆市中山區 且在 CI2137457 
1.78/10/24 

吉午

110年保管字第 2519號 111005023 2 汽車駕照 B長 ~f還具領 言午已告 基隆市中山區 自告. CI2137457 
1. 78/10/24 

電子產品(王冠 356179101819 
110年保管字第 2817號 111006707 手呈于 1是 I 文 發送具領 王冠程 去中市大里區 177110 '電話

(SAMSUNG)) 。 903195365
其他一位物品

110年保管字第 2817號 111006707 2 
(仁廷工業有限

u長 哥哥還其領 王冠程 查中市大里區
公司 109年5ω6月

{背水電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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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主也3止 f聶吉主

其他一般物品

(仁廷工業有限

110年係管字第 2817號 111006707 3 公司地下水紀錄 2張 發還具領 王冠程 臺中市大里區

表109年5-6月

份)

其他一般物品

(仁廷工業有限

110年係管字第 2817號 111006707 4 公主]1 09年5-6 月 2于長 發送具領 王冠程 去中市大里區

份廢水馬藥自主己

錄表)

其他一般物品

(仁廷工業有 FR

110年保管字第 2817號 111006707 5 公司 109年5月份 B長 發送其領 王冠程 全中市大里區

原物赤手用藥日生己

錄表)

其他一般物品

(仁廷工業有 FR

110年保管字第 2817號 111006707 6 公司 109年5月份 B長 發送其領 王冠程 受中市大里區

廢水處理單元採

作紀錄表)

其他一般物品

110年保管字第 2817號 111006707 7 
(仁廷企業(且史)

l 張 發送具領 王冠程 去中市大里直
公司廢水處理流

手呈簡介囝)

電子產品(王真
356133085501 

110年保管字第 2817號 111006709 l 文 發送具領 王真皂、 查中市太平這 95哇，電話

皂、手機(IITC) ) 
。922868082

其他一般物品
令短袖上衣、

110年係管字第 2846~克 111 日06764
(被害人外衣)

l件 發送具領 黃鈺婷 去中市j章子區 短褲及胸軍各

11牛

第 23 頁，共 30 頁



臺j彎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t也正止 備吉主

110年保管字第泌的號 111006764 2 
其他一般物品

H牛 發送其領 黃鈺婷 受中市潭子區
(被害人內褲)

110年保管字第 3123號 111005983 !ii!i.主t 1420元 發送其領 1:iè i章龍 苗乘車辛辛蘭主真

電子產品 IMEI 
110年保管字第 3197號 111006026 2 (l PHONE Xs MAX l 主 發還具領 陳睿杰 查中市堂原區 357285091001 

手機) 236 
110年係管字第3279號 111005833 2 主呂牛車 l 支 發送具領 F車f言憲 受中市沙鹿區

110年保管字第3307號 111006206 l 
其他一般物品

1 文 發送具領 張維翰 去中市后里區
(塑膠水管)

110年保管字第 3397號 111006127 l 
其他刀志或(短刀

1 主 發送具領 4本宗 i牙、 雲林縣口;'t月鄉

電子產品(銀色

110年保管字第 3519號 111006655 2 IPHONE手機(含 I 文 哥去還具領 王;主清 臺中市梧棲逗 背面破損

SIM卡))

110年保管字第 3520號 111006653 2 買成來且人 300 元 發送其領 主沒清 去中市梧棲區

其他仿冒/盜版

110年保管字第 3526號 111004921 l 品(侵權「忠貞 11囡 發送具領 張嘉桓 彰化縣:真叫鄉

魂MP J 臂章)

其他仿冒/盜版

110年係管字第3526號 111004921 2 品( r 忠貞 f鬼 1 個 f音還具領 張嘉桓 彰化縣、溪州鄉

証PJ 臂章)

1MEI : 
電子產品 861311043939 

110年係管字第 3595~克 111004964 (REALME C3(含 i 文 fE還具領 黃干易 彰化縣彰化市 338 、

SIM卡2張)) 8613110吐3939

320 螢是主破裂

電子產品
IMEI 

110年保管字第 3595號 11100是964 2 
(IPhonc6 PLUS) 

l 主 發送其領 黃千品 彰化縣、彰化市 355379日71052

509無SI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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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主也5止 {聶吉主

電子產品(i工未

110年係管字第3696 ，克 111006588 行動電話(紅黑 l 文 發送具領 林誌霖 桃園市龍j軍區 螢主主破裂

色))

其他一般物品
帳號

110年保管字第 3696號 111006588 3 
(合作金庫存摺)

l本 發送具領 黃偉唐 桃園市平鎮區 15是276505674

9 

110年係管字第3734號 1110052日8 贓款(新金幣) 在8000元 發送具領
J共金生之

臺中市清水區
繼承人

洪金生之
三星、黑色、

110年係管字第 3735號 111005211 5 電子產品(手織) l 文 發送具領
繼承人

查中市清水區 IMEI35177511 
。 563吐77

其他一般物品

(行動電話(孩 IMEI : 
110年保管字第3859號 111006049 4 呆)0974 l 文 發送具領 吳氏凱 查中市大雅區 356495102431 

