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 1 0年8 月 30 日

發文字號:中檢謀總喊字第 11009004 1 60號
附件 : 如文

檔號:

係存年限 :

公告

主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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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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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的l號 、 電話 : 04-2223231 1轉58 11 )領取，如委任他人代領，

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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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無人聲言責殺遷 ，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檢察長

第 l 頁共 i 頁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于IJ 6p 日期: 11 0/08/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1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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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也士止 f甫吉主

0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 0003839 其他一般物品(股 8 張 f寄送 李昌等烈 嘉義縣、中埔鄉

東利潤財務時問 其領

表)

。 93 年係管字第 1672 號 11 0003839 2 其他一般物品(現 3 張 發送 李榮烈 嘉義縣中埔鄉

金卡申請影本) 具領

。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 0003839 3 其他一般物品(員 16 張 發送 李榮烈 嘉義縣、中埔鄉

工職務證明書) 具領

。93 年係管字第 1672 號 110003839 哇 其他一般物品(金 12 張 發送 李榮，~!J， 嘉義縣中 3甫鄉

融卡) 具領

的3 年係管字第 1672 號 11 0003839 5 其他一般物品(現 71，長 發送 李榮烈 嘉義縣、中埔鄉

金卡) 具領

。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 0003839 6 信用卡 21 7長 f寄送 李榮烈 嘉義革章中埔鄉

其領

。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 0003839 7 其他一般物品(私 15 個 發送 李昌等烈 嘉義早在中埔鄉

章) 具領

。93 年係管字第 1672 號 110003839 8 其他一般物品(公 13 個 哥哥還 李榮烈 嘉義縣中堵鄉
司章) 具書頁

。 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 0003839 9 其他一般物品(統 1 個 發送 李縈烈 嘉義縣、中埔鄉
一編號章) 具領

0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0003839 10 其他一般物品(存 15 本 發送 李榮烈 嘉義縣中埔鄉
摺) 具領

的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0003839 11 其他一般物品(身 27長 發送 李榮烈 嘉義縣中埔鄉

分證影本) 具領

。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0003839 12 其他一般物品(本 3 張 發送 李榮烈 嘉義縣中埔鄉

票) 其領

。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 0003839 13 身分證 l 張 發送 李吾吾烈 嘉義縣中埔鄉

具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輸察署 列 fp 日期 :110/08/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崎 頁 次 :2/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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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也t.ù: f聶吉主

0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 0003839 1 哇 其他一般物品(行 1 張 發送 李榮烈 嘉義串串、中埔鄉

照) 具領

。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0003839 15 其他一般物品(信 3 張 哥去還 李榮烈 嘉義早在中埔鄉

用卡債權轉移詮 具領

明)

。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0003839 16 其他一般物品(現 4 件 發還 李榮，N 嘉義縣中堵鄉

金卡申請書) 其領

。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 0003839 17 其他一般物品(營 17長 哥寄送 李榮烈 嘉義革章中埔鄉

利事業登記發) 具領

。93 年保管字第 1672 號 110003839 18 其他一般物品(營 I 張 發送 李榮烈 嘉義早在中 1吾鄉

利事業登記證) 具領

。93 年係管字第 1672 號 11 0003839 19 贓款 自2400 元 發送 李吾吾烈 嘉義縣、中埔鄉

具領

100 年保管字第 4在21 號 110001457 R戒宇先 121100 元 發送 花明燦家屬屏泉縣、竹田鄉

兵領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吐 其他一般物品(筆 1 本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房、扣押物

吉己本 (一) )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1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0005994 2 其他一般物品(筆 l 本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記本(二) ) 兵領 壹中市北區 編號 7-2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00日 599是 3 其他一般物品(筆 1 本 發還 黃玲玲 壹中市中吾棲區/ 原扣押物

記本(三) ) 其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3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哇 其他一般物品(筆 l 本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這/ 原扣押物

記本(四) ) 其領 臺中市北這 :編號 7-4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00日 599是 5 其他一般物品(筆 l 本 發送 黃玲玲 查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記本(五) )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一5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6 其他一般物品(文 l 本 哥去還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這/ 原扣押物

票簿)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6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 0/08/26 

程式編號:H20哇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3/3吐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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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備一言主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0005994 7 其他一般物品(彰 9 本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可于才吾棲區/ 原扣押物

銀存摺) 其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7

103 年保管字第 11的號 11 0005994 8 其他一般物品(財 l 包 發還 革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產資料)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直氣號 7-8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9 其他一般物品(花 2 張 發送 美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旗信用卡影本) 其領 臺中市北這 編號 7-9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10 其他一般物品(名 11長 發還 黃玲玲 壹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片)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下10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0005994 11 其他一般物品(臺 l 張 發送 黃玲玲 查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中地院民事執行處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一 11

函(102.8.5) )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12 其他一般物品(信 1 5長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封雜記資料) 其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12

103 年保管字第 11是5 號 11 000599哇 13 其他一般物品(彰 l 張 哥去還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房、扣押物

主良匯幸夫回手呆聯) 具領 臺中市北區 主箱5克 7-13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000599吐 14 其他一般物品(台 H長 發還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J!j，、扣押物

新銀行放款本利收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1 在

據)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15 其他一般物品(臺 l 本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中地院證明書) 具領 金中市北區 也箱5虎 7-15 
103 年保管字第 11 是5 號 11 0005994 16 其他一般物品(和 3 張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解筆錄) 具領 受中市北區 編號 7-16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000599吐 17 其他一般物品(簽 8 張 哥去還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這/ 原扣押物

立字據等資料) 其領 臺中市北區 郵局吉克 7-17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哇 18 其他一般物品(國 l 本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厚、扣押物

泰t正摹銀行支票簿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18

(一) )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于IJ fp 日期: 11 0/08/26 

程式編號:H20欽的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4/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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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土立 f昔吉主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000599哇 19 其他一般物品(國 l 本 發還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房、扣押物

泰世莘銀行支票簿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19

(二) )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20 其他一般物品(彰 l 本 發送 黃玲玲 去中市梧棲區/ 厚、扣押物

化銀行支票簿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一20

(一) )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21 其他一般物品(彰 l 本 4寄送 黃玲玲 臺中市才吾棲區/ 房、扣押物

化銀行支票簿 其領 查中市北區 孟晶5虎 7-21

(二) ) 

103 年保管字第 11吐5 號 11 0005994 22 其他一般物品(第 l 本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一銀行支票簿) 其在頁 奎中市北區 編號 7-22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23 其他一般物品(這 H長 發還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產稅移轉吉登明書等 具領 臺中市北r& 編號 7-23

資料)

103 年係管字第 11 吐5 號 11 0005994 24 其他一般物品(身 3 張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分證影本等資料) 具領 查中可7北區 且為5虎 7-2是

103 年保管字第 11吐5 號 11 0005994 25 其他一般物品(臺 2 張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中地院民事執行處 具領 臺中市北區 要為 ~Jif. 7-25 
函(1 02.2.6) )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26 其他一般物品(臺 I 本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才吾棲區/ 原扣押物

中地院刑事判決) 其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26

103 年係管字第 11 是5 號 11 0005994 27 其他一般物品(第 1 本 發送 黃玲玲 查中市中吾棲區/ 原扣押物

一銀行存摺)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子27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28 其他一般物品(雜 7 張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吉己資料)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爭為直毛 7一28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29 其他一般物品(彰 l 張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化銀行金融卡) 其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29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 fp 日期: 110/08/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5/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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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士正 f聲言主

103 年保管字第 11 哇5 號 11000599是 30 其他一般物品(彰 2 本 發送 黃玲玲 壹中市梧棲區J Jl(、扣押物

銀存摺及第一銀行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子31

存摺)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31 其他一般物品(筆 l 本 發還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Jl(、扣押物

記本(大) ) 具身頁 查中市北區 編號 7-32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32 其他一般物品(筆 l 本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記本(七) ) 其領 壹中市北區 晶晶宮虎 7-33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吐 33 其他一般物品(筆 l 本 發送 其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房、扣押物

