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線

保存年限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5 月 3 日

發文字號 :中檢增總喊字第 1 100900234 0號
附件 : 如文

主言:公告發還本署女口附件所示案件內
且1、

f衣才2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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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還，特公告招領。

二、應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2年內

b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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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無人聲請發遷，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司負

第 l 頁共1 頁



學灣棄中地方槍響著扣靜輯發告認聽清苦著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草草率號 i 物品名稱 毅等 重古董 處分立了互之 是鑽入 地址 發言誰

jgg每年保管三字第 83號 100000872 ? 電子是品(手機) 室主 哥寄至蓋其續 林先3萬! 干警?中有?浮于這三

109容年存在警字;第尉健 110000日87去 思 SI誼寺 35最 發達主率領 林天鵝 臺中令?竿子監

099時學字第關號1099007387 i 電子產品(手挽 ji l麗
(贊卡機7)

發至還兵接 不諱 不誇

1099年裝警字第即豈是 1099007627 1 花豆花髮隸 ψ 11盟 接聽 本書手 ;不詳

1099斗標管字;萃的號防部的627 9 花五沐浴乳 H函、 發選手t~j嘿 本詳 三字詳

i 惡意9年保號管字第]立?H ! BBB哥拉18tH 水果Z 帶至差異，讓 ; 不詩 ; 主事叮嚀

i 惡意9年釋營字第 123
峙的0367車 館接之 E文 發達耳聽 不詳 4字誇音色

1 0 會9年保管時21(1
104位在3881 手挽(含81錯t-) 互支 發送其每星 鑫志且還 不言箏

i 章是

1 0發8年部管字都1 日
赫赫拉3881 ? 斗4 護主年起月2簽翠簿 :本 發還i異樣 接志嗎 不詳

i 豈是

|鵬將:字第2Hl EB4GgBSSE 3 
持久由工業設蓋全

H義 發這是發 本語 E 不語

有罷吾吾吾佑纜豆豆

!忌器9年保管字第2W
10是003881 4 哥哥J 太1i!l孟之三時土生 、 1$是 發還具體 三事詩; 不詳

zq;Sib I>ú 

尸會9年僻章是字萃的 10是..003881 5 進科且毒是最 51張 發護共發 不幸事 不詳

1 Ll 99年鋒管字第210
104哥哥3881 5 去主費翠 l3于是 哥哥還兵嚷 本書手 不言辜

: 金色

i 的早年提督字第210. 神文由工資請教 i 萃，詳10基金038部 t 立直是 v 吾吾至還真犧 不言平、

去處 學
F 

8日雪年?莘學:亨ZEEZlg
泊是\)038位 草

?中文盟 lLj哥還說
3至長 發送共領 不詳 平靜

說 表 個“

時會SJFd宗主管字講到自 i il 在是00站在1
號 I l. \J"'t"vu tJuull 喜 i 車輛L誰守二斗會當志苦、清一間耗結-J;, | ? 發至逢其聽 豆豆誇

g 



受灣查中地方?轅察選手扣押輸安告招毒寬(請轉

司，來~if 弓伊h屯'--ji.的吋EkL 處至全序號 啥才已號~."t 物品名稱 數最 i z童基 J遲至于，方式 乎已鑽入; 地蛙 才海主主

不詩 ; 
jag會年保管字創10

:早在的3881 '-0 
童安學'I'玲太田總 :張 發至還具績 主芋，哥i 罕主持屆

'L 表

I 099年僻字第210
10是00388.1 11 持太簡報價再是 2張 草<.1.)率4 過豆毒豆品ζ至且已 1芸芸容戶、也7".~l 不詳 j 不幸事

會色

!話

099牟 f裝警字丟在計程
1 肢的3881 12 這科惡報表 18張 發送接親 不詳

i 章完

1 ì)卸去手銬管字第210
1 惡毒草自3草草l L3 ~.L月報表 5~3張 J普選主每想 不詳

賣主

發惡9年銘、學字第210 e 

不幸事104程。3蓋在1 14 見報表 豆漿 發還是領 草草草
號

的8年各營字第2Hì
10400.3881 15 L月份貧乏惡報

B是 辛苦還莽嶺 不詳

我 a拉是"