220834…有 SI間 824 套書主破裂

卡)

電子產品
IMEI : 

110年保管字第 3956號 111005995 2 l 主 發送具在頁 洪沛志 臺中市西區 355989060144 
( Infocus手機)

98 

110年保管字第 3956 ，克 111005995 3 
電子產品(acer

l 台 發送具領 洪i市之、 全中市西區
平板電腦)

110年保管字第4122號 111 004561 
電子產品(電子

2台 可寄送其領 李蛇]廷 去中市西屯區 電〉也已罪瓦出
磅秤)

110年係管字第4210 ，虎 111005738 2 
電子產品(黑色

l 文 於這具領 李成志 查中市南區
IEME:3529831 

IPHONE手機) l 是333447

110年保管字第4590 ，混 111005893 
其他一般物品

11固 拾遺其領 蘇宣亭 臺中市東區
(電子磅秤)

110年保管字第4970號 III 006513 民風車土 3600元 早去還具領 玉言台煥 全中市神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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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澆水號 物品名稱 故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fe.J:止 備吉主

電腦言是備 (acer

110年保管字第4971號 111006514 黑色筆記型電 1 台 發送具領 玉言告煥2 奎中市大雅區

腦)

其他一般物品

110年保管字第511B克 111006515 
(紅色嶺呆手機

l 支 發送具領 王言告煥 查中市神同區 螢且在破裂
IMEI:352989095 

560940) 
其他一般物品

110年保管字第 5111號 111006515 2 
(紅色蘋呆手機

l 文 發送其領 玉言台煥 奎中市神岡區
IMEI : 356561084 

619064) 
其他一般物品

110年係管字第 5111號 111006515 3 (黑色蘋果手機 l 主 發還具領 玉言告煥 臺中市神同區

(未提供密碼))

其他一般物品

(灰色蘋果平板

110年保管字第 5111 號 111006515 4 電序 1個 發送具領 王吉台煥 查中市神向巴 螢;長破裂

5克 :DMPD9CZ6MF3

說)

其他一般物品

(直在白色蘋果平

110年係管字第511B克 III 006515 5 板電腦序 l1i固 哥哥還具有頁 玉言自煥 受中市神同區

號:F9FQWYWFFCM

8) 

110年係管字第5134號 III 005451 
其他一般物品

1 支 發送具有頁 3午主員t義 查中市中吾棲巨
(電擊棒)

111年保管字第 55~克 111005969 
其他一般物品

H牛 發送具領 楊依儒 查中市后旦這
內含絢罩、洋

(被害人外衣) 裝各l件

111年保管字第 55號 111005969 2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送其領 楊依f需 查中市后里區
(被害人內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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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5克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3止 {昔吉主

其他一般物品
黑色、 IMEI碼

111年保管字第 56號 11100是816 1 支 4幸還具領 徐偉古'1 查中市大甲區 355349089604 
(I PlIONE手機)

187 

111 年保管字第 212號 111006697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發送具領 詹秀珍 苗柔縣、卓蘭鎮
(菜刀)

其他一般物品

111 年保管字第 301號 111004999 (衣物及燒損于是 l 包 發還具領 本本主申勇 南投縣草屯鎮

餘物)

其他一般物品

III年保管字第301號 111004999 2 (罹難者衣物及 l金 發送具領 林坤勇 南投縣草屯鎮

燒才員予追餘物)

令黑色長椅外

111 年保管字第 323~克 111004678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送其是頁 黃羽E宣 全中市面屯區
套、牛仔長

(被害人外衣) 褲、胸罩、長

祐襯衫各l件

111年保管字第323號 1110。在678 2 
其f也一般物品

H牛 發還具領 黃羽Z宣 臺中市西屯區
(被害人內1年)

(內為連中冒長

111 年保管字第3在3號 111006733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送其領 翁千嫉 查中市西屯這
袖外套、牛仔

(被害人外衣) 褲各l件、使

當金l 袋)

111年保管字第 343號 111006733 2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翁千古英 查中市西屯區
(內為內褲2

(1皮害人內褲) 件)

OPPO (紫色〉

111 年保管字第 366號 111004594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送具領 黃偉震 受中市霧峰區
IMEI : 

8633620是 1708

751 

111年保管字第 509號 111005879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送具領 劉承恩 查中市大雅區
(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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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j彎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生也f止 f聶吉主

III年係管字第 509號 111005879 2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送具領 要'J 寺、思 受中市大雅區
(螺絲起子)

III 年保管字第 518號 111005834 
其他刀械(水采

l 文 發送具領
花1品哲家

查中市南屯區

刀) 屬

III年保管字第 576~洗 111005894 
其他一般物品

1 主 發送其領 游忘本其 雲本本幸生古土亢綁
(1主棒)

III年保管字第 593號 111005284 l 其他，刀中有~(菜刀) 1 支 可音還具領 陳雨新 是全中市太平這

111年保管字第 699~克 111005513 2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送具領 黃玉琴 臺中市北屯區
(言十日寄器)

金融卡(含5見金

111年保管字第 813號 111004857 卡) (華南銀行 H長 在全還具領 古明生 新北市汐止這

19220061哇。42)

