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號 :

係存年限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

主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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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項。

公告事項:

臺中地被總務科

"11 "1111111111111111 lil 
11109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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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段91號、電話: 04-22232311轉5811 )領取，如委任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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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無人聲請發還，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本案依分擇?負責規定授權科主主管決佇

第 1頁共l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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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起上 備言主

。 98年保管字第3808號 。98007351 筆記本 1本 發還具領 馬宗暐 南投縣

。98年係管字第3808號 。98007351 3 電話卡 l張 發還具領 為宗暐 南投縣埔里鎮

電子產品(NOKIA

。 98年保管字第 3819號 100004950 5 行動電話 1文 發還具領 張朝鈞 台中市北屯區

。987900902)
。98年保管字第 3838號 100007824 統一發票 16本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里區

098年保管字第 3838號 100007824 2 訂貨單 l本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里區

的8年保管字第3838號 100007824 3 送貨車 2本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里區

的8年保管字第3838號 10000782哇 4 美容液的送貨單 l張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旦這

098年保管字第3838號 10000782是 5 原料庫存資料 1本 發還其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旦這

的8年係管字第 3838號 10000782是 6 原物料檢收單 3張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里區

。98年保管字第3838號 100007824 7 退料單 1本 發送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里區

。98年保管字第 3838號 100007824 8 
京美公司 89年度

l本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里區
樣冊

098年保管字第 3838號 100007824 9 
京美公司 90年度

l本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里區
帳冊

。98年保管字第3838號 100007824 10 通訊錄 1本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旦旦

。98年保管字第3838號 10000782是 11 客戶名冊 2本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旦旦

。98年保管字第 3838號 100007824 12 
成分介紹及產品

是張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里區
目錄

。98年係管字第 3838號 100007824 13 公司產品簡介 1本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里還

。98年係管字第3838號 100007824 l 是
產品療效及成分

l本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里區
介紹資料

。98年係管字第3838號 100007824 15 祟曆 2本 發還具領 施宗興 台中市大里區

電子產品

的8年保管字第3861號 101007288 
(SAMSUNG手機含

1文 發還具領 邱吉雄 新北市貢察這
SIM卡

。922072是64)

第 1 賀，其 15 首



臺j彎臺中地方檢察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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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也Jj上 備言主

電子產品(NOKIA

。 98年保管字第 3861號 101007288 2 手機令SIM卡 l文 發還其領 邱吉雄 新北市貢寮區

。986705439)
電子產品(NOKIA

098年保管字第 3861號 101007288 4 手機令SIM卡 l 文 發還具領 邱吉雄 新北市貢哥哥區

。989732974)

。98年保管字第3861號 101007288 5 
電子產品(WINII

l 文 發還具領 邱吉雄 新北市貢寮區
手機令SIM卡)

。 98年係管字第 3861號 101007288 6 
電子產品(SIM

7張 發還其領 邱吉雄 新北市貢寮這
卡)

。98年保管字第 3862號 098005502 
扣押物編號2…5

4金 發還具領 謝昆爐 新北市土城區
'禾欣優菌食品

098年保管字第3874號 。99000941 3 
其他證件(緬甸

l張 發還具領 班AUNG ZAW 臺中市西區
兒童證)

電子產品(NOKIA

日98年保管字第3896號 。99006145 手機7070型今 l文 發還具領 蘇冠毅 臺中市北區

SIM卡)

電子產品(因OKIA

098年保管字第 3896號 099006145 2 手機2505型令 I 文 發還具領 產主冠毅 金中市北區

SIM卡)

電子產品(注OKIA

。98年保管字第3896號 。99006145 3 手機3600型含 l 文 發還具領 是皇冠毅 臺中市北區

SIM卡)

日98年保管字第3896號 。99006145 4 
電子產品(電子

1個 發還具領 蘇冠毅 臺中前北區
磅秤)

098年保管字第 3928號 。99001953 現金紀錄簿 l本 發還具領 張峻艇 臺中市神岡這

。98年係管字第 3928號 。99001953 2 
支付溫靜薪資收

l本 發還具領 張唆艇 臺中市神岡這
據

098年保管字第 3944號 099001276 11 電子產品(手機) 2文 沒收 陳鈺欣 臺中縣、大里市

第 2 盲，其 1月盲



臺灣 清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 .....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兵在頁人 生也拖上 備言主