7已是紛向伸太回
099年穩管字第21 0.，

l(14哥哥38思: 16 請教主運贅，二L 賢一 i議 發送其蟻 不幸事 不詳

號
單站

著

將§年f革管字第210
自草率先是，自母主

104003881 17 1立商管歌是怠表及 26張 林社罵主一護司~';<<區m 報γ$ 不詳

藝已
主意嘉定萃

草草三字覓食神文?因的9年鋒管字華主10
J罕~t:3辛苦主事主持][:1:'按ì!i， 不詳:容是[1038惡l 18 :張

號 還感科的選賽翠

099年想管字聳立10
Hl基串串3881 3

會

嘗嘗年克思甜舟、神

1日張 發毒品壩 平靜 塔吉字
E' ... J;. 太密譜敘報表:浮泛b

的9年海管字第立10 1104惡的881 20 
(1if'太聞)時登記:

曾提 發送嘉磅， 本書手 i 不詳

我 i自 i 
譜敘翠

!總輛警字第立10

r ~、fttFf 
10益的3881 立i jMR 鳴知在 56誼之 寄去鐘，其領 不詩 司支持

第.2'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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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灣臺中地方轍:察著扣押輯發告招頓諸暴哥

蔬求量是 物品名稱 數筆 重量 J是合方式 其主壩人 主色土il 鑑言主

仲…音 (1jG會§卒，保管字幕210 h040ff3,S81 22 耨區電話種會司達 H最 發;還接替 不J詳
耳品， 叫

怒:專 j

!o昏昏年保管字第210 !J O達003881
且:;.y每t

23 
手掌 f縛企業企尋員 3張 i 

三名冊 4 
發至還臭棋 三軍事季

給年車趕會男報 i
09雪等、保霄，字第釘在

泊是003串串] 立是 表將主拳豆(~麗H會 3號 發護共領 不詳 本書萃
音色

太宙

的5年每管字第23是
位9900，是579 手益表 '51:適 發至還具頓 萃，吉羊

!~是主~

的9年鋒管字第立3是 其他品牌械| 2個 | 惡意思0045791 2 發至還真讓 -帝~、w 莘佑莘，毛

主主

099年保管字第252、
0990006達4 主我棒 I 1 主 l 吾吾至蓮英繞 i 平靜 本主辛

月2告
4位，

口的年保管字第289
09替自自5378

鐵鈍〈非黨發現
:文 發還真聽 不言等 不幸手

妻兒 場鐵幸這〉

的2年保管字第3忌、5
10個0528在

電子產品(1'于靈活
這支; 學主章是，讀 品靜文 j 不詳

電話〉

議爺本 i
E 

的2年絡管字第305
1000052草色 8 -1踅餘紙 豆豆豆 發送接領一

成

不詳

至在 于于

OH9 年，每苔.~:;于第 305 100005立的; 1本| 不詳喜 筆記本 發至還是藏 諧音李文
音記

;在99年深管字第3日5
這

~ ~克
100005立80 10 澤予榮 l文 系它又主主主咕運要~:lt~~可iii片吉 i 縛文 本祥

f ü99 .fl=-徐 t弩是之hs 二于第SEG i z 學.990Q2語單是a T 
電子產品(特點、

B 立文 : 
發;這其領 不詳 l 不符

電話)

099年保號管字第31?!jgg慧的33日!i 止1 i 插鹿繪的 i i i 意義 :7立 3fJ31 :L~l) I 1個 發進兵續 ! 不寄 : 
不詳

第笠簣，共



牽灣查中地方接聽著扣押才會公告持聽清畸

{i何kτ吾吾f 子....，"l'年就τ."'- 黨合3事實是 流水龍 給品J每輯平 i 數量 輩輩 5是合方式 共領人 地主義 喝拉

099年鶴管字第 3T7
在雪90lJ3315 可〉 插僻的;

1:餾 發還真正窮、 不祥 不草草
1 號 §議:: 72-3031-20) .... N7U 

!2種099三令保管字第317'
099003315 3 主意 fp錯 發至還異樣 思主事 本7誇

音色

iw峙的317 09900;3315 是 封 fV講: 21rï 發還真聽 不幸事 平靜
zJeIkJ U ‘ 

主

1099年梅管字第35告
拉雪900506日 4 言踅豆是 L本 發至還真壩、 ! 不詳 不幸羊3tt之lt

位急急年係管字第372
電子，產品(行動

l住在001155 電話(丹、，%SIht 2支 發至還具續 本主革 不幸事
謊型tk=-, 

一們〉

。自容年保 字第 372
1000'01155 2 SI草卡 豆子是 發護其毒草 :勻p亡古稽可:;f于 寧主事

吉克

1 099年僻字都?是 電子產品CZIKO撞
1 丈 發星星是i樣 平靜 平靜在99003398 l 

說 行動電話)