記本(八) )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34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3吐 其他一般物品(筆 l 本 發送 黃玲玲 查中市梧棲這/ 原扣押物

記本(九) ) 其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35

103 年保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是 35 其他一般物品(筆 l 本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Jl(、扣押物

記本(十) ) 具書頁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36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0005994 36 其他一般物品(文 l 張 發還 黃玲玲 臺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票至.J 期資料) 其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38

103 年保管字第 11的號 11 000599吐 37 其他一般物品(商 l 本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1吾棲區/ 原扣押物

業本票簿)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39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38 其他一般物品(小 1 個 發送 黃玲玲 去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丸子黑色袋子) 具領 金中市北區 編號 7-40

103 年保管字第 11 吐5 號 11000599吐 39 其他一般物品(部 哇?長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才吾棲區/ 原扣押物

撥存款收據) 其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 位

103 年係管字第 1145 號 11 0005994 哇。 其他一般物品(筆 1 本 發送 黃玲玲 臺中市才吾棲區/ 原、扣押物

記本(十一) ) 具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一42

103 年保管字第 11 吐5 號 11 000599是 是 l 其他一般物品(彰 l 張 發送 黃玲玲 查中市梧棲區/ 原扣押物

銀對1悵單) 其領 去中市北區 編號 7一哇3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 0006002 其他一般物品(函 1 支 哥告還 黃玲玲 臺中市才吾棲區/ 原扣押物

泰世主喜 602 係管箱 其領 臺中市北區 編號 7-30

鑰匙)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7'J fp 日朔: 110/081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6/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7}已有克物品名手在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士也士正 f聶言主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 000601 0 其他一般物品(月 l 本 發送 胡嘉負 壹中市南屯區 原扣押物

曆) 其領 編號 13-1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0 2 其他一般物品(投 l 本 發送 胡嘉貞 臺中市南屯區 原扣押物

資交易報表) 具領 編號 13-2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0 3 其他一般物品(信 l 本 發送 胡嘉負 臺中市南屯區 原扣押物

用卡帳單) 其領 編號 13-3

103 年係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0 4 其他一般物品(投 l 本 發送 胡嘉貞 壹中市南屯區 lft-、扣押物
資單據) 具領 編號 13-4

103 年保管字第 l哇51 號 110006010 5 其他一般物品(係 l 本 發送 胡嘉負 臺中市南屯這 原扣押物

儉單據(9 張)) 具領 孟晶號 13-5

103 年保管字第 1的1 號 110006010 6 其他一般物品(信 5 張 發送 胡嘉負 臺中市南屯區 原扣押物

用卡帳單) 具領 編號 13-6

103 年係管字第 1451 號 11 000601 0 7 其他一般物品(理 13 張 發送 胡嘉貞 全中甘于南屯區 原扣押物

財結單) 具領 意為1虎 13-7 
103 年係管字第 14日號 110006010 8 其他一般物品(電 H長 發送 胡嘉貞 查中市南屯區 原扣押物

信 ~U車) 其在頁 編號 13-8

103 年係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0 9 其他一般物品(月 15長 發送 胡嘉貞 臺中市南屯區 原扣押物

結單) 具領 編號 13-9

103 年係管字第 1在51 號 110006010 10 其他一般物品(名 3 張 發送 胡嘉負 查中市南屯區 原扣押物

片) 具領 編號 13一 10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0 11 其他一般物品(基 4 張 發送 胡嘉貞 臺中市南屯t& 原扣押物

金變更申請書) 具領 編號 13-11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0 12 其他一般物品(月 1 本 哥去還 胡嘉負 臺中市南屯區 原扣押物

厝) 具領 編號 13一 12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0 13 其他一般物品(月 l 本 發送 胡嘉貞 臺中市南屯區 原扣押物

曆) 其領 編號 13-13

103 年係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0 1 哇 其他一般物品(月 1 本 哥寄送 胡嘉貞 查中市南屯區 原扣押物

曆) 具領 編號 13一 14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于IJ fp 日期: 11 0/08/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7/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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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也h上 f靖言主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0 15 其他一般物品(丹 l 本 發送 坊嘉貞 臺中市南屯區 原扣押物

曆) 具領 編號 13-15

103 年係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0 16 其他一般物品(筆 1 本 發送 胡嘉員 臺中市南屯區 ~、扣押物
記本) 具領 編號 13-16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0 17 其他一般物品(印 91國 發送 胡嘉員 臺中市南屯區 原扣押物

章 9 枚(含 fp 文)) 具領 編號 13-17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其他一般物品(中 7 本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 7j(和r& 原扣押物

和農會支票存款憑 其領 j編號 15。一 l
條)

103 年係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2 其他一般物品(中 9 本 哥去還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和農會支票存根) 具領 編號 150-2

103 年保管字第 14日號 110006018 3 其他一般物品(名 l 本 發還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房、扣押物
片簿(新店新廠 具領 編號 150-3

商))

103 年保管字第 1吐51 號 110006日 18 4 其他一般物品(名 l 本 發還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片簿(紫色)) 具領 編號 15。一在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5 其他一般物品(名 1 本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片簿(深咖啡色)) 具領 編號的0-5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6 其他一般物品(聯 8 張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絡電話) 其領 最為青l，t 15。一6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7 其他一般物品(現 1 本 發還 主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金支出本) 具領 編號 150-7

103 年保管字第 1是51 號 110006018 8 其他一般物品(電 l 本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言舌部(黑色)) 具領 編號 150-8

103 年係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9 其他一般物品(102 l 本 發還 王銘里 新北市7位和區 原扣押物

年支票日曆簿) 其領 編號 150-9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7'1 fp 日 9月 110/08/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8/34

公告日期: 11 0/08/30-11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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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也士立 備吉主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10 其他一般物品(記 1 本 哥全還 王銘豆豆 新北市永和區 fft、扣押物

事本(粉紅色)) 具領 編號 15。一
10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11 其他一般物品(1 01 l 本 發送 王銘皇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年支票日曆簿) 具領 編號 150-

11 
103 年保管字第 14日號 110006018 12 其他一般物品(名 l 本 發送 主銘里 新北市水和區 原扣押物

片筆記本) 具4頁 編號 150

12 
103 年保管字第 1必1 號 110006018 13 其他一般物品(筆 l 本 發送 玉銘里 新北市水和區 原扣押物

記本) 其領 編號 150-

13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14 其他一般物品(現 1 本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金支出簿(1 01 年 具領 編號 150

7/30)) 1 是

103 年保管字第 1的1 號 110006018 15 其他一般物品(薪 l 本 發還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資登記表) 具領 編號 150-

15 
103 年係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16 其他一般物品(筆 l 本 發還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記本(紅格紋色)) 其領 編號 15。一
16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17 其他一般物品(電 11囚 發還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c& 原扣押物
言舌表) 、其領 主烏 5克 150 

17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心 18 其他一般物品(信 1 個 發還 玉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fft、扣押物

封袋) 具領 編號 150

18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于Ilfp 日期: 11 0/08/26 

程式編號:H204別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9/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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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備言主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19 其他一般物品 l 本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牙口區 原扣押物

(2013 記事簿) 其領 編號 150-

19 
103 年係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20 其他一般物品(名 1 個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j、扣押物

片袋(96 l'長)) 具領 編號 15。一
20 

103 年保管字第 1吐51 號 110006018 21 其他一般物品(華 1 本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南銀行存摺) 具領 編號 150一

21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22 其他一般物品〈中 l 本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和農會存摺) 具領 編號 150一

22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 0006018 23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文 發送 玉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話(含 SIM 卡)) 具領 編號 15。一
23 

103 年係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2是 其他一般物品(總 l 本 發還 王銘里 新北市7位和這 原扣押物

分類中長(1 00 年)) 其領 編號 150

2是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25 其他一般物品(國 1 本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房、扣押物
泰世箏存摺) 具領 編號 16P-l

