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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發文日期 : 中華民國 109年2月 20 日
發文字號:中檢達總賊字第10909000570號
附件:如文

主言:公告發還本署如附件所示案件內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751.崇第 1項。

公告事項: 風

一、的表所列扣押物品，應受發還人.~

發還，特公告招領 O

檔號 :

係存年限:

公告

r~~'~.L. '"'=~l 甘賣了爭。可，'-'"明吐

二、應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2年內 t~~海攜轟風屋.'"產品》詮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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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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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無人聲請發遷，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儉察長?求法進i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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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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言主

。96年保管字第 5162
108006677 

其他一般物品
2箱 發還具領 林順盛 臺中市大雅~

號 (金門高梁酒)

的7年係管字第 91號 108007254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盛志佳 屏東縣、鹽埔鄉
(手機)

。97年保管字第 91號 108007254 2 
其他一般物品

l 張 發還具領 盛志佐 屏泉縣鹽埔鄉
的1M卡)

。 97年係管字第4072
其他一般物品

1 日8007263 (行動電話令SIM 11牛 發還具領 林瑞率 臺中市大里迢
號

卡)

。97年保管字第4072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7263 2 (行動電話今SIM l件 發還具領 林瑞學 受中市大里區
自虎

卡)

10是年保管字第3546
108008300 

臺中市信用合作
2本 發還具領 林秀玲 臺中市太平區

5克 社存摺

105年保管字第3312
108008200 

其他一般物品
2支 發還具領 陳煒槌 臺中市大里區

號 (球棒)

105年保管字第 3312
108008200 7 

電子產品(行動
l 支 發還其領 陳煒槌 臺中市大里區 今SIM卡 l 張

號 電話)

105年保管字第 3312
108008200 12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陳煒極 臺中市大里迢

號 (債務委託資料)

105年保管字第 3312
108008200 13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陳煒搜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債務委託資料)

105年保管字第 3312
1 日8008200 15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陳煒槌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債務委託資料)

1 日5年保管字第3312
108008200 16 

其他一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陳煒褪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債務委託資料)

105年保管字第 3312
108008200 17 

其他一般物品
11卒 發還具領 陳煒極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債務委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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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犧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起上 備註

105年係管字第 3312
108008200 18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陳煒極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債務委託資料)

105年保管字第 3312
108008200 19 

其他般物品
1件 發還其領 陳煒極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債務委託資料)

105年係管字第 3312
108008200 20 

其他一般物品
1件 發還具領 陳煒極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債務委託資料)

105年保管字第 3312
108008200 21 

其他般物品
1件 發送其領 陳煒槌 臺中市大里區

號 (債務委託資料)

105年保管字第3312
108008200 23 

其他一般物品
l 張 發還具領 李羿賢 臺中市大旦旦

號 (本票影本)

105年係管字第 3312
其他一般物品

108008200 24 (加盟拉麵店相 l件 發還具領 李羿賢 臺中市大里區
號

關資料)

105年保管字第 3312
108008200 30 

其他般物品
1支 發還具書頁 徐文柏 臺中市大里區 長

號 (球棒)

105年保管字第 3312
108008200 31 

其他般物品
l支 發還具領 徐文柏 臺中市大里區 短

號 (球棒)

105年保管字第3312
108008200 34 

其他般物品
l本 發還具領 徐文柏 臺中市大里還

號 (本票)

林書弘(
105年保管字第 3312

108008200 39 
其他一般物品

l 支 發還具領 ~F林恩 臺中市霧峰區
號 (銘棒)

瑋)

106年保管字第53號 108007924 7 新臺幣 6549元 發還具領 邱癸閔 新竹縣、橫山鄉

106年保管字第2710
108008239 

新臺幣(自小貨
1000元 發還其領 林彩秋 彰化縣、彰化市

5克 車變價所得)

含Slffi卡螢幕106年係管字第4275
1 日8008237 9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黃祥育 臺中市龍井區

有裂痕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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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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yjt號 物品名干再 數量 重宣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起上 備吉主