099年各管字第37是
()99QO~33路 2 堂哥大SI莖-r B美 發選手各報 尋手言手 本書手

且持u每，、b苟

的9年報管字第374
郎郎0.33穿草i 4尸已 是哥大罰單卡 互支 發至還真聽 不諱 不幸事。藍色 提

I 099年保晉持認| 電子產品(行動

平靜3 電話C會品.~ 是文 發進兵繽 1 
吉可看在A已B‘ 

卡))

約會年F1:長發寧;第414
了自串的 1331

電子產品(手機
3文 發這其領 嗓子盤 不幸事

〈含SI講一手〉3為U

:!約旦年部管字第422 者自這OUJ 惡且寸 1 告筆一 1主 發還真續 但主荊菱 本主李h il U4UUJJJ 蜓 l
主1ft. i ! 

09當年才是給管寧算是22i! l隘的1997 品q,r 錄音充樣 !1 月 苦苦玉還妾，聽 i 隸制藥 本書手
r k 

?共 J7頁



臺灣牽中地方槍察著扣押輯告告提續清苦哥

字號 !這支九』且是 i 沾 h號也:Xi序立蛇神1'-棋? 輪品」蓋率毒 數量 重量 處至全方式 其犧人! 拖拉 精莖主

的惡卒子系管字黨是37|! 哥哥馬006龍門51 話OKI主轉手機 l z文4 喬遷兵續 本主羊 不詳
時 fUil~r!)vo 、 i
帆布 i 

:關村村至u也 t 制liizgiEGGS75i1 ! 毒草南譯詩辛辛摺蹲 :本 發護其贖 三字詳 不詳

OB9J亭、保管字答是在1 :間在OP.781 ?全蓋排 i 制制金咐( i設 i 發玉還=惡毒草 司主持 ，一亨、 3叫年「
5t長昆;.主

日日語等于最管字算是是1 ! 草草草101000078 。晶 J年至于言登蓋手印本 l'豆豆 童音還真聽 本主季
§記

的8年保管字第4是1
郵政緝毒 發護主要種 不幸事 本主手1 自 10000思?會 1本

T它~~

。自§年保 三字第4是1
10100007告 :ry 摔跤儲安金融于卡 :張 發護主要、體 J 一i戶旬，、# 不詩

室主
M 

(l 9~l年p海管字黨組3
不詩lOj]0004路 電子產品(字機〉 i 文 發這三毛續 求婚忠告

豆豆

相逢 j
099年保管字第4是3

泊的蹄蓮29 2 泣藍卡 1 張 發至還真扭頭 不幸事
§鹿

的2年保也安寧主吾吾.59!0990日是4是單 電子品產品(手機
1 豆豆 學進嘉喔，/ 不詳 有三零零

意足 〔會Sl罷+))

099三字報警字第495 不詩 ! 不幸事在自容忍00756 l 色色7]<.龍頭豆豆 v餾 發還桑，聽
君J日~置句U 于

在除非樣著字第52容
iJ9HOOl車3是 1 竹義孟 1 文 苦3苦-，主d是g丘E 吉τ~~~電g氣'" 不詳

t 瑟已

! 平靜 j 
099再三駕著字 3靠科5

的雪白色11()51 I 許品和辭書 il張 齋主室主要讀 平靜
各JWEbF 

0995予保管字第5是5
09惡001105 2 

告中常卜各黨香! :持
發已進蟲報 本，誰

在暫1已且 任命約雲 | 
喜發glf-鎮品位‘當日R i ;人科研知 il俘 發護共蟻 ; 不祥 ( 吋古亡哥金哥fZγt Î .\J;::>;:J-t--j;;:r;: -~ -r .>t,>-J'"f:.J i仰帥的勻的

9 巴2j 驗 j 心、 i
mEMI 

5 詢:珍品1'7

… 



憂灣牽.tF地方槍察著扣押物身告招聽清姆

峙æ~苦s:_ 于~"_...說啞上 這豆子F字號 情之krE
手坑 ~t 輯品名稱 數量 靈童 童年全:方式 惡毒霓人 主色鬼主 喝拉

! 099年保管 第 5~誌
099001105 是 合作的逆者 1、張 發護其壩， 不詳 j 不誇

5克

的訂戶保管字輩545
自喜9:00J1O'5 5 土地，寶 要約書 l件 發還真想 不詳

軍占乎
~~c， 

l .o g9年鋒料第567 粥棚討; 是害毛主 立主 ! 發至莖真叫聲美 不詳
2赴
:到if，.J

的思f.f呆管字擎的立
09雪白075苦4 童裝剪 2;文 會遷至5棧 ?早誇

盡量P
軍官l，.