103 年保管字第 1是51 號 110006018 26 其他一般物品(中 l 本 尋寄送 主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和農會存摺) 其領 編號 16P-2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27 其他一般物品(台 1 本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北富邦銀行存摺) 具領 編號的P-3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28 其他一般物品(華 2 本 f寄送 玉銘里 新北市永年口區 原扣押物

南銀行存摺) 具領 孟晶~J!t 16P 在
103 年係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29 其他一般物品(聯 1 本 發還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邦銀行存摺) 具領 編號的P-5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08/26

程式編號 :H別是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0/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5克物品名字品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備一言主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30 其他一般物品(中 2 本 發還 王銘里 新北市永手。區 原扣押物

國信託存摺) 具領 編號 16P-6

103 年係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31 其他一般物品(合 1 本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作金庫存摺) 具領 編號 16P-7

103 年保管字第 l的1 號 110006018 32 其他一般物品(玉 2 本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山銀行存摺) 具領 編號 16P-8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 0006018 33 其他一般物品(國 2 本 發還 王銘里 新北市水和區 原扣押物

泰世華存摺) 其領 編號 16P-9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虎 110006018 34 其他一般物品(中 7 本 發還 玉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和農會存摺) 其領 編號 16P

10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35 其他一般物品(聯 1 本 發送 主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jJj_、扣押物

邦銀行存摺) 具領 編號的P

11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36 其他一般物品(台 IH長 發送 王銘里 新北市 7j(和區 房、扣押物

中地院民事判決 具領 編號 16P

書) 12 
103 年係管字第 l吐51 號 110006018 37 其他一般物品(委 l 張 f寄送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託事項變更契約 具領 編號 16P一

書) 13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38 其他一般物品(台 7 張 發還 五銘里 新北市永和監 原扣押物

中地院民事裁定資 具領 荒島5虎 16P一

料) 14 
103 年係管字第 1必l 號 110006018 39 其他一般物品(水 19 張 發還 王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jJj_、扣押物

費、管理費收費 兵領 編號的p-

單) 15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0/08/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1/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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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土止 f嵩言主

103 年保管字第 14日號 110006018 哇。 其他一般物品(台 1哇張 哥去還 主銘里 新北市永和區 原扣押物

中地院支付命令) 具領 編號 16P一

16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18 哇l 其他一般物品(不 25 張 發送 主銘.!. 新北市水和區 原扣押物

動產契約書等資 具領 編號的P

料) 17 
103 年保管字第 1451 號 110006022 電子產品(凱吉科 111昆 發還 邱錦珠 臺中市西屯這 內為中;巷

技公司隨身碟) 具領 大飯店編

號 1-4 監

平見器書面

103 年保管字第 1吐51 號 110006022 2 其他一般物品(信 3 張 發送 邱錦珠 臺中市西屯區 原扣押物

用卡電子發票等資 具領 編號 20-1

料)

10吐年係管字第 653 號 110005661 3 電子產品CAt雙卡 l 支 發送 陳校邦 臺中市北屯區

手機) 具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0005661 7 其他一般物品(授 l 張 發送 本本主12其 金中市太平區

權書(駿f義實業)) 具領

10吐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0005661 8 其他一般物品(本 H長 發送 林莉淇 臺中市太平區

票) 具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3 電子產品(泌的手 l 文 發送 蘇建在宏 查中市西屯區

機) 具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3 2 其他一般物品(和 1 張 發送 蘇建皇室 臺中市西屯區

角草書) 其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3 3 其他一般物品(易 5 張 發送 是主建皇宮 去中市西屯區

日王德預期應收帳款 具領

資料)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于IJ fp 日期: 11 0/08/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21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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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土立 . {聶吉主

10往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3 4 其他一般物品(東 5 張 發送 線建皇室 臺中市西屯區

區職工扶助委員會 具領

資料)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3 5 其他一般物品(玉 8 張 發送 蘇建皇宮 臺中市西屯區

山愛心功德會資 具領

料)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3 6 其他一般物品(鄧 3 張 發送 蘇建主宏 金中市西屯區

政畫恃糾失去車(陳文 具領

盛))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3 7 其他一般物品(樂 15 張 發送 蘇建主宏 臺中市西屯區

j舌共濟協會資料) 兵領

10哇年係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3 8 其他一般物品(育 2 張 發還 蘇建主宏 臺中市西屯區

倩福利會資料) 具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3 9 其他一般物品(正 1 張 4告還 是主建皇宮 臺中市西屯區

達互助委員會資 具領

料)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3 10 其他一般物品(本 2 )長 發送 是主建主宏 臺中市西屯這

票影本) 其領

104 年係管字第 653 號 110005663 11 其他一般物品(委 20 張 發送 蘇建皇宮 奎中市西屯區

任契約書資料) 具書頁

10往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0005664 8 電子產品(白牌手 l 支 哥去還 張明園 南投縣南投市

機) 具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4 9 電子產品(頻采手 1 支 發送 彭聯翰 臺中市北屯區

機) 具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4 12 電子產品(二星手 l 支 哥去還 馮舒昱 臺中市西屯區

機) 具領

10往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5 電子產品(HTC 手 l 文 發送 手呈昱凱 臺中市北區

機) 其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7'J fp 日期: 11 0/08/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3/3是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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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備吉主

10往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0005605 2 其他一般物品(木 l 文 發送 手呈昱凱 臺中市北區

製球棒) 其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00日 5665 3 其他一般物品(本 3 張 發送 蔡肇軒 臺中市太平區

票) 具領

104 年係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5 4 其他一般物品(借 7 張 發送 蔡肇車干 臺中市太平區

款資料) 具領

10吐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0005665 5 其他一般物品(本 H長 發送 蔡肇軒 臺中市太平區

票) 其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5 6 其他一般物品(按 17長 哥去還 蔡肇軒 臺中市太平區

件影本) 具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5 7 其他一般物品(本 17 張 哥去還 蔡肇軒 臺中市太平區

票) 具領

104 年係管字第 653 號 110005665 8 其他一般物品(借 7 張 發送 蔡肇軒 臺中市太平區

款資料) 具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0005665 9 其他一般物品(本 4 張 哥哥還 蔡肇軒 臺中市太平這

票) 其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5 10 其他一般物品(本 1 '5長 發送 蔡肇軒 臺中市太平區

黑) 其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5 11 其他一般物品(委 1 本 發送 蔡肇軒 臺中市太平區

託書) 具領

104 年係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5 12 其他一般物品(委 1 本 發送 蔡肇軒 臺中市太平區

託書) 具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5 13 電子產品(三星手 l 文 哥去還 蔡肇軒 臺中可7太平這

機) 其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5 14 其他一般物品(銘 l 文 發送 蔡肇軒 查中市太平區

棒(黑色)) 具領

10吐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0005665 15 其他一般物品(銘 1 支 發還 蔡肇軒 臺中市太平區

中奉(直在色)) 具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于1) fp 日期: 11 0/08/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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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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l: f昔吉主

104 年係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6 電子產品(二星手 l 支 發送 單絡中 臺中市北屯區

機) 具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6 2 其他一般物品(護 l 本 哥去這 單f其中 臺中市北屯區

具領

10吐年係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6 3 其他一般物品(62 I 本 發送 單維中 臺中市北屯這

份借款資料(本 其領

票、言登件、 f昔幸丈

書))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6 4 其他一般物品(24 l 本 發送 單繪中 金中市北屯區

份借款資料(本 其領

票、證件、借款

書))

10是年係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6 5 其他一般物品(收 26 張 發送 翠綠中 臺中市北屯區

款登記表) 其領

10哇年係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6 7 電子產品(民OKIA l 文 發還 林主王鎧 臺中市南區

手機) 具領

104 年保管字第 653 號 11 0005666 8 電子產品(UTEC 手 I 文 發還 賴秀女 臺中甘于太平區
機) 其領

105 年保管字第 5291 號 11 0006023 其他一般物品(手 1 文 發送 朱學禮 臺中市西屯區

機(今記憶卡、 Slffi 其領

卡各 1 張))