電子產品

。98年保管字第 3961號 。99006327 3 (0925095664手 I文 發還具領 楊麗貞 台中市豐房、區

機)

電子產品
公告招領經檢察官

098年保管字第3965號 。98007哇。2 5 (NOKIA6100型行 l 文 享F 勇南 臺中市豐原區
同意

動電話)

。98年保管字第3989號 101004396 
motoro1 v191 

l 文 發還其領 蔡宗達 臺中市北區
手機(含sim)

。98年保管字第4013號 099004743 電擊棒 l 文 發還具領 潘'):章元 基隆市安樂區

電子產品(行動

的8年保管字第4040號 101005709 3 電話 NOKIA白色 l 文 發送具領 楊傑任 臺中市北屯區

(含SIM卡))

電子產品(行動

的8年保管字第4040號 101005709 5 電話 NOKIA黑色 1文 發還其領 楊傑任 臺中市北屯區

(含SIM卡))

電子產品(行動

的8年保管字第4040號 101005709 6 電話間OKIA黑色 l 文 發還具領 楊傑任 臺中市北屯區

(含SIM卡))

電子產品(行動

的8年係管字第哇。40號 101005709 7 電話 SAMSUNG l 文 發還其領 楊傑任 金中市北屯區

黑色(含SIM卡))

的8年係管字第哇。52號 。99004846 2 分裝袋一批 1個 發還具領 張永慶 臺中市西區

的8年保管字第4052號 099004846 3 磅秤 1個 發還具領 張永慶 臺中市西區

098年保管字第4057號 102002039 2 皮包 1個 發還具領 李金明 金中市南區

的8年保管字第4日57號 102002039 3 帳冊 l本 發還具領 李金明 臺中市南區

的8年保管字第哇。57號 102002039 5 
電子產品(LG廠

l 支 發還具領 李金明 臺中市南區
牌手機令Slm卡)

的8年保管字第4106號 。99007618 2 
電子產品(電子

2台 發還具領 林益輝 臺中市西屯區
磅秤)

第 1 盲，其 1月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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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也拖上 備吉主

098年保管字第是106號 。99007618 3 
電子產品(行動

l 文 發還具領 林益輝 金中市西屯區
電話(含SIM卡))

的8年保管字第4106號 。99007618 4 SIM卡 l張 發還具領 林益輝 臺中市西屯區

。98年保管字第4107號 099000032 2 灰色短椅上衣 l件 發還具領 黃家駿 臺中市北屯區

的8年係管字第4107號 。99000032 3 白色短褲 l件 發還其領 黃家駿 臺中市北屯區

。98年係管字第4121號 102007是67 1 
電子產品(易利

1 文 發還具領 劉家豪 臺中市大里區
信手機含SIM卡)

。98年保管字第是142號 099001202 空氣生了槍 1個 發送具領 林志明 彰化縣埔鹽鄉

明妨股份有限公

。98年保管字第4200號 101007307 
司 88年度第二屆

l本 發還具領 明紡國際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
董事會會主義事錄

(一)

明身穿股份有限公

。98年係管字第是200號 101007307 2 司 88年度第二屆 3張 發還具領 明身穿國際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

董事會議事錄

的8年保管字第4200號 101007307 3 阿偉往來帳 l本 發還具領 明彷國際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

曾董事95年5月

的8年保管字第4200號 101007307 4 18 日存證信函之 3張 發還具領 明是本國際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

回覆

。98年係管字第是200號 101007307 5 
記事本銀行帳戶

3張 發還其領 明身穿國際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
紀錄

。98年保管字第420日號 1 日 1007307
明份公司 8129內

2張 發還具領 明是本國際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
都會議建議案

寧波龍泰公司財

098年係管字第4200號 101007307 7 務報表奎聞報告 5張 發還具領 明是本國際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

書

。98年保管字第4200號 101007307 8 
明紡公司經營提

10張 發還具領 明身本國際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
出疑點書類10張

第 4 盲，其 1月百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的8年保管字第4200號 101007307 

。 98年保管字第4200號 101007307 

。98年保管字第4200號 101007307 

。 98年係管字第4200號 101007307 

。98年保管字第4200號 101007307 

。 98年係管字第4215號 。99007574

。 98年保管字第4219號 。99001612

098年保管字第4232號 101005173 

。98年保管字第是302號 09900316日

098年保管字第43日2號 099003169 

。 98年保管字第4316號 099002336 

。98年保管字第4319號 。99000304

。 98年保管字第4333號 。99000804

J主
正旦一臺灣臺中地方控察署扣押且對公告招鐘，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9 
司月是本公司 96年度