099年保管字讓 50立
哥哥告0 0.7584 iξ~ 志丹露機 1，]藍 苦苦、豆豆臭棋 本主琴 不誇

、i心E丸爸J 

的自年誓言已是各守黨的2
;..,.! 1..} "_,' ~) j"，~"".þ'寸一

ig克 串串900.758是 3 活動提乎 :文 發選手~~蟻 不諱 本主手

將9年樣管字萃的立
的900芯惡毒 是 起手 L支 尋寄至室主主頓 不幸事 不諱

干1頭泉是;t包

IJ99年婦管半輩革02
OB9瞄了5喜是

~已'" 
a 獲釋.~安全藹毒了 13主 發還兵，裝 本詩 ; 不詩

j 

如5年保管字黨的立
臨的惡75昌盛 5 大型蝶真象對 17文 發送兵聽 不:毒手 三字言等

號

的發f保管字華{i02
白白雪0075告4 7 義幸了器 1丈 寄去護其領 不幸字 不言事

是~~

電子產品(紅色， ! 
09惡年保管二字;擎的7

發還真發 本主羊 不詳三豆豆行動電話 1文的雪白白這458
i之~~也LhL (的競爭分 ; 

|恰當學張學章率幸事 607 1欄目直445 不諱 平靜可 i 色慨:的電 互支 要寄送豆豆-領
主~

諾(含51頭卡))

說~6頁明乎每位

一一一………"…叫“一



受灣蓋全中最拉方雄;審著辦軒輪手b告招攬著宮會

芯1 
f作恭~1f 于-一 t頭r兒k 寞;每每龜 i哀求量是 J 輪品本事專 數量 章含量 處:至全方式 是績一九 地社

到

于看言立三
E 
白這

;約2年向字擎的? 09宮的是45，藍 3 i ELEErA行動電話 :文 發還真領 不詳 3三詳
詩:

(含5掰一j:~))戶令一、母屯鬼

;在99年1系發字算是50
E 至~全 -J'...h.. 

守紀
099001 立68 'j'言?奇奮斜 1拌 發送:吳三壞 不幸事 不幸事

099年保管字第651
的普001260 信貸資料 11牛 發主乏其嚷 不諱 : 

不詳

吾先

;在99年保管莘莘 653
發選主毛聽 本主宰 本主華的9002182 1 1言 3背斜 Hf 

有JFESUE 

099年保字第的是
的寄自身2385! i 信脅著科 11:牛 發至還要聽 不言字 不詳

吾先

09~Þf-保管字第 658' 的會的lml 信貸資斜 11'牛 覆去還喜壩， 本主季 $草草
至笠

OH9 主f. '1障字擎的事
0990012671 f軍營養科 1 1 -1學 發邊是領 不幸事;

芸」t1f弩v 

的意無保管字第6ÆH
09900立站在 信貸資料 、主持 發道路尋覓 本主季 不金等

墊主

09每年鋒學字鑫 664 電子毒品(梟雄
本主季0990076♀5 屯9 、主k 發幸這其領

電主持吉幕機)
ι.iI :U， 

直走

。的年、保管字華665
發護主基蟻 本語09替自04525 鐵棍 :支: 不幸事

室主

。鷗在三保管字第 ß7S
099目的基金3 義主義 1 矗立 發還異議 t 主事言等

音色

j 糊糊空字輩革89 的時0169'6 立
電子產品℃電子

1個 發至逢其嶺 不詳 塔吉手
縣); 五花 手{

?早99年保警察6tH
E臨時1哇哇惡 l l f訓費籠寫簿 1本; 椅3星接報 本主孝

盟:罩軍在各感

頁，共 17 玄



受灣受中地方槍響著扣押鞠企告錯蟻清潛

1:;汗T立F 志!;~于 -hEhF電 E珍品呢# 處分J字號 流水號 翰JL名稱 |數量E 電量 i，且每已刀f''''_~勾t.~、z 其壞人| 站起去 喝拉

自會8年保管芋黨將昌 電子產品〈手機 1 111圈 I 不詳自喜9005;317! 發豆豆兵報 ; 不詳
了沾lf.t~ 告別提卡) ; 

09惡亭、 j莘學字輩品銷
的船在5~n7 ? 筆就薄; 發至還要積 不幸事

號

的9年像管字第702
101001剖告 3 毒還是恩愛事要為 1本 1 發護共領 邱音輸 l 不許

吉克

時5年保管字第司令z 110100] 割、思
號!