其他一般物品

111年保管字第813號 11100是857 2 (密碼紙條(華南 lì長 發這其領 古明生 新北市汐止區

銀行金融卡))

111年保管字第 1072號 111005169 喊款(賭金) 650元 發還具領 報田芳 查中市北屯區

111年係管字第 1076號 111005117 
其他一般物品

l個 哥哥還其領 陳崇武 查中市北區
(水金)

III年保管字第 1143號 111005998 
其他一般物品

1 文 發送具領 蔡柚騏 查中市龍井區
(警棍式手電筒)

III年保管字第 1169號 111006105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送具領 祭文進 查中市梧棲這

(剪刀)
電子產品 。930556918 、

III年保管字第 1231號 111005008 CIPhonel2Pro( l 台 發送其領 班雪峰 新竹市北區 35在991551009
藍)) 20是

III 年保管字第 1288號 111005474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X-還具領 黃海洋 受中市堂原區
(主先丟進)

電子產品(智楚

PHA旺 VAN
111年係管字第 l吐7H鹿 111005296 空手機( iPhone l 主 守主還具領

IIUNG 
去中市梧棲區 今SIM卡

12 pro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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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東7Jq克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t也士1上 備言主

電子產品

111年保管字第 1651號 111006426 
(IPHONEI3PRO手

l 支 發送其領 高三峰 屏東縣春日鄉
門號。981

機(含SIM卡)螢 120307 
幕破裂)

電子產品 IMEI 
111年保管字第 1713號 1110053日8 2 ( iPhone手機(含 1 支 發送具領 F元經文 妥中市東區 352068064576 

Slm卡)) 吐82

111 年係管字第 1740號 111005657 
其他一般物品

134張 哥哥還具領 真~ l藍豪 臺中市太平區
(照片)

I班EI: 356是961

111年保管字第 181的克 111006022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送具領 蔡峻辰 查中市大里區
。3795332 、

356496103792 
370密碼 :0718

電子產品

111年保管字第 1822號 111004814 8 (IPHONE8 PLUS 1 文 拾遺具領 洪詩患 受中市霧峰區

手機)

111年係管字第 1889號 111005850 4 
電子產品

l 文 發還具領 紀政安 去中市北屯區
有SIM卡、銀

CIPHONE手機) 色
111 年保管字第 2055號 111004812 自咸款 2500 元 早去還具領 陳與支 彰化縣、和美鎮 新受幣

111年保管字第 2069~克 111005419 l 電子產品(手機) l 主 發送具領 簫金承 臺中市堂房、區 1 phone12 

111年保管字第 2069~克 111 005是 19 2 
電子產品(1

l 支 發送具領 蕭金承 受中市豐原區
phone) 

111年係管字第2069號 111005419 3 毒品器具(K 盤) 1個 發送具領 蕭金ifc 金中市豐原區

111 年係管字第 2203號 111006665 
其他一般物品

11固 哥去還其領 詹期名 全中市北屯區
(大鎖)

其他一般物品
111 年保管字第 2206號 111004976 l 

(燙髮劑)
l 包 發送其領 梁翠萍 受中市龍井這

其他一般物品

111 年保管字第 2252~克 111005988 (非管制刀械武 l 主 發還具領 黃建樺 查中市i草子區

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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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j彎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1也正止 備言主

111年係管字第2是位號 111005293 
其他一般物品

l個 發送具領 戴榮昌 去中市霧b辛區
(鑰匙(1支) ) 

111 年保管字第 2749號 111006516 
其他一般物品

H牛 發送具領 學'1 寺、思 臺中市大雅區
(紅色外套)

111年保管字第 2749號 111006516 2 
其他一般物品

l個 哥哥還其領 聖'1 寺、思 查中市大雅區
(手電筒)

其他一般物品

111 年保管字第 2765號 111006766 l 
(被害人外衣(短

l件 發送具領 t吾詠婷 臺中市大里區
褲、短袖上衣及

胸罩、敲子) ) 

111年係管字第2765號 111006766 2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送具領 詹言車去亭 去中市大里區
(被害人內褲)

111 年係管字第2903號 111006833 l 
電子產品(電子

l 台 發送具領 ?長軒睿 才兆囡市才兆園區
石旁秤)

111 年保管字第2929號 111006450 
其他一般物品

1 文 發送具領 江建融 臺中市北屯區
(黑柄剪刀)

其他一般物品

111年保管字第 296約克 1110064吐3
(被害人外衣(內

2件 發送具領 戴若字 去中市沙鹿區
合外套、胸罩、

長褲各1 件， )) 

111年保管字第 296約克 111 0064吐3 2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送具領 戴若字 全中市沙鹿琶
(被害人內褲)

其他一般物品
合SI班卡]j長、

1 1 1 年保管字第 30331克 111006670 (智慧型手相克、 i 文 f普選具領 吳少棋 苗柔縣、苗票市

三星牌、黑色)
螢恭無破才員

其他一般物品

111年保管字第 3143號 111006629 l 
(千陸公司出貨

l 子長 發送具4頁 黃宏斌 查中市北區
單(盤)編號

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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