105 年保管字第 5291 號 11 0006023 2 其他一般物品(手 1 文 發送 朱學禮 臺中市西屯區

機(含 Slffi 卡 2 其領

張、記憶卡 l 張))

106 年保管字第 302 號 110005512 其他一般物品(台 1 í長 發送 F束崇祐 臺中市:少鹿區

新銀行提款卡) 其領

106 年保管字第 302 號 110005512 2 其他一般物品(台 1 本 哥去還 陳崇祐 奎中市沙鹿區

新銀行存摺) 具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IJ fp 日 1月 11 0/08/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5/3哇

公告日期﹒ 110/08/30~11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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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拖上 備吉主

106 年保管字第 302 號 110005512 3 電腦設備(行動硬 l1iru 發送 陳崇祐 去中市沙鹿區 PHILIPS 
碟) 具領

106 年保管字第 302 號 110005512 4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送 i來崇祐 查中市沙鹿區 白色

CIPHONE 4 手機) 其領

106 年保管字第 302 號 110005512 5 其他一般物品(匯 1 張 發送 陳哥哥祐 壹中市;少鹿區

款單) 具領

106 年保管字第 302 號 11 0005514 其他一般物品(台 l 本 發還 廖'1'Jl皇 臺中市西屯區

新銀行存摺) 其領

106 年係管字第 302 號 110005514 2 其他一般物品(台 1 張 發送 廖淑皇 臺中市西屯區

新銀行提款卡) 具領

106 年保管字第 302 號 110005514 3 贓款 哇2000 元 4寄送 廖:叔皇 臺中市西屯區

具領

106 年係管字第 302 號 110005514 是 其他一般物品(手 H長 4寄送 廖;叔皇 去中市西屯區

錶發票) 具書頁

106 年保管字第 302 號 110005514 5 其他一般物品(手 l 文 哥去還 廖淑皇 臺中市西屯區

錶哥去票) 具領

106 年係管字第 302 號 11 0005521 3 其他一般物品(三 1 支 發送 葉安國 金中市北屯區 黑色、合

星手機) 具領 SIM 卡

106 年保管字第 3287 號 11 0006024 其他一般物品(按 9 j長 發送 黃嘉銘 臺中可7南屯區

彩券) 兵領

106 年係管字第 3287 號 11 0006024 2 其他一般物品(大 1 本 發送 黃嘉銘 臺中市南屯區

眾銀行存摺) 具領

106 年保管字第 3287 號 11 000602哇 3 其他一般物品(玉 l 本 拾遺 黃嘉銘 臺中市南屯區

山銀行存摺) 具領

106 年保管字第 3287 號 110006024 4 其他一般物品(花 1 本 發送 黃嘉銘 查中市南屯區

這二信存摺) 具領

106 年保管字第 3287 號 11000602哇 5 其他一般物品(花 l 張 發送 黃嘉銘 金中市南屯區

蓮二信提款卡) 其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 0/08/26 

程式編號:目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主欠: 16/34 

公告臼朔: 11 0/08/30-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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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也士止 備吉主

106 年保管字第 3287 號 11000602哇 6 其他一般物品(玉 I 張 哥去還 黃嘉銘 臺中市南屯區

山銀行提款卡) 具領

106 年保管字第 3287 號 11 0006024 7 其他一般物品(陽 l 張 發送 黃嘉銘 臺中市南屯區

f言銀行提款卡) 其領

106 年保管字第 3287 號 11000602在 8 其他一般物品(中 1 í長 發還 黃嘉銘 臺中市南屯昆

華郵政提款卡) 其領

106 年保管字第 3287 號 11000602在 9 其他一般物品(全 2 í長 發送 黃嘉銘 受中市南屯區

球通服務密碼卡) 其領

106 年保管字第 502是號 110006哇。8 l 存摺(日盛證券存 3 本 發送 賴、 f言立 臺中市北區 原編號 6-1

摺(一) (50) ) 具領

106 年係管字第 5024 號 11 0006408 2 存摺(章主化銀行存 3 本 發送 賴、信立 查中市北區 原編號 6-2

摺 (51) ) 其領

106 年保管字第 5024 號 110006哇。8 3 其他一般物品(記 l 本 哥全還 賴f言立 奎中市北區 原編號 6-3

事本(一) (52) ) 其領

106 年保管字第 502吐號 1100日6哇。8 是 其他一般物品(記 l 本 發還 賴信立 臺中甘于1七區 原編號 6 在

事本(二) (53) ) 具領

106 年保管字第 5024 號 11 0006408 5 存摺(日盛證券存 2 本 發送 賴f言立 臺中市北區 原編號 6-5

摺(二) (54) ) 其領

106 年保管字第 502是號 110006哇。8 6 電子產品(htc 手 1 支 4寄送 朱銘中 查中市北屯區 房、編號 7

機) 具領 卜螢幕破

裂

106 年保管字第 5024 號 11 0006408 7 存摺(日盛國際商 1 本 f寄送 朱銘中 蓋全中市北屯區 原編號 7-2

業銀行存摺 其領

( 56) ) 
106 年係管字第 5024 號 110006408 8 存摺(國泰世華銀 l 本 f寄送 朱銘中 臺中市北屯區 原編號 7-3

行存摺) 具領

106 年保管字第 5024 號 110006482 7 其他一般物品(私 l 本 發送 卓燦然 臺中市西屯區 原編號 3-1

募資料) 具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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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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土止 備吉主

107 年係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42 其他一般物品(依 l 包 f寄送 4尤那L 廷、 臺中市西屯區

美琦系統消費明 具領

細)

107 年係管字第 2279 號 110005742 2 其他一般物品(依 1 包 發送 ;尤研L慈 臺中市西屯區

美琦系統消費日月細 具領

少女生十)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0005742 3 其他一般物品(電 1 包 發送 ;尤3鳳造、 臺中市西屯區

腦內 105 年經紀人 具領

對中長資料)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0005742 4 其他一般物品(電 H長 哥去還 ;尤3鳳慈 臺中市西屯區

月昌桌函照片) 其領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42 5 其他一般物品(隨 l 支 發送 ?尤玉鳳慈 臺中市西屯區

身碟) 具領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是2 6 其他一般物品(純 H牛 發送 沈訴L慈 臺中市西屯這

真秀生技公司資 其領

料)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42 7 其他一般物品(依 H牛 f寄送 沈1仇蓮、 臺中市西屯區

美琦資料) 其領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0005742 8 其他一般物品(醫 l 包 發送 ;尤珮廷、 臺中市西屯區

美報表) 具領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吐2 9 其他一般物品(員 l 件 發送 ;尤3爪慈 臺中市西屯區

工勞保資料) 具領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吐2 10 其他一般物品(豆 1 件 發送 ?尤Z戚慈 臺中市西屯區

午公司登記資料) 其領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0005742 II 其他一般物品(含 l 包 發送 ;尤珮慈 臺中市西屯區

員卡) 具領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吐2 12 其他一般物品(依 7 件 發送 產主詠祺 臺中市北區

美持人事資料表) 其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 fp 日期 :110/08/2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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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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 偏于言主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00057吐2 17 其他一般物品 9 包 發還 蘇詠棋 臺中市北區

(ELLANSE 植入海l 其領

(未拆封))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0005742 18 其他一般物品 1 包 發送 蘇詠棋 臺中市北區

(ELLANSE 植入劑 具領

(己拆封))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42 19 其他一般物品(統 2 件 發送 是主詠棋 臺中市北區

一發票) 其領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42 20 其他一般物品(可 2 件 發送 蘇詠祺 臺中市北區

若夫股份有限公司 具領

銷貨單)

107 年係管字第 2279 號 110005742 21 其他一般物品(;'伊 1 個 發送 蘇詠祺 臺中市北區

蓮絲植入劑廣告布 具領

中曼)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吐2 22 其他一般物品(微 6 件 發送 且主詠祺 查中甘于北區