5 瑜是色 是寄至還具犧 為3去:瑜、 不詳

;關年各了字第7自立 t lGI巷口 181 巷 8 
電子產品〈手機

1主 發還真續 林主字典 不毒手
會81阻卡)

尸凹的72五
09單位，0169是 l 蔚L將 l~J 發送其纜 不詳 ! 不幸事

我 2 

;991:無保管字第725
099001 的是 正品是 }捧尺 4主 發至還真領 平、詩。 不多事

I 09告無保管字第725
099001594 t司CfP 方位鞋子 工進思 錯至室主毒繽 、平靜 平靜;

i 章是

(5雪慧年 i吟半第725
099自在l t394 4 串叩豆豆寸→- 3個 發還真讓 不毒草

1 號

i 不諱 l !惡意思年絡管守主第 766
藥品(養月于茶) : 1 色 發還具蟻 本書羊

豈是
哥哥目的7109

! 09'fJ年FP 糕。您的51
管一'、心道"。品可個一 不詳 不詳I V~' 知訝fZB寸b 薄e， vi6rfm…("1.. :n ，n，~1'I ,M, 

車主〉♂ 藥品〈凰得讓我〉 l瓶
2 

菜吐一還，3」kZ Lt 設， 立i 以一
099平1t在啥說?于第 4 日〕? BS發004拉宮發 l'章主 發選主幸存頁 ;f.草草i 、35替;夕j、〉立本案查報

J 十站)
干干 啥""J

摯的5年報管二茅草?的
在思900哇哇嗨 2 ;電子產品閃現 Î 1 議 j 發選手早報 ; 不詳 不言莘

(5處 ?抖札 j



臺灣牽中地方論察著扣押輪舍是?招聽清"，持

毛裝警字號 處分浮號 i 混在;說 站品堪稱 ! 數量 i 靈蓋全 起在全75' 主主 共續入 地注 嗎誌

09當年保管字第 7位
會色 苦苦逢其毒草 不發 寧靜閥割044錦P 3 

τ司司也E主，~l、司d 

1 !錄子(本欄) I 09雪白年保管字路思是1
099G01633 2 支 喜若還盔、毒草 不詳 本書等

3 號

平靜

書

忠告§年保管字茅草76
的替自自在615 立 論 J應會 111臨 吾吾退其擴 不詳

是記

藍的5年駕著字第前各
09900是那 5 q Lt 當廉刃 1，適 發還是，續 不詳 不詳

Z甘wt

的9年d露營字草草?告 e
在鋪在0<1 615 是 手，毯恥抖i弩 H題 要去這品種 不詳 字字詳

古色

'I 09S1年樣苦學制76
麓

099的是615 5 采轉 訂單 普選其纜 本書季 不詳

[}g.9年報管字;吾吾78
發護其蟻 菲薄亞99姆拉615 E 老先對 1個

哥呈

ü\)9斗、保管字第 1188
102007501 1 

雪昌平遠嘉敢告哥:
1\5;本 發還具有電 袋子雄 不詳

景色 話、 法~N冬運學
、帥 m一

1099年保管學第 120日
099003869 爾泰 室主 發還真聽 不詳 i 本主芋

藍色

釋:全種意;這7年
099年鋒學第 [239

哥哥900153是 3 ，~ ，4 月黃色宮會主主 6;餾 發選手忌。聽 、不諱 不詳

5克
豆豆I 

099年絡管事第 1239
去翠玉去龍當立-11 jif 

不幸事099閉路路 ? 、 h 告主義相互全島 會個 發護主惡報 不:禱紅色電憑 本
芯官j民L 

月沒有

10991予保管字第 1241
那9001 是591 !如此轉讓 發三星~、頓 ; 不詳 不幸事

章主 〈己翱輩子 7

sim"Þ2張;的9年絡管字讓沾邊8
09替自9427g ? i 電子產的動|市 發還羊年積 ;r:替

""孟 電話〉 抖早:鼠已告也

第9.J墅、共 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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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灣蓋全中地方論:察著手辭掉輛告告招領濤:聽7

保密字號 處分.卑賤 淡水蓋寬 論品名義 !數著 愛蕾 處長許方式 ;其聽人? 地垃 喝拉

099年張營莘莘 1253 電子產品(行動 i v ! 
發還共領 本書萃l替自ûU5332 ? 