11張 發還具領 司耳紡國際公哥
常會會議記錄

10 傳真資料 3張 發還其領 明身穿國際公司

91年股東臨時會

11 表決書(明紡公 l件 發還具領 明妨國際公司

司)

明身穿公司 96年第

12 二次董事會議事 l張 發還其領 明紡國際公司

錄

13 
明彷公司 95年股

l件 發還具領 明身穿國際公司
采常會會議程序

電子耳旁秤 l 包 哥去還具領 練正義

4 
電子產品(行動

2支 發還其領 賴祥龍
電話)

電子產品(行動

電話令SIM卡 l 文 發還具領 陳佳鈴

的81804044)

電子產品開OKIA
1 文 發還其領 -jzy~iJ1壘非

手機(含SIM卡))

2 
電子產品(NOKIA

l 文 發還具領 姚荒草非
手機(含SIM卡))

電子產品

2 (MOTOROLA手機 l 文 發還其領 李順忠

(含SIM卡))

2 
電子產品(行動

2支 發還具領 黃清揚
電話)

電子產品(手機

2 (紅黑色 l文 發還其領 黃嘉玲

SAMSUNG)) 

考g5 育，其 1另首

." .. 
主也.!J!: 備言主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

臺中市梧棲這

臺中市霧峰區

臺中市北屯區

不詳

不詳

臺中市南屯~

臺中市北區

臺中市大里區



臺j彎臺中地方梭鑫署扣押物公告招雙邊冊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主立 備言主

098年保管字第4333號 099000804 3 
台灣大哥大SIM

1張 發還其領 黃嘉玲 臺中市大里區
卡

電子產品(行動

的8年保管字第4343號 100003170 3 電話 2支 沒收 曾榮麟 雲林縣林內鄉

0970253117) 
的8年係管字第43是7號 098005771 電腦斷層掃腦丹 9片 發還具領 不詳 不詳

。98年保管字第4371號 。99005300 廠牌NIO手機 1 文 發還具領 蘇玖玉 臺中市神岡這

。98年保管字第是371號 099005300 2 廠牌NOKIA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蘇玫玉 臺中市神岡區

。98年保管字第4371號 。99005300 3 
SIM卡門號

l張 發還具領 蘇王先玉 臺中市神同區
0936112914 

。98年保管字第4371號 。99005300 4 
SIM卡鬥號

l張 發還具領 益主攻玉 臺中市神同區
。9836是8401

。 98年保管字第4371號 099005300 5 廠牌NOKIA手機 :文 發還其領 蘇攻玉 去中市神岡區

098年保管字第是371號 。99005300 6 廠牌NOKIA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蘇王先玉 臺中市神岡區

。98年保管字第4371號 。99005300 7 
SIM卡門號

l張 發還具領 產主王先玉 臺中市神同區
。936570754

。 98年保管字第4371號 。99005300 8 
SIM卡鬥號

l張 發還具領 蘇王文玉 臺中市神岡區
。9880471 是2

。 98年保管字第哇371號 099005300 9 SIM卡 r， 號
l張 發還具領 蘇王先玉 臺中市神岡區

。97242906是

098年保管字第4371號 。99005300 10 
SIM卡門號

l張 發還具領 是毛主主玉 臺中市神岡區
。989115291

。 98年保管字第4371號 。99005300 11 廠牌NIO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產主王先玉 臺中市神同區

。98年係管字第4371號 099005300 12 
SIM卡鬥號

l張 發還具領 車長王文玉 臺中市神同區
。9382025哇4
電子產品

098年保管字第是395號 100001811 2 (0983144247手 l 文 發還具領 賴家渝 臺中市清水區

機)

098年保管字第4哇。3號 100005507 2 黑色f則包 111固 發還具領 張晉旻 臺中市西屯區

穹g (Í賞，其 l 芳百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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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I: f苟言主