聚積品J4三 DM) 具領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吐2 23 其他一般物品(新 2 個 發送 革主詠祺 臺中市北區

型膠房、蛋白增生劑 其領

廣告置物金)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0005742 24 其他一般物品(2CC 6 件 發送 品主詠祺 臺中市北區

遇見少女時代 D師) 具領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0005742 25 其他一般物品(陳 1 件 發送 蘇詠棋 受中市北區

家玉客戶資料) 具領

107 年係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42 26 其他一般物品(楊 l 件 發送 直未詠祺 臺中市北區

海玲客戶資料) 其領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 00057吐2 27 其他一般物品(施 l 件 哥哥還 產主言*-棋 臺中市北區

f圭妮客戶資料) 具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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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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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f靖言主

107 年保管字第 2279 號 110005742 28 其他一般物品(同 1 í長 4寄送 是主詠祺 臺中市北區

意書) 其身頁

107 年保管字第 4916 號 11 0005095 電子產品(HTC 手 1 文 發還 李榮凱 臺中市大月土區 白色;記

機) 其領 憶卡 1 張

107 年係管字第 4916 號 11 0005096 電子產品(二星手 l 文 發送 雷良坤 臺中市大月主區 金色，記

機) 具領 憶卡 l 張

107 年保管字第 4916 號 110005096 2 電子產品(二星手 l 文 發送 雷良坤 臺中市大肚區 粉色，記

機) 具領 憶卡 l

張，螢系
破裂

108 年係管字第 2 號 11 0004978 3 其他一般物品(中 1 本 發送 蘿J叔華 高雄市林函區

主吾郵政林函福興鄧 具領

局存摺(含提款

卡))

108 年保管字第 480 號 110004978 4 其他一般物品(玉 l 本 發送 手，幸言幸閔 高雄市前鎮區

山銀行中山分行存 具領

摺(含才是款卡))

108 年係管字第 481 號 110004979 見成主欠 1000 元 發送 王柏鈞 臺南市南區

其領

108 年係管字第 492 號 110006197 其他一般物品(金 1 張 發還 陳子怡 臺中市太平區

融卡) 具領

108 年係管字第 492 號 110006197 2 其他一般物品(信 H長 發送 陳子怡 臺中市太平區

用卡) 其領

108 年係管字第 492 號 110006197 3 贓款(新臺幣) 17000 元 發送 陳子怡 臺中市太平區

其領

108 年保管字第 908 號 110005105 電子產品CIPHO悶 l 支 哥全還 林主主葳 臺南市北區 合 SIM 卡 1

手機(金色)) 具領 5長



報表編號 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于'1 fp 日期: 11 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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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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士止 f昔吉主

108 年保管字第 908 號 110005105 2 電子產品CIPHONE l 支 發送 林主主且是 去南市北區 合 SI血卡 1

手機(銀色)) 具領 ?長

108 年係管字第 2068 號 11 0005687 3 其他一般物品(外 1 件 發送 賴福貴主 臺中市西屯[&

套) 具領

108 年保管字第 2068 號 110005687 4 其他一般物品(外 11牛 發送 賴文華 金中市西屯區

套) 其領

108 年保管字第 2115 號 110005177 R威主文 700 元 4告還 池慶文 新北市板橋區

具4頁

108 年保管字第 2115 號 110005178 自成款 1500 元 發送 ?也慶武 新北市板橋區

其領

108 年係管字第 2115 號 110005179 見崢‘主主 2000 元 發還 洪煒翔 高雄市小港區

具領

108 年係管字第 2115 號 110005180 贓款 哇。00 元 發還 ;香世璋 臺東縣臺東市

具領

108 年保管字第 2677 號 11 0005763 其他一般物品(存 l 本 發送 要戶辛辛沛 新北市還洲區
摺) 其領

108 年保管字第 2677 號 11 0005763 2 其他一般物品(信 1 張 發送 要F辛辛沛 新北市還洲區

用卡) 其領

108 年係管字第 2677 號 110005763 3 其他一般物品(存 l 本 哥去還 真F辛辛沛 新北市還洲區
摺) 具領

108 年係管字第 2677 號 110005763 4 其他一般物品(存 1 本 發還 要F辛辛沛 新北市農洲區
摺) 具領

108 年係管字第 2677 號 110005763 5 其他一般物品(信 1 張 發送 草F辛辛沛 新北市豆豆洲區

用卡) 具領

108 年保管字第 2677 號 110005763 6 其他一般物品(信 l 張 發送 要F辛今沛 新北市這洲區

用卡) 具領

108 年保管字第 3252 號 11 0006450 2 其他一般物品(背 H處 幸去還 聲'1 家豐 臺中市北屯區

包) 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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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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也主立 {聶吉主

108 年保管字第 3252 號 110006450 3 其他一般物品(牛 11牛 發送 學l 家豐 臺中市北屯區

仔褲) 具領

108 年保管字第 3252 號 11 0006450 是 其他一般物品(白 11牛 發送 望IJ 家豐 查中市北屯區

色愛迪達上衣) 其領

108 年保管字第 3生29 號 11 0005475 其他一般物品 152 件 發送 楊珮君 桃園市觀音這

(U到DER ARMOR 吊 其領

宮前)

108 年保管字第 3929 號 110006279 其他一般物品(中 6 本 發送 張反鴻 臺北市松山區

國信託銀行存款存 其領

摺)

108 年保管字第 3929 號 110006279 2 其他一般物品(筆 4 本 發送 張反;有 臺北市松山這

記本(中長冊)) 具領

108 年係管字第 3929 號 110006279 3 其他一般物品(日 1 本 發送 ?長辰;為 臺北市松山區

本各類菸品型錄) 具領

108 年保管字第 3929 號 11 0006279 4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文 哥去還 張反;為 臺北市松山區

話一小米) 其領

108 年係管字第 3929 號 11 0006279 5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文 發送 徐霖峰 台北市 1萬華區

話一三星) 其領

108 年保管字第 3929 號 11 0006279 6 其他一般物品(鄧 1 本 發送 徐霖峰 台北市萬華區

局存摺) 具領

108 年保管字第 3929 號 11 0006279 7 其他一般物品(鄧 l 本 發送 吳明彥 桃園市楊梅區

局存摺) 其領

108 年保管字第 3929 號 11 0006279 8 其他一般物品(託 H長 發送 吳明彥 桃園市楊梅區

運單) 具領

108 年保管字第 3929 號 11 0006279 9 其他一般物品(中 l 本 發還 吳明彥 桃園市楊梅區

國信託銀行存摺) 具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71) fp 日期: 110/081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22/3是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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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係管字第 3929 號 11 0006279 10 其他一般物品(中 17長 發送 吳明彥 桃園市楊梅區

國信託銀行提款 具領

卡)

108 年保管字第 3929 號 110006279 11 其他一般物品(郵 1 1長 發送 吳明彥 桃園市楊梅區

局提款卡) 其領

108 年保管字第 3929 號 11 0006279 12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文 發送 吳明彥 桃園市楊梅區

吉舌 乏善Z頁) 其領

108 年保管字第 4368 號 11 0003吐86 電子產品(lphone 1 支 發還 鄒承翰 南投縣水里鄉

手機) 具領

108 年係管字第哇368 號 11 0003在86 2 電子產品(lphone l 文 發送 楊庭岳 南投縣、水里鄉

手機) 具領

108 年保管字第 5335 號 11 0006343 器本戒設備(點鈔機) l 台 發送 f可 JII頁咒島 臺中市;少鹿區

其領

108 年保管字第 5335 號 11 0006343 2 其他一般物品(梨 l 本 發送 何JI頃鴻 臺中市;少鹿區

山茶包裝笠袋) 具領

108 年係管字第 5335 號 1100063吐3 3 其他一般物品(梨 22 個 發送 何- JI項鴻 壹中市;少鹿區

山茶包裝紙盒) 具領

108 年保管字第 5335 號 11 00063必 哇 其他一般物品(紙 l 包 發送 f可 JII員主烏 臺中市;少鹿區

封口袋) 其領

108 年保管字第 5335 號 11 0006343 5 其他一般物品(隨 111國 4發送 何-川貝克鳥 全中市;少鹿區

身碟) 其領

109 年係管字第 232 號 11000634是 其他一般物品(鐵 往個 發送 f可-JII頁;有 查中市 f少鹿區

盤)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232 號 110006344 2 其他一般物品(塑 111固 發送 f可 JI摸魚島 臺中市沙鹿區

