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號:

係存年限:

公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8月 13 日
發文字號:中檢增總贓字第 10909003270號
附件:如文

-
.. 

裝

訂
﹒

島生

檢察長乏，這崢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佇

第 1頁共l 頁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fp 日期: 1的/08/10

程式編號 :H20徊。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110 

公告日期: 1 09/08/13~ 1 09/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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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也士立 備吉主

0日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是306 72 住高不動產專任委 111自 發還 陳印泰

託銷售契約書 兵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73 萬泰商業銀行綜合 2本 發還 陳印泰 台中市派

存款存摺004月11 一 共領 這服務

82258-6一7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74 投資標的手寫單 H國 發送 陳印泰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吐306 75 核發保草補件手寫 2個 發還 F東印泰

單筆記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4306 76 傳真委託交易指示 2個 發還 陳印泰

單手寫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4306 77 水豐銀行綜合對帳 111固 發還 陳印泰

單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78 永豐金證券存摺 1本 發還 練fp泰

(戶名:左舜哲) 具領

帳號:

55160363731 
。 98年大型保字第 l號 101004306 79 五月份嗎細表 211國 發還 陳fp泰

其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80 東榮旅行社股份有 1個 發還 陳印泰

限公司信用繳款投 具領

權書影本

。98年大型保字第 l號 101004306 81 2008投資展望計畫 l個 發還 陳印泰

書
其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是306 82 AXA -{于正主作業暨售 l1i國 發還 陳fp泰

1克服務計畫書 其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 日 9/08/10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2/10

公告白期 : 109/08/13~ 109/08/13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5克物品名手否已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主也士正 備言主

。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吐306 83 華南商業銀行五全 2本 發還 陳fp泰

分型活期存款(戶 具領

名左舜左)帳號

4272 
。 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吐306 84 永豐銀型活期存款 l本 發還 陳印泰

帳號: 18卜。。在 具領

001570-8西屯分行

0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4306 85 A1IT {呆作指南 1 個 發送 陳印泰

具領

0日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86 AXA 業務制度表、 2個 發還 陳印泰

AXA 行政作業手冊 具領

光礁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哇306 87 AIIT 、 AXA 楊少卒 2個 發還 陳印泰

光碟、 AXA 行政手 具領

冊光碟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88 AIIT 光碟建議計 2個 發還 F東fp泰

書書表格 具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8日 加拿大皇家銀行作 1個 發還 陳印泰

業光碟(完整版) 具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吐306 90 A11T 光碟、 AIIT 211國 發還 陳印泰

講義光碟 其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91 A11T 安裝軟體講 2個 發還 陳印泰

義光媒中冠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92 AXA 講義的、 AIIT 2個 發還 陳印泰

光碟 兵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是306 93 AXA 綜合行政令商 211國 發還 陳印泰

品簡介分紅係單 具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09/08/10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3/10

公告日期 109/08/13~109/08/13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起上 備一言主

。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9吐 AIIT 行政光碟 2個 發還 陳fp泰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95 SNOOPY 計畫手冊 1個 發送 陳印泰

兵品質

。 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4306 96 A2A 手寫計畫單 11個 發還 陳fp泰

共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97 隨身石華 611國 發送 陳fp泰

具領

0日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是306 98 電子產品(手機 3文 發送 陳印泰

(摩托羅拉2文、 具領

諾基亞l 文合 SIM

卡) )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99 借據(李瑜) l張 發還 陳印泰

其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10日 菁英特盲11 單 16張 發還 陳印泰

具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吐306 101 莊月毒字等3人 AI IT 23張 發送 陳印泰

津貼報表 具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102 j用金報表 8張 發還 陳印泰

具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103 行政作業退休計畫 l個 發還 陳印泰

相關問題 具書頁

。 98年大型保字第 l號 101004306 104 2007月份個人業績 l個 發還 陳印泰

表 具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105 光碟片 35 片 發還 陳印泰

具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106 AIIT 客戶報表 8張 發送 陳印泰

具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 fp 日 1月 109/08/10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4110

公告日期 109/08/13~109/08/13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jt水號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兵領人 地址 備吉主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吐306 107 AI IT 1用金報表 1本 發還 陳印泰

具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108 AIIT 工作指南 l本 發還 陳印泰

具4頁

。 98年大型保字第 l號 101004306 109 電腦設備(電腦主 l 台 發還 陳印泰

機) 具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吐306 110 光碟 181 丹 發還 i共正郎

具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吐306 111 申言青書 73個 發還 洪正郎

兵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是306 112 報表 111民 發還 洪正郎

具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l號 10100是306 113 作業手冊 3個 發還 洪正郎

兵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11 是 環球投資戶口申吉青 1個 發還 洪正郎

表 具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115 AlIT操作指南 11國 發還 洪正自F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基306 116 業務制度教材 311固 哥去還 洪正郎

