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表編號：550020

程式編號：H204R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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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00年保管字第529

號
106000884 2

電子產品(行動

電話(NOKIA、型

號:5200、0938-

197694、含sim

卡1張、藍白

色))

1支 發還          具領 苗栗縣後龍鎮

100年保管字第529

號
106000884 3

電子產品(行動

電話(NOKIA、

0985-398440、

含sim卡1張、藍

白色))

1支 發還          具領 苗栗縣後龍鎮

100年保管字第529

號
106000884 23

電子產品(行動

電話(三星

Anycall、含sim

卡1張、白色))

1支 發還          具領 苗栗縣後龍鎮

102年保管字第456

號
106001032 1

其他一般物品

(電話機)
28組 發還          具領 臺中市沙鹿區

102年保管字第456

號
106001032 2

電腦設備(華碩

筆電)
1台 發還          具領 臺中市沙鹿區

102年保管字第456

號
106001032 3

電腦設備(acer

筆電)
1台 發還          具領 臺中市沙鹿區

102年保管字第456

號
106001032 4

其他一般物品

(教戰手冊)
5張 發還          具領 臺中市沙鹿區

102年保管字第456

號
106001032 5

其他一般物品

(被害人通訊錄)
7張 發還          具領 臺中市沙鹿區

列印日期：106年08月30日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領清冊
公告日期：106/08/30～106/08/30

第 1 頁，共 4 頁



報表編號：550020

程式編號：H204R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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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列印日期：106年08月30日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檢察署扣押物公告招領清冊
公告日期：106/08/30～106/08/30

102年保管字第456

號
106001032 6

電子產品(VOIP-

Gateway)
10台 發還          具領 臺中市沙鹿區

102年保管字第456

號
106001032 7

電子產品

(Router路由器)
7台 發還          具領 臺中市沙鹿區

102年保管字第456

號
106001032 8

其他一般物品

(數字鍵盤)
9組 發還          具領 臺中市沙鹿區

104年保管字第435

號
106000898 1

其他刀械(水果

刀)
1支 發還          具領 苗栗市

104年保管字第579

號
105000627 6 遊戲會員卡 6張 發還          具領 苗栗縣苗栗市

104年保管字第579

號
105000627 6 遊戲會員卡 6張 發還          具領 臺中市南屯區

104年保管字第956

號
106000398 1 電子產品(SD卡) 1個 發還          具領 基隆市信義區

車牌：7660-

NA

104年保管字第956

號
106000398 1 電子產品(SD卡) 1個 發還          具領 新竹市

車牌：7660-

NA

104年保管字第956

號
106000398 2 電子產品(SD卡) 1個 發還          具領 新竹市

車牌：6D-

9105

104年保管字第956

號
106000398 2 電子產品(SD卡) 1個 發還          具領 基隆市信義區

車牌：6D-

9105

104年槍保字第28號 105001089 1
非制式長槍(氣

動式槍枝)
1支 發還          具領

動能不足，認

不具殺傷力。

104年槍保字第29號 105001089 2
槍管(疑似空氣

槍管)
2支 發還          具領 金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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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槍保字第29號 105001089 3

其他槍械零件

(空氣槍擴充套

件)

1個 發還          具領
槍枝使用之槍

托

104年槍保字第32號 105000161 5
非制式手槍(空

氣槍)
1支 發還          具領

104年槍保字第32號 105000161 6
非制式手槍(空

氣槍)
1支 發還          具領

104年槍保字第41號 105000033 1
非制式手槍(空

氣槍)
1支 發還          具領

104年彈保字第29號 105001090 1
非制式彈殼(非

制式彈殼)
1顆 發還          具領

非制式金屬彈

殼

105年保管字第335

號
106000943 2

其他一般物品

(黃祖萍護照)
2本

公告招領經檢察官同

意

105年保管字第414

號
106000984 1

其他刀械(水果

刀)
1支

公告招領經檢察官同

意

105年保管字第442

號
106000895 1 電子產品(IC板) 1台 發還          具領 新竹縣竹東鎮

105年保管字第442

號
106000895 2

其他一般物品

(機檯(正大保

632))

1個 發還          具領 新竹縣竹東鎮 正大保632

105年保管字第797

號
105001707 3 寬鑿子 1支

公告招領經檢察官同

意
苗栗縣苗栗市

105年保管字第797

號
105001707 4 十字起 1支

公告招領經檢察官同

意
苗栗縣苗栗市

105年保管字第931

號
106000994 1

其他一般物品

(機車鑰匙)
1支 發還          具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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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保管字第1178

號
106000833 2

其他一般物品

(美工刀)
1支 發還          具領 苗栗縣苗栗市

106年保管字第661

號
106000926 1

其他一般物品

(水果刀)
1支 發還          具領 苗栗縣苗栗市

被告賴O昌在

105.2.15提出

於本院法警室

106年保管字第661

號
106000926 2

其他一般物品

(刀鞘)
1個 發還          具領 苗栗縣苗栗市

被告賴O昌在

105.2.15提出

於本院法警室

106年保管字第672

號
106000879 1

其他一般物品

(柴刀)
1支 發還          具領 苗栗縣後龍鎮

106年保管字第741

號
106000998 3

其他一般物品

(床單片)
3件 發還          具領

106年槍保字第9號 106000603 1
手槍(BERETTA廠

M9型半自動)
1支 發還          具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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