且要盤子)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232 號 11 00063哇哇 3 其他一般物品(夾 21，巨i f寄送 何順鴻 臺中市:少鹿區

鏈袋) 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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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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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止 1l吉吉主

的9 年保管字第 383 號 11 0005138 2 IC 板(主機 IC i反) l 片 哥去這 f可首先是主 臺中市大雅區

具領

109 年係管字第 383 號 110005138 3 其他一般物品(主 1 片 發送 f可敬彩 壹中市大雅區

機顯示板)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38吐號 110005138 E威車主 1930 元 發送 何可主彩 去中市大雅區

其領

109 年係管字第 72吐號 110005478 贓款 500 元 f寄送 林世勝 臺中市大里區

具領

109 年係管字第 1002 號 11 0006536 其他一般物品(美 711國 發送 產子云 南投縣、草屯鎮

樂蒂毛巾) 其領

109 年係管字第 1002 號 110006536 2 其他一般物品 6 個 哥去還 盧子云 南投縣、萃屯鎮

(HELLO K ITTY 夾 具領

鏈袋)

109 年係管字第 1002 號 11 0006536 3 其他一般物品 16 11固 f寄送 盧子玄 南投縣草屯鎮

(HELLO KITTY 毛 其領

巾)

109 年保管字第 1105 號 110005509 12 其他一般物品 8 件 發送 李嘉蕙 臺中市南屯區

(FENDI 商標受采)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1105 號 11 0005509 13 其他一般物品 l 件 發送 李嘉芝、 臺中市南屯區

(DIOR 商標耳環) 其領

109 年係管字第 1144 號 110006184 其他一般物品(租 1 本 發還 陳;青泉 臺中市神同區

車契約書)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11 吐4 號 11 000618在 3 其他一般物品(棒 4 文 發送 陳清泉 臺中市神同區

球棍(銘棒))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 114是號 11000618是 4 其他一般物品(租 l 本 發送 陳;青泉 臺中市神岡區

車契約書) 具有頁

109 年係管字第 1169 號 1lO005140 j昔據、係管條(借 l 張 發送 黃志強 臺中市北屯區

據) 具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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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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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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也士立 f昔言主

109 年保管字第 1169 號 110005140 2 身分證(影本) 21長 f寄送 黃志強 臺中市北屯逗

其領

109 年係管字第 1169 號 110005140 3 營業小客車駕駛職 l 張 發送 黃志強 金中市北屯區

業登記證(影本)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 1280 號 11 0005321 5 其他一般物品 3 1牛 發送 曾月存鵬 桃園市平鎮區

(APPLE 商標傳輸 具領

線)

109 年係管字第 1280 號 11 0005321 6 其他一般物品 4 件 發送 曾勝鵬 桃園市平鎮區

(APPLE 商標耳機)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1339 號 110006429 4 其他一般物品(第 1 本 發送 要IJ 豆祈 臺北市信義區

一銀行綜合管理1悵 具領

戶存摺)

109 年保管字第 1339 號 110006吐29 5 其他一般物品(第 l 張 發送 學!豆祈 臺北市信義區

一銀行提款卡)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2009 號 110002032 2 電子產品(htc 手 l 支 發送 廖J射裝 臺中市太平區 合 SIM 卡 l

機) 具領 ?長

109 年係管字第 2144 號 110005190 l 電子產品(點鈔機) 1 台 哥哥還 阮英德、 受中市中區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別是4 號 110005190 2 電子產品(白色 l 支 發送 阮英德 臺中市中區 合 SIM 卡，

iPhone 手機) 具領 無法解鎖，

109 年保管字第 21哇4 號 110005193 電子產品(金色 l 文 發還 周杰羊毛 南主主早在草屯鎮 今 SIM 卡

iPhone 6 手機) 其領

109 年係管字第 214是號 110005197 電子產品(銀色手 l 支 發送 阮玉映 臺中市中區 合 SIM 卡;

機) 其領 無法南平鎖

109 年保管字第 2302 號 110005825 其他一般物品(五 1 本 發還 黃邵 基隆市安樂區

山銀行活期儲蓄存 具領

款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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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25/34

公告日朔: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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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士止 備言主

109 年保管字第 2302 號 11 0005825 2 其他一般物品(玉 11長 發送 黃邵 基陵市安樂區

山銀行金融卡)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24日號 11 0005557 電子產品(手機、 11:回 發送 王廷元 臺中市梧棲區

蘋果廠牌黑色)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 2吐 16 號 110006220 賊L款 1000 元 發送 張世傑 臺中市太平區

其領

109 年係管字第 1 號 11 0006哇92 電子產品(智慧型 1 支 發送 丁振偉 屏東縣里港鄉

手機)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2450 號 11 0006492 2 其他一般物品(外 1 件 發送 丁振偉 屏東縣里港鄉

套)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2450 號 110006吐92 3 其他一般物品(牛 l 件 發送 業名傑 查中市西屯這

仔褲)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 2706 號 11 0006395 7 其他一般物品(中 l 張 發送 廖籽育 苗果縣竹南鎮

國信託金融卡) 其領

109 年係管字第 2887 號 11 0006215 自威主欠 2000 元 哥去還 吳啟明 桃園市蘆竹區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 3177 號 11 0005543 其他一般物品 6 個 發送 陳冬祥 宜葫縣、宜蘭市

(APPLE 電;也)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3177 號 110005543 2 其他一般物品 11~ 發送 F束冬祥 宜鵑縣宜蘭市

(APPLE 傳輸線)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3177 號 110005543 3 其他一般物品 3 個 發送 F東冬祥 宣蘭縣宣蘭市

(APPLE 觸控螢幕) 具領

109 年係管字第 3207 號 110005411 其他一般物品(行 l 文 發送 陳念慈 雲林縣土庫鎮 無 SIM 卡
動電話) 其領 紅米 6 黑

色
109 年係管字第 329吐號 110006094 其他一般物品(外 1 件 發送 學'J J星辛辛 章~1t.早在半土豆頁鄉/ 內為短柚

衣) 具領 臺中市西屯區 上衣、胸

罩各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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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26/3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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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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玉立 f聶言主

109 年係管字第 329生號 11 000609吐 2 其他一般物品(內 l 件 發送 學'1 J星禪 彰化縣、非土豆頁鄉/ 合護墊

軍車) 具領 臺中市西屯區

109 年保管字第 361是號 110005225 其他一般物品(大 111自 發送 林古巴輝 壹中市太平這

直是大管理系統)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 361吐號 11 0005225 2 其他一般物品(訂 1 個 發送 林龍輝 臺中市太平區

單資訊)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361吐號 110005225 3 其他一般物品(估 111國 發還 非本音色將 金中市太平區

f賣單(紅))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361在號 11 0005225 4 其他一般物品(估 1 個 發還 林龍輝 查中市太平區

價單(黃))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吐198 號 110005967 其他一般物品(水 111昆 發還 郭原成 臺中市神同區

呆刀)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 4202 號 11 0006在37 其他一般物品(機 111國 發送 王昱婷 臺中市大里區

率大鎖)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是202 號 110006吐37 2 其他一般物品(i舌 1 支 哥哥還 王昱婷 臺中市大里區

動板手)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4343 號 11 0005426 其他一般物品(內 l 件 發送 謝井、錦 去中市北屯區

褲) 具領

109 年係管字第必是3 號 110005426 2 藥品(tiì:出抗憂鬱 1 粒 發送 謝燕錦 查中市北屯區 白色藥綻

劑)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是343 號 11 0005426 3 祭品(檢出抗組織 l 粒 4寄送 謝燕錦 臺中市北屯區