具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l號 101004306 117 訓練教材 3個 發還 洪正郎

具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吐306 118 f用金報表 1個 發還 洪正郎

其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119 會員名冊 3個 發還 洪正郎

具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120 筆記本 l1i固 發還 洪正郎

其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09/08/10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5/10

公告日期: 109/08/13~109/08/l 3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土色土立 備言主

。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在306 121 業務合作協議書 1個 發還 洪正郎

具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122 美西人壽文票 18個 發還 洪正郎

具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吐306 123 第一銀行存摺(戶 l本 發還 洪正郎

名:翁憲政)帳 具領

號: 169-50 
。 00903

。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吐306 12哇 支票(面領20萬 l 張 發還 洪正郎

元) AC9436391 其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l號 101004306 125 電子產品(隨身碟) 6文 發還 i共正郎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吐306 126 電子產品(行動電 l文 哥去還 洪正郎

話( 0982-514595 具領

合 SIM 卡) ) 
0 日8年大型保字第 l號 101004306 127 電子產品(行動電 l支 發還 洪正郎

話( 0925-125705 其領

合 SIM 卡) ) 

。 98年大型保字第 l號 101004306 128 電腦設備(行動硬 2 台 發還 洪正郎

草草) 具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吐306 129 電子產品(行動電 1文 發還 蔡J斤庭
言舌

其領

( 0922863588) )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吐306 130 電子產品(行動電 1 文 發還 蔡〉斤庭

言舌

具領

( 0922863588) )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09/0811 0 

程式編號 :H20迎。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6110

公告日期: 109/08/13~109/的/13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tJ!: f聶言主

。 98年大型保字第 l號 101004306 131 電子產品(行動電 1文 發還 蔡j斤庭
言舌 兵領

(0980690888) ) 
。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132 電子產品(隨身碟) 1個 發還 蔡;斤庭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吐306 133 7j(豐銀行存摺(蔡 l本 發還 蔡i時庭

7斤庭)帳號: 003 其領

。04-0037771-8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134 陽{言商業銀行存摺 l本 發還 蔡y斤庭

(蔡汁庭)帳號 其領

。7601-008850一7
。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135 陽f言商業銀行金融 l本 發還 蔡i斤庭

卡卡號: 07601 具領

008850一7
。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136 永豐金發券存摺 l本 發送 蔡i丹庭

帳號: 其領

55160362295 
。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137 台新銀行存摺帳 I本 發還 蔡j斤庭

告尤 : 2076-1 。一 其領

0003136-9 
。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4306 138 筆記本 l本 發還 蔡i斤庭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吐306 139 匯豐銀行支票(已 9個 發還 蔡j斤庭

用完) 具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4306 140 荷繭銀行支票(未 111固 發送 蔡i斤庭

使用) 具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4306 141 花旗銀行外幣支票 3個 發還 蔡汁庭
具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臼期 :109/08/10

手里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持 頁 次:7/10

公告日期 1的/08/13~109/08/13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起上 f聶吉主

。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i 哇2 伺金報表 1 個 發還 蔡〉斤庭
具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l 吐3 客戶名單 1個 發還 蔡i丹庭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是306 144 英商台灣德家公司 11固 發還 蔡i斤庭
工商登記資料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4306 l 是5 代理人薪資表 1個 發送 蔡?時庭

其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吐306 1 吐6 文出明細表 刮目 發送 蔡j斤庭
具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l 是7 報表 l個 發送 蔡汁庭

具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l號 101004306 148 代理協議書 4個 發還 蔡〉斤庭
具領

。98年大型保字第 1號 101004306 l 吐9 基金資料夾 211固 發還 蔡i丹庭
其領

。98年大型係字第 1號 101004306 150 AMS 公司申請資料 21，固 發還 蔡j斤庭

金 兵領

099年大型係字第 189號 101006940 7 電子產品(監視鏡 l 台 發還 中本明宏

頭(含分頻器)) 具領

。99年大型保字第 281 號 103002哇30 2 電腦設備(電腦合 1 台 哥去還 林裕鈞

影幕) 具領

。99年大型係字第 281號 103002430 3 產品包裝袋 1件 發還 林裕鈞

具領

。99年大型保字第 281 號 103002430 是 產品貼紙 1個 發還 林裕鈞

其領

。99年大型係字第 281號 103002哇30 5 喜喜品 (T頁 A 級珍珠 37瓶 發還 林裕鈞 J!i.、件密封2

粉) 具領 箱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7'J fp 日期 109/08/10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8/10

公告日期: 109/08/13~109/08/13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jfL水號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兵在貝人 地址 備註