的8年保管字第4403號 100005507 3 黑色伽!包 111固 發還具領 張晉旻 臺中市西屯區

098年保管字第4的3號 100005507 4 黑色皮夾 111固 發還具領 張晉旻 臺中市西屯區

。98年保管字第4403號 100005507 5 張晉旻身分證件 l張 發還具領 張晉旻 臺中市西屯區

的8年保管字第4403號 100005507 6 張當旻駕駛執照 l張 發還具領 張晉旻 臺中市西屯區

的8年係管字第4415號 099000057 1 
大鎖(鐵質號碼

1條 發還具領 王文芳 臺中市北屯區
鎖)

電子產品(手機

098年係管字第4生26號 。98008065
0985378348 

2文 發還具領 蕭銘敦 臺中市北屯區
3981851877 (均
今SIM卡))

電子產品(PHS行

098年保管字第吐432號 。99000050 3 動電話(不合SIM 1 文 發還具領 張惠萍 台中市北區

卡))

電子產品(行動

。98年保管字第4432號 。99000050 是 電話(LG 不合 l 文 哥去還具領 張患萍 合中市北區

SIM卡))

。 98年保管字第4432號 。99000日50 5 SIM卡 l張 發還其領 張惠萍 台中市北區

。98年保管字第是485號 100006953 衣服 1件 發還其領 黃義松 臺中市新社區

電子產品

098年保管字第4499號 099000154 I 
(MOTOROLA黑色

l文 發還具領 享F 力 f二 臺中市北屯區
手機(不含SIM

卡))

電子產品

。98年保管字第4499號 099000154 2 (SAMSUNG黑色手 l文 發還具領 享F力 f二 臺中市北屯區

機(不合SI班卡))

098年保管字第是499號 099000154 3 
台灣大哥大SIM

2張 發還具領 享F力 f二 臺中市北屯區
卡

第 7 賞，其 1月冒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鐘2畫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備言主

電子產品

的8年保管字第4504號 。99002306
(SONGLIVE雙卡

l文 發還具領 黃元郁 臺中市西屯區
手機(含兩張SIM

卡))

電子產品(SONY

098年保管字第鈞。生號 099002306 2 
ERICSSON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黃元郁 臺中市西屯區
(含SIM卡)

。939324615)

的8年保管字第4506號 。99000008
電子產品(筆式

11固 哥去還具領 陳志:原 臺中市北屯區
MP9針孔攝影機)
電子產品(口香

098年保管字第4506號 。99000008 2 糖式M10針孔攝 l個 發還具領 陳志源、 臺中市北屯區

影機)

。98年係管字第是52是號 100005091 7 
手機(不令SIM

1 文 發還其領 游順生 臺中市西屯區
卡)

。98年保管字第是5挂號 100005091 9 中華電信 IC卡 3張 發還具領 游}嗔生 臺中市西屯區

。98年保管字第4524號 100005091 11 
郵局提款卡

l張 發還具領 游)1頂生 臺中市西屯區
。4013740162791

郵局提款卡

。98年保管字第4524號 1 日0005091 12 20日51545017418 l 張 發還具領 游F頃1. 臺中市西屯區

8 
兆豐商銀提款卡

。98年保管字第4524號 100005091 14 42133300082282 l 張 發還具領 游川員生 壹中市西屯區

28922 
。 98年保管字第452的虎 100005091 20 ATM明細表 5張 發還其領 游y頓生 臺中市西屯痘

098年保管字第是52的克 100005091 24 
彰化銀行存款簿

l本 發還具領 鍾文聰 金中市南屯區
57105118567200 

。 98年保管字第是52是號 100005091 25 
郵局存款簿

l本 發還具領 游j頓生 臺中市西區
00813760339275 

第 R 頁，其 l芳百



臺灣臺中地方|檢數察量署i 扣處押分方物式公告招領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流水號 物品名稱 其領人 士也主止 備吉主

。 98年保管字第4524號 100005091 26 
臺灣銀行存款簿

1本 發還具領 游1頓生 臺中市西區
。28004822592

。 98年保管字第是524號 100005091 27 
彰化銀行存款簿

l本 發還具領 鍾文總 臺中市南屯區
61175109921900 

。98年保管字第4524號 100005091 28 聯絡簿冊 l張 發還具領 游順生 臺中市西區

電子產品(行動

。98年保管字第4528號 099000015 2 電話(不合SIM l 文 發還具領 周哲勤 臺中市i車子區

卡))

。 98年係管字第4528號 。99000015 3 
SI班卡

l張 發還具領 周哲勤 臺中市i章子痘
。973152487
電子產品(nokia

098年保管字第4577號 101000256 手機(含SlID卡 l 文 發還具領 王欽明 臺中市烏日區

0981386288)) 