胺 Mec1izine 成 其領

分)

109 年係管字第哇343 號 11 0005是26 哇 祭品(抗憂鬱劑) l 幸生 發送 謝燕錦 臺中市北屯這 橘色蔡丸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 43的號 11 0005在26 5 蔡品(失眠症) l 粒 發送 謝燕錦 臺中市北屯區 白色藥丸
具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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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自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27/3是

公告日期: 11 0/08/30-11 0/08/30 

係管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號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士也士在 備吉主

109 年保管字第 4343 號 11 0005426 6 藥品(樂而f平) 1 粒 哥去還 言射燕錦 臺中市北屯區 黃色藥丸
具領

109 年係管字第的是3 號 110005426 7 藥品(可立安且事業 l 非血 發送 謝燕錦 臺中市北屯區 藍色藥丸
(抗憂鬱))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 4343 號 11 0005也26 8 藥品(抑鬱) l 幸立 發還 詩3燕錦 臺中市北屯區 粉紅色囡
具領 型形主定

劑，有學j

痕 LO 字樣

109 年保管字第是358 號 11 0005999 贓款(新臺幣) 1710 元 發送 i旦忠、唆 臺中市豐原區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4371 號 110006394 電子產品CIPHONE l 台 發送 學l臻Z愛 臺中市北屯區 面板破裂

行動電話(黑))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4371 號 11 000639也 2 其他一般物品(電 11，國 發送 學!臻竣 臺中市北屯區

子耳旁秤(;骨鼠型)) 其領

109 年係管字第是677 號 11 0006223 電子產品(智慧型 1 文 發送 如tt專仁 桃園市中f歷區 IPHONE 
手機) 具領 的、金

109 年係管字第 4871 號 110005206 贓款 1000 元 發送 謝承者F 臺中市東區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 4887 號 110006423 3 其他一般物品(商 l 張 發還 林三榮 臺中市西區

業發票影本) 具領

109 年係管字第哇887 號 11 0006吐23 4 其他一般物品(發 1 張 發送 林三榮 臺中市西區

票影本)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4887 號 11 0006423 5 其他一般物品(快 2 張 f寄送 林三榮 臺中市西區

才是郵件憑吉登) 其領

109 年係管字第是887 號 11 0006吐23 6 其他一般物品(手 吐 5長 哥寄送 林二榮 臺中市西區

機截囝) 具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9'J fp 日期 :11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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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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一言主

109 年保管字第 4901 號 11 0005935 其他一般物品(外 11牛 發送 李 j文家 臺中市南屯區

衣(內合上衣、裙 其領

子各 I 件))

109 年保管字第 4901 號 110005935 2 其他一般物品(內 11牛 發送 李 j文家 去中市南屯區

褲) 具身頁

109 年保管字第 5004 號 11 0004556 l 其他一般物品(安 11回 發送 李鈞智 臺中市:少鹿區

全帽) 其領

109 年係管字第 5117 號 110006348 贓款 1500 元 Y扭且已主‘扭恣 林子?青 臺中市豐原區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5167 號 110006059 贓款(新臺幣) 6450 元 發還 廖大銘 查中市;青水區

具在頁

109 年保管字第 5202 號 11 0005697 其他一般物品(中凡 27長 發送 陳冠綸 新北市淡水區

布條)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 522哇號 11 0005哇20 l 其他一般物品 12 1牛 哥哥玉皇 陳嘉昇 臺中市西r&

(ADIDAS 品牌商品 具領

女用長褲)

109 年保管字第 522哇號 11 0005是20 2 其他一般物品 5 1牛 發送 陳嘉昇 臺中市西區

(ADIDAS 品牌商品 具領

男用長褲)

109 年保管字第 5234 號 11 0005966 其他一般物品(菜 l 文 哥哥還 張祥麟 臺中市和平區

刀) 具領

109 年係管字第 5372 號 1100057哇8 2 電子產品(電子磅 11回 發送 曾 5克筠 去中市霧峰這

秤) 其領

109 年保管字第 5372 號 110005748 3 其他一般物品(夾 l 包 發送 曾筑筠 臺中市霧峰區

直是袋)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5372 號 110005748 4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文 發送 曾筑筠 臺中市霧峰區 無 SIM 卡
話) 具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7'J fp 日期: 110/08/26 

程式編號:H20吐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29/3哇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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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也起上 f嵩吉主

109 年保管字第 5372 號 11 0005748 5 電子產品(行動電 l 文 哥去還 曾筑筠 臺中市霧峰區
話) 具領

109 年保管字第 5位。號 11 0005461 電子產品(iphone l 支 發送 蔡承洋 桃園市楊梅昆

6 p1us( 金)) 具領

110 年係管字第 172 號 110005831 動起款 267000 元 發送 陳倚序 臺中市西屯區

具領

110 年係管字第 172 號 11 0005831 2 ':，威主欠 1000 元 發送 陳仿序 臺中市西屯區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17吐號 110005834 喊款 1380000 發送 李正幸軒 臺中市北屯區

7(,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08 號 11 0005727 電子產品 l 文 發送 賴彥霖 嘉義縣太保市

(IPHONE7) 其領

110 年係管字第 231 號 11 0005576 其他一般物品(外 1 件 發送 劉于王宣 去中市西區

衣(內為長抽上 具領

衣、長褲))

110 年係管字第 252 號 11 0005816 電子產品(iPHONE l 文 發送 李瑋軒 金中市北屯區

手機藍色)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52 號 11 0005816 2 電子產品(iPHONE 1 文 發還 李瑋軒 查中市北屯區

手機橘色)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52 號 110005816 3 電子產品( iPHONE l 支 哥去還 李瑋軒 全中市北屯區 無 SIM 卡
手機玫瑰金)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52 號 11 0005816 4 電子產品(iPHO悶 1 支 發送 李正章軒 臺中市北屯區 係護殼破

手機玫瑰金螢幕破 具領 裂

裂)

110 年保管字第 252 號 11 0005816 5 電子產品(iPHONE 1 文 發送 李瑋軒 查中市北屯區

手機白色) 具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槍察署 列印日期: 11 0/08/26 

程式編號:H別是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30/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l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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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主止 備一言主

110 年保管字第 252 號 11 0005816 6 電子產品(iPHONE 1 文 發送 李瑋軒 臺中市北屯區 無 SIM

手機白色) 其領 卡、合充

電線

110 年係管字第 252 號 110005816 7 電子產品(iPHONE 1 文 f寄送 李瑋軒 臺中市北屯區 無 SIM

手機黑色) 具領 卡、令充

電線

110 年保管字第 252 號 110005816 8 電子產品(三星手 1 支 發送 李瑋軒 臺中市北屯區 是在 SIM

機黑色) 具領 卡、外華兒

破彭、

110 年係管字第 252 號 11 0005816 9 電腦設備(iPAD 平 1 台 守法還 李瑋軒 臺中市北屯區 合 SIM 卡

板電腦)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52 號 110005816 10 電腦設備(技嘉筆 l 台 發送 李王章車子 金中市北屯區 黑色
吉己型電腦)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52 號 11 0005816 11 電腦設備(ASUS 筆 l 台 發送 李瑋軒 臺中市北屯區 令充電線

記型電腦) 其領

110 年係管字第 252 號 110005816 12 電腦設備(ASUS 筆 1 台 發送 李王章軒 臺中市北屯區 合充電

記型電腦) 具領 線、外接

五吏碟

110 年保管字第 252 號 11 0005816 13 電腦設備(ASUS 筆 l 台 發送 李王章軒 臺中市北屯區 黑色
記型電腦)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52 號 110005816 14 其他一般物品的1M 2 張 發送 李瑋軒 臺中市北屯區 T頁級函際