。99年大型保字第 281 號 103002是30 6 蔡品(山蔡唐寶膠 1#瓦 發還 林裕鈞

囊) 具領

099年大型保字第 281 號 103002430 7 藥品(英橋;喜菇王 26弄瓦 發還 林裕鈞 原件密封1

膠囊) 其在頁 本J咕目

。 99年大型保字第281號 103002430 8 藥品(現代人活力 6封瓦 發送 非本車谷鈞 實扣7瓶l

新選擇) 其領 罐送衛生

局檢驗

。99年大型係字第 281 號 103002430 9 藥品(天醫壹號) 34井瓦 發還 林裕鈞 原件密封l

其領 箱

。99年大型保字第 28B克 103002吐3日 10 藥品(媚樂望) 13弄瓦 發還 中才正幸谷鈞

具領

。99年大型保字第 281號 103002吐30 11 藥品(7青樂望仙姿 7#瓦 發還 中本車甚鈞

膠囊) 兵領

。99年大型係字第 281號 1030日2吐30 12 祭品(赫寶菲王 j農 117瓶 發送 林裕鈞 原件密封l

縮液) 其領 不睜自

。 99年大型保字第 281 號 103002430 13 藥品u喜菇王原液) 5#瓦 發還 林裕鈞

具領

。99年大型保字第 281號 103002吐30 14 書在品(赫寶草王天 33#瓦 發送 林裕:M] 房、件密封1

天飲) 具領 箱

。99年大型保字第 281號 103002在30 15 藥品(未標'"藥品) 8#瓦 發送 林裕鈞

具領

。99年大型係字第 281號 103002430 16 祭品(健樂甘勇望 2弄瓦 哥去還 林裕鈞 未入庫，

囊) 具領 本項吉主

銷。

。99年大型係字第 281號 103002430 17 樂品(悅心解詮) l 井瓦 發還 林裕鈞

具領

。99年大型係字第 281號 103002430 18 藥品(黃金比例食 4包 發還 林裕鈞

膠囊) 具領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09/08/10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9110

公告日期 109/08/13~109/08/13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物品名稱 數最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主也拖上 f聶吉主

。 99年大型係字第281號 103002430 19 蔡品(赫寶草王膠 37#瓦 發還 林裕鈞

囊) 其領

。99年大型係字第 281 號 103002430 20 藥品(纖姿勻體) 12 包 發還 林裕鈞

其領

。99年大型保字第 281號 103002是30 21 蔡品(赫寶好菌) 101 弄瓦 發還 林裕鈞 原件密封3

其領 箱 l 袋

。99年大型係字第281號 103002吐30 22 藥品(舒樂活膠囊) 6 包 發還 林裕鈞

其領

。99年大型係字第28B虎 103002430 23 槃品(巴西房主吉幸 2 包 發還 林裕鈞

福組) 具領

。99年大型係字第 281 號 103002430 24 藥品(歡顏真珠粉 吐包 發送 林裕鈞

膠囊) 其領

。99年大型保字第 281 號 103002430 25 槃品(新甘寶金組) 3 包 發還 林裕鈞

其領

。99年大型係字第 28B虎 103002430 26 蔡品(J草泉機能飲 11 包 哥去還 非本手各鈞 原件密封l

養氣組) 其領 不耐自

。99年大型係字第 281號 103002430 27 印章 6個 發還 林裕鈞

具領

。99年大型係字第 281號 1030日2430 28 藥品 (i是必康) 22 包 發送 林裕鈞

其領

。99年大型係字第 308號 105003376 2 舒體康主定 60金 發還 楞屆主采 高雄市路竹區 密封成l

具領 箱‘查扣地

點大溪鎮

仁善二街

17號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09/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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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大型係字第308號 105003376 3 告于體康主定 108盒 發還 胡放采 高雄市路竹區 密封成1

具領 箱，查扣地

點大;其鎮

仁善二街

17號

099年大型保字第 308號 105003376 4 舒體康綻 100金 發還 胡屆主束 高雄市路竹區 密封成l

具領 箱， ，查扣

士也現在大溪
鎮仁善二

街口號

。99年大型係字第308號 105003376 5 舒體康主定 90盒 發還 胡屆主束 高雄市路竹區 密封成l

其領 箱， ，查扣

地點大溪

鎮仁善二

f主rl7號

。 99年大型保字第 308~虎 105003376 6 舒體康綻(力。包裝 34個 發送 胡屆主采 高雄市路竹區 密封成l

盒) 具領 箱，取樣品

二盒， ，查
扣地點大

:柔鎮仁善

二街口號

099年大型保字第308號 105003376 7 新愛力康膠囊 5金 發還 胡屆主東 高雄市路竹區 密封成1

其領 籍，取樣品

二盒， ，查
扣地點大

j某鎮仁善

二街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