的8年保管字第4579號 。99001053
毒品器具(i主射

10支 發還具領 張櫻鐘 臺中市后里區
針筒)

。98年保管字第4579號 099001053 5 葡萄糖 50 包 發還具領 張櫻主童 臺中市后里區

電子產品

。98年保管字第4619號 099001856 l 
(MOTOROLA行動

l 文
公告招領經檢察官

張晃哲 臺中市霧峰區
電話(不合SIM 同意

卡))

電子產品

098年係管字第4619號 099001856 2 
(MOTOROLA行動

l 文
公告招領經檢察官

張克哲 臺中市霧峰區
電話(不合SIM 同意

卡))

電子產品

。98年保管字第4619號 。99001856 3 
(MOTOROLA行動

l文
公告招領經檢察官

于長見哲 臺中市霧峰區
電話(不合SIM 同意

卡))

第 9 盲，其 1月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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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領人 士也拖上 備吉主

電子產品

098年保管字第4619號 099001856 是
(MOiOROLA行動

1文
公告招領經檢察官

張Jt哲 臺中市霧峰區
電話(不合S1M 同意

卡))

電子產品(GPLUS
公告招領經檢察官

。98年保管字第是619號 。99001856 5 行動電話(不合 l 文 張晃哲 臺中市霧峰區
同意

S1M卡))

電子產品(手機

的8年保管字第4637號 。99003255 (三星ANYCALL l 文 發還具領 魏j吳文 臺中市;車子區

SAMSUNG)) 

。98年保管字第4637號 099003255 2 
電子產品的1M卡

l張 發還具領 魏溪文 臺中市i車子區
098782哇哇43)

的8年保管字第4637號 。99003255 3 
電子產品的1M卡

l張 發還具領 魏j柔文 臺中市i車子區
0926713904) 

。 98年保管字第4637號 099003255 是
電子產品的1M卡

l張 發還具領 魏;吳文 臺中市;車子區
。973093314)

098年保管字第4639號 。99006077 電子產品(手機) 2文 發還具領 筒文雄 臺中市北區

。98年保管字第吐645號 的9日06612 17 
咖啡色盒子(裝

1個 發還其領 許勝發 新北市三重區
槍用)

電子產品(行動

。98年保管字第是652號 。99005269
電話OKWAP A375 

l 文 發還具領 張苑婷 臺中市大雅這
(含S1M卡 0980一

933191)) 
電子產品

098年保管字第4653號 。99002260 2 (其OK1A(含S1M l 文 發還具領 何昇衛 臺中市北屯區

卡))

第 1日頁，其 15 百



臺灣臺中地方檢數察量署i 扣處押分方物式公告招領， .....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流水號 物品名稱 具領人 士也起上 備?言主

電子產品(SONY

098年係管字第4653號 。99002260 3 
ERICSSON 

l 文 發還具領 何昇衛 臺中市北屯區
到10i(今SIM

卡))

。 98年保管字第4653號 。99002260 4 TOLUS l 文 發還具領 何昇衛 臺中市北屯區

電子產品(NOKIA

。 98年係管字第4653號 099002260 5 1680C-2 (含SIM l 文 發還具領 何昇街 臺中市北屯區

卡))

電子產品(BENK

。 98年保管字第4698號 101005339 行動電話。983一 l 支 發還其領 吳政宗 臺中市:車子還

505160) 
電子產品(NOKIA

。 98年保管字第4698號 101005339 2 行動電話。912一 l 文 發還具領 吳政宗 臺中市i華子區

。 16442)

098年係管字第4698號 101005339 5 
電子產品(電子

11固 發還具領 吳政宗 臺中市:軍子區
磅秤)

電子產品(手機

。98年係管字第4722號 。99000220 3 (含Slffi卡) l 文 發送具領 賴景煌 臺中市西區

0983 是92791)

的8年係管字第4722號 。99000220 4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賴景煌 臺中市西區
(不含Slffi卡))

電子產品(手機

。98年保管字第4722號 。99000220 5 (含SIM卡) l 文 發還具領 賴景煌 臺中市西區

。985-045417)

作案穿著褲子上
。98年保管字第4746號 。99002是11

衣各一件
2件 發還具領 李明育 臺中市北屯區

電子產品(LG行

。98年係管字第4746號 。99002411 2 動電話(含SIM l 文 發還具領 李明育 臺中市北屯區

卡))