卡(未使用)) 其領 商務卡

110 年保管字第 252 號 11 0005816 15 其他一般物品(SI阻 1 張 哥寄送 李正幸事干 臺中市北屯區 台灣大哥

卡(未使用)) 其領 大

110 年係管字第 252 號 11 0005816 16 電子產品(網路分 2 台 發送 李王章車干 全中市北屯區 未含 SIM

享器) 具領 卡

110 年保管字第 252 號 110005816 17 電子產品(硬碟) 2 張 發還 李瑋軒 臺中市北屯區

其領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于IJ fp 日 1月: 110/08/26 

程式編號 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 311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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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士正 備一言主

110 年保管字第 263 號 11 0006031 其他一般物品(磁 2 月 發送 張婉如 臺中可于太平區 剪半

扣)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334 號 11 0005389 其他一般物品(鍊 l 文 發送 黃慶生 查中市豐房、區

刀) 具領

110 年係管字第 568 號 110005417 其他一般物品(摺 l 支 發送 呂寶祿 去中市東區

蠱鉗) 其領

110 年保管字第 578 號 11 0005648 2 電子產品(電子磅 1 個 發送 黃梓揚 臺中市清水區

秤)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633 號 11 0005604 HUWEI STK一L22 Y9 l 文 發還 學j千竹 彰化縣干土頭鄉

Prime 2019 手機 l 其領

文(含遺傳 Slm 卡

1 張)

110 年保管字第 811 號 110004882 電子產品(三星智 l 文 發還 黃譯學 彰化縣彰化市

慧型手機) 其領

110 年係管字第 811 號 1100日4882 2 電子產品CIPHONE l 支 發還 黃吉華學 彰化縣彰化市

智慧型手機) 具領

110 年係管字第 855 號 11 00053哇6 電子產品(智慧型 l 文 發送 劉祖騰 受中市西屯區 合 SIM 卡 l

手機) 其領 子長 、 1 
PHONE 黑色

110 年保管字第 870 號 110005693 其他一般物品(證 l 件 發送 林雅芬 臺中市:青水區 長褲、短

物金(外衣)) 具書頁 褲、胸
罩、長柚

帽 T 各 l

件

110 年係管字第 870 號 11 0005693 2 其他一般物品(內 11牛 哥寄送 林雅芬 查中市清水區

不車)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876 號 11 0005708 其他一般物品(空 2 張 發還 黃冠豪 受中市西這/

白遊戲卡片) 具領 奎中市東區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jilJ fp 日期: 11 0/08/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32/34

公告日期: 11 0/08/30~ 11 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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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11上 備言主

110 年保管字第 876 號 11 0005708 2 其他一般物品(列 l 張 發還 黃冠豪 金中前面區/

fp 用測試卡片) 具領 臺中市東 677 區

110 年係管字第 1261 號 110005吐2吐 3 電子產品CRedmi 1 台 發送 許永遠 臺中市西屯區 含 2 張 SIM

手機) 具領 卡

110 年係管字第 1261 號 110005424 4 電子產品(電子磅 l 台 發送 許永遠 去中市西屯區

秤) 具領

110 年係管字第 1381 號 11 0005258 其他一般物品(外 1 包 尋發送 魏雨婷 臺南市北區

衣(襯衫 l 件、短 具領

褲 l 件))

110 年保管字第 1381 號 II 0005258 2 其他一般物品(內 11國 發送 魏雨婷 臺南市北r&

褲) 其領

110 年保管字第 1508 號 II 0005852 l 其他一般物品(鐵 1 支 發還 鍾蔚菁 臺中市后里區

棍)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1526 號 1100061 是8 電子產品(手機) l 文 發送 曾雅蘭 花這縣新城鄉

其領

110 年保管字第 1656 號 II 0005336 其他一般物品(外 1 個 發還 丁筠蓉 查中市:車子區 內含長袖

衣) 具領 上衣、短

裙及月句罩

各 1 件

110 年保管字第 1656 號 II 0005336 2 其他一般物品(內 11囡 發送 丁筠蓉 臺中市i車子區

褲) 其領

110 年保管字第 1807 號 II 0006299 哇 其他一般物品(黑 1 個 尋寄送 LUONG VA凹 查中市神時區

色包包) 具領 TRUY 
110 年係管字第 1807 號 II 0006299 5 電子產品CIPHONE l 文 發送 LUONG VAN 臺中市神岡r& 螢幕破

牌子機) 具領 TRUY 裂、無法

間才起

110 年保管字第 1807 號 110006299 6 其他一般物品(中冒 1 個 發還 LUONG VA間 臺中市神同區

子) 具領 TRUY 



報表編號:55002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列印日期: 11 0/08/26 

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33/34

公告日期 110/08/30~11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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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f昔言主

110 年係管字第 1810 號 11 0006是33 電子產品(1邱吉己 1 個 發送 享F俊孝 臺中市豐原區

憶卡) 具領

110 年係管字第 1810 號 110006433 2 其他刀械(折疊刀) 1 文 哥全還 陳智詳 去中市堂1軍區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1815 號 110006136 其他刀械(菜刀) l 文 發送 ;香山青且 查中市堂原這

具領

110 年係管字第 182是號 110005539 其他一般物品(銘 l 文 哥去還 張望 受中市西屯這

棒)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1941 號 110006150 其他一般物品 111自 發還 黃志鉛 全中市龍井區 ISOA祖YL

(HIGHRISE) 其領 NITRITE 亞

硝酸異戊

西昌

非屬毒品

列管

110 年保管字第 2003 號 11 0005953 其他一般物品(依 2 件 發還 享F峻誠律師臺中市西區

蕾名店衣服) 其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0位號 11 0006439 其他一般物品(棍 l 文 發還 謝忠祥 臺中市東區/

棒) 具領 彰化革率和美鎮

110 年保管字第 2175 號 110005171 電子產品(SD 卡) 111國 發送 彭 J青金 臺中市北屯區

其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189 號 11 0005319 電子產品(隨身碟) 111國 發送 要F詮亭 新北市汐止區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296 號 1100056吐6 電子產品(廠 l 文 發還 DINH QUANG 查中市西區
牌 :oppo) 具領 DAO 

110 年保管字第 2327 號 11 000625在 其他一般物品(信 20長 發送 蔡凱琳 臺中市西屯區

用卡) 其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327 號 11 000625吐 2 其他一般物品(本 1 1長 發還 蔡凱琳 臺中市西屯區

票存根) 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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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H204R03 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頁 次:34/34

公告日期: 110/08/30~110月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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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言主

110 年保管字第 2330 號 11 0005905 其他一般物品(包 H長 發還 黃冠華 彰化縣二林鎮

里編號單)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330 號 11 0005905 2 其他一般物品 l 文 發還 黃冠華 彰化縣、二林鎮

CIPHONE 手機) 其領

110 年係管字第 2是28 號 11 0005912 電子產品 (VIVO 手 1 文 發送 陳逸風 桃園市大園區

機(不合 SIM 具領

卡) ) 

110 年保管字第 2是64 號 11 0005919 其他一般物品 111固 發送 f可是，11 i告 查中市北區

(1 6GUSB 隨身碟) 具4頁

110 年係管字第 2470 號 110005883 2 貝威主文 6700 元 發送 :香子自告 查中市北區

具領

110 年係管字第 2475 號 110005913 其他一般物品(玻 6 顆 哥去還 黃柏涵 彰化縣福興鄉

互為 5單珠) 具領

110 年保管字第 2512 號 11 0005960 3 電子產品(電子磅 l 台 發送 林俞賢 彰化縣花壇鄉

秤) 具領

110 年係管字第 2512 號 11 0005960 4 電子產品(黑色 1 支 發還 林俞賢 彰化縣花土豆鄉

IPHONE 手機(前螢 具領

幕破裂)含 SIM 卡

l 張)

110 年係管字第 2512 號 11 0005960 5 電子產品(銀色 1 支 4寄送 本丰昏了賢 彰化早在花壇鄉

IPHONE(黑色手機 具4頁

殼)合 SIM 卡 1 張)

110 年係管字第 268在號 11 000648在 電子產品(隨身碟) l 個 發送 林鴻章 臺中市霧峰區
具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