意足 電話告別間-tf) 、乳 i 

的5年器管字第 [253 i[ -=f-il ",'h Ot對| i 奪金每 i 豆豆、詩10000 ! 可哇孟浪 Ef u 1 文 發了還真毒案
室主 ;電詩r會Sl防+-) i 

.約2年努管莘莘 1253
l 告。自在5332 豆豆 印章 是個 哥去護主志，領 李金聲 i 不幸手

單是

l 

程學5年海管字第1253
時n005332 V3 存發〈存j雷(宇華

立本 彎道主幸嚷 ，本可F正且紅是 立蟬半 4TPab-Z2HT dE 

詠吟斗 華龍、台新)3

09位年還;w斗志F HFRn| 
食品主寺(含混金:

UV ;,J …益于學 Z;:;..jll 各自BB5332 3 是 卡) (金屬--tc 0/ 1 于霞 發還真頸" 李岳聲 本玄字
W2均已M 、

華郵政治

的§年4主管字第 12草草
電子產品〈索尼

1 在00075是自 4 愛村落行動電 :文| 發選主事聽 不詳 本主芋
室主

話〉

1099年保管字第犯鵲
自替自002126 1 美工)J 旁若還接聽 本主羊 本書事

景之

不詳 | 0991乎也佫簽字第1311
099001是83 剪刀 發還品積 萃，詳

E建立元

099年保安字第 1380
高爾夫球最早 j S文發側的斜斜 幸身邊異于嚷 本書手

3EF心4缸t

!科 i099年保管字第1388
099005835 電子產品〈手機3 I L支 發選手忌，領 不詳

5克

1] 99無保管字第1:3別
10000告哥哥哥 是 電子產品(手接〉 1 支~ 發還真-繽 不詳

豆豆

1099年f莘學忠告字第 1詣的1100006090 s 5I草卡 主張 哥哥選手學纜 三玄詩; 弓之;詩

i 就

j 電子?划 1 3 3豆豆in泌年絡管字第 13位
辛苦護其擴 本諱: 本主翠i 嗜 10Hì01133 是

1 ).IJt 字?J

間簣，共 17 烹

一一一一一……咿V叫一…_._.-



金灣壹牢地方槍!專著扣押鞠合告語聽清畸

'Î;乖且r 』A宮~，;::于- 亨甘、1月弘已 處分;字號 :是永遠 物品名稱 數量 苦苦差 5豆合乎?丈 *纜JKl 搗鬼k 聽誰

igg憑本保管#這U3師
接管~& ，;it( 1'撓3 發還是續 林華、王 寧靜

t U.tl i:!4γ 心
10000告09是 三支至 可恥』恥 有5 手星星L 自由 可一

i 有:ilìt

r 0'[19 位保品申積139守
電子產品(乎是造? 1支 潑、還真想 特;至言;五 不:幸事

i U~1 ;J:-! 裝斗一封雪 白

1000臨時4 2 
祖母

izrL 

10樹等係管字第 1392
10000各自曾在 3 

電子產品的路
'3子長 管還具體 i 亨年蠶豆 三軍事字

卡)! ~告! :D:lt~ 

1099年彈管字輩 1439
09雪白0627忌

電子產品也跟
E至是 發送臭棋 不幸事 主客室等

' 爭〉上1最
主! J.ljL, 

1099年寫著字第 1是路 電子產品(手巍
哥哥這共頓 不詳峙的在8:276 2 E 是正 .::f祥之

嚷: 嘻嘻1話卡〉! 一包，
099年保管字第1司認

哥哥900627.6 3 
電子產品(爭機

1支 發護主t.'纜 不掉 、不詳
5克 會訂單卡〉

109雷年保管字第 1是39
099.006立了各 是

電子產品〔手瓏，
;文 在全主義鑫報 忍之詳 不幸事

食成，已}[J 會SI道令〕

的金-1=- '1革管宇謠:是58
09寄自01627 1 百選機李九巍 11種 發;還裊，頓 平靜

蓋寬

告會