4主
眉
巾

第 11 頁，其 1月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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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領人 主也起上 備註

的8年保管字第4759號 107002639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還具書頁
TUNGPILA 

彰化縣福興鄉
電話(含SIM卡)) JANDA 

的8年保管字第4773號 。99007303 記中長卡 l張 發還具領 翁家偉 臺中市龍井區

。98年保管字第4777號 。99002098
電子產品(無線

l文 發還具領 黃冠仁 臺中市龍井這
電)

。98年保管字第4777號 099002098 2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還其領 黃冠仁 臺中市龍井區
電話)

電子產品(行動

098年係管字第4777號 。99002098 3 電話

l文 發還其領 黃冠仁 臺中市龍井區

(0983264的2))

電子產品(行動

。98年係管字第4777號 099002098 是 電話

l文 發還其領 黃冠仁 臺中市龍井這

(0980358642)) 
電子產品(行動

。98年保管字第4777號 099002098 5 電話

:文 發還其領 黃冠仁 臺中市龍井這

(0989432002)) 
。 98年係管字第是785號 099001391 10 電子產品(手機) 3文 發送具書頁 林慧美 臺中市:車子區

電子產品

。98年係管字第甚788號 1010027是9 (日920235133號 :文 發還其領 陳永光 臺中市北屯這

手機今SIM卡)
電子產品

098年係管字第是788號 1010027是9 2 (0986026944號 1文 發還其領 陳永光 臺中市北屯這

手機令SIM卡)

電子產品

的8年保管字第4804號 099002859 (ANYCALL手機一 1文 發還其領 黨佳瑜 臺中市i章子區

文令SIM卡一張)

電子產品(UTEC

098年係管字第480哇號 099002859 2 手機一支含SIM 1 文 發還其領 葉佐渝 臺中市:章子區

卡2張)

第 12 頁，其 1月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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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備言主

電子產品(SONY

的8年保管字第4806號 100005094 4 ERICSSON行動電 l 文 發還其領 魏隆義 去中市后里還

話)

。98年係管字第4825號 。99000427 2 
電子產品(因OKIA

l 文 發還其領 李秀 i青 雲林縣水林鄉
手機(含SIM卡))

電子產品

。98年係管字第4825號 。99000427 3 (SAMSUNG手機 l文 發還其領 李秀清 雲林縣水林鄉

(含SIM卡))

。 98年係管字第4832號 。99000213 手套一只 111回 發還其領 吳勝泰 臺中市大里區

。98年保管字第4832號 099000213 2 鴨舌帽 1個 發還具領 吳勝泰 臺中市大里直

。98年保管字第4839號 。99000是23
電子產品(S恥pp

l 文 發還其領 王克忠 臺北市士林區
行動電話)

電子產品

。98年係管字第4839號 。99000是23 2 (即TOROLA行動 l支 發還具領 王克忠 臺北市士林區
電話)

。98年保管字第4839號 。99000是23 3 
電子產品(NOKIA

l 文 發還具領 王克忠 臺北市士林區
行動電話)

電子產品

。98年保管字第4843號 。99004033 (NOKIA6161 手機 l 文 發還具領 呂政哲 臺中市后里區

(含SIM卡))

。 98年保管字第4861號 。99000862 黑色棉質手套 l雙 發還具領 王百祿 彰化縣大城鄉

。98年保管字第4861號 。99000862 2 LED燈 H由 發還具領 王百祿 彰化革主大城鄉

。98年保管字第4868號 。99002888
黑色半罩式安全

111固 發還具領 林俊輝 臺中市霧峰區
中冒

。 98年保管字第4868號 099002888 2 口罩(咖啡色) 1個 發還具領 林俊輝 臺中市霧峰區

。98年保管字第4868號 。99002888 3 插入式電話卡 l張 發還具領 林俊輝 全中市霧峰區

。98年保管字第4868號 。99002888 4 黑色眼鏡 l 支 發送具領 林俊輝 金中市霧峰區

。98年保管字第4874號 。99004263 童錦同本票 l張 發送具領 李 i青賢 雲林縣湖口鄉

。98年保管字第487吐號 。99004263 2 韓i妥亦本票 l張 發還其領 李清賢 雲林縣湖口鄉

第 13 頁，其 1月盲



臺灣臺中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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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也址 備7 言主