107年保管字第 1803
新臺幣

150000 
發還具領 廖芳敏 雲林縣、四湖鄉108008391 

號 7巳

107年保管字第2250
108008057 3 

其他般物品
l桶 發還具領 朱泳樺 臺中市北1&

5克 (油漆)

107年係管字第2928
108008247 

其他般物品
1個 發還具領 蔡嫻琦 新竹市東區

5克 (床單)

I-PHONE 、含107年保管字第3002
108003111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還具領 吳達宗 臺中市龍井這

SI間卡號

107年保管字第3391
108003110 l 

其他一般物品
l件 發還具領 吳i皂宗 臺中市龍井區

號 (年且實契約)

107年保管字第3391
108003110 2 

其他般物品
11牛 發還具領 兵連宗 臺中市龍井這

號 (牌照稅繳款書)

107年保管字第3391 其他一般物品
兵連宗 臺中市龍井區

107年2月繳款
108003110 3 11牛 發還其領

?~~j吾丘Q 5克 (~位費通知書)

107年保管字第3391 其他般物品
吳達宗 臺中市龍井區

永春不動產專

108003110 4 11牛 發還具領
任委託號 (銷售契約書)

107年保管字第 5448
108008135 往

其他般物品
l張 發還具領 施沁宏 臺中市太平區

號 (和解書)

107年保管字第 5463
108日 0799是

電子產品

I 支 發還具領 邱經倫 臺中市東區 合SIM卡l張
5克 (IPHONE手機)

粉紅色、黑色
108年保管字第 101 電子產品

發還具領
DROBOT 

新北市淡水區 背蓋、令Slffi108006391 1 個
DARYNA 號 (iPhone手機)

卡1張

108年保管字第804
1 日8008170

電子產品(金冠
1個 發還具領 張秉程 臺中市東區

號 藍芽喇叭)

108年保管字第 1435
其他般物品

臺中市南屯區10800740是 16 (土地銀行金融 l張 發還具領 賴慶宏
號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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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績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旻 重重 處分方式 其領人 生也拖上 偏于言主

108年保管字第 1598
108008035 8 電子產品(手機) l 支 發送具領 陳文心 臺中市后里區 鎮呆手機

號

108年保管字第 1616
108008069 4 新臺幣 是0元 發還其領 王陳素英 臺中市大里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 2342
108007583 

其他一般物品
2文 發還具領 呂志fL 臺中市西屯區

號 (棒球棒)

108年保管字第 2797
108007755 f建保卡 1 張 發送其領 陳立青璇 新竹市北區

5克

108年保管字第 2797
108007756 f建保卡 l張 發還具領 王燕:青 臺中市沙鹿區

號

108年保管字第 3234 電子產品 (APPLE
1個 發還具領 陳柏丞

嘉義縣太保市/臺中沙
無Sl間卡

號
108008243 3 

IPOD(銀黑色)) 鹿區

108年保管字第 32鈞
108008428 3 

其他一般物品
18個 發還具領 游仁豪 彰化縣大村鄉

號 (保險套)

108年保管字第3245
108008428 4 

其他一般物品
1個 發還共領 游仁豪 彰化縣大村鄉

號 (潤滑劑)

108年保管字第3245
108008428 5 電子產品(SD卡) l 張 發還具領 游仁豪 彰化縣、大村 1月1

號

108年保管字第4261
108008187 

電子產品(二星
l 文 發還具領 陳冠廷 臺中市后里區

5克 手機(附SIM卡))

108年保管字第吐783
電子產品

108008018 (Apacer USB3. 0 1個 發還具領 李柏昌 臺中市西屯區
號

隨身碟)

108年保管字第4843
108008390 

電子產品(隨身
1個 發還具領 彭聖文 新竹縣竹北市

5克 碟)

108年保管字第4943
其他一般物品

丹主張各國際
108008332 3 (撞色氣墊慢跑 1雙 發還具領

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號
鞋(1 8020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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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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yki克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地址 備言主

其他一般物品

108年保管字第是943
108008332 4 

(潮流休開撞色
l雙 發還具領

彤路各國際
桃園市桃園區

號 內增高球鞋 有限公司

(1 8020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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