。 98年保管字第是87的虎 099004263 3 召F 志勇本票 l張 發還其領 李清賢 雲林縣、湖口鄉

。98年保管字第是87的虎 099004263 4 洪子文本票 15長 發還其領 李:青賢 雲林縣湖口鄉

。98年保管字第是87是號 。99004263 5 同意書 l張 發還其領 李 i青賢 雲林縣湖口鄉

098年保管字第是87是號 099004263 6 童錦肉身分證 l張 發還具領 李清賢 雲林縣湖口鄉

。98年保管字第是874號 099004263 8 郵政儲金簿 2本 發還具領 李 i青賢 雲林縣湖口鄉

電子產品(NOKIA

。 98年係管字第4887號 099003815 2 手機門號不詳 1文 發還具領 林鎮輝 雲林縣古坑鄉

(含門號))

電子產品

。98年保管字第4887號 。99003815 3 (MOTOROLA手機 :文 發還其領 林鎮輝 雲林縣、古坑鄉

。930492408)
電子產品

。98年係管字第4887號 。99003815 4 (ANYCALL手機 l文 發還具領 千余利非主 臺中市復興路

(含門號))

電子產品

。98年保管字第4888號 099001391 6 (SAMSUNG行動電 l 文 發還具領 非本慧美 金中市i車子區

言舌(不合SIM卡))

電子產品

098年保管字第4888號 099001391 7 (SAMSUNG行動電 l 文 發送具領 非本慧美 壹中市i軍子區

言舌(不合SIM卡))

電子產品(WIM

。 98年保管字第4888號 099001391 8 II行動電話(不 l 文 發送具領 林慧美 臺中市潭子區

今SI班卡))

電子產品(WIM

。 98年保管字第是888號 099001391 9 11行動電話(不 1文 發還其領 非本慧美 臺中市i車子這

今SIM卡))

的8年保管字第4891號 100001156 
電子產品(手機

l文 發還具領 張瑞煌 臺中市東區
(含S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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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領人 地址 f昔言主

電子產品(行動

098年保管字第4905號 。990日是012 電話(含SIM卡) l 文 發還具領 陳建華 臺中市區后里區

0912-923981) 
。 98年保管字第是956號 099002423 菜刀 1文 發還其領 張輝總 臺中市北區

。98年保管字第4965號 099005686 8 
行動電話 Slffi 

l 文 發還具領 陳淑薇 臺中市大里區
卡

。98年保管字第4965號 099005686 9 
行動電話 Slffi 

l 文 發還具領 陳f叔薇 臺中可于大里區
卡

。98年保管字第是965號 099005686 1 日
行動電話 Slffi 

1 文 發還其領 陳淑薇 臺中市大里這
卡

電子產品(SONY

098年保管字第4973號 。990日5183 l ERICSSON手機 l文 發還具領 洪永修 臺中市西屯區

(含SIM卡))

。 98年保管字第4995號 099000795 上衣 l件 發還其領 白其時閔 不詳

的8年保管字第5043號 。99004982 電子磅秤 l個 發還具領 黃金玲 彰化縣芬囡鄉

。98年保管字第 5043號 。9900是982 2 夾鏈袋 l 包 哥去還具領 黃金玲 彰化縣芬囡鄉

的8年保管字第 5055號 099001093 6 戒指 1個 發還具領 廖文興 彰縣、縣;美洲鄉

的8年係管字第 5055號 099001093 7 記憶卡 3片 發還具領 廖文與 彰縣、早春溪 Jjj 鄉

。 98年係管字第5057號 。98006838 QG-8197 車牌 1個 發還具領 陳家銘 金中市西區

。98年保管字第5072號 1000049是9 電子耳旁秤 1個 哥去還具領 鄭武f吉 臺中市大里區

。98年保管字第 5072號 10000是949 是
電子產品(LG手

l文 發還具領 周明昌 不詳
機(今SIM卡))

。 98年保管字第5072號 100004949 5 
電子產品(MOTO

l 文 發還具領 賴曉君 不詳
手機(含SIM卡))

。 98年保管字第 5072號 100004949 6 
電子產品(NOKIA

l 文 發還具領 鄭武佑 臺中市大里區
手機(含SIM卡))

100年保管字第 1820號 101002346 IC板(電子 IC板) 1 月 發還具領 楊仕!熙 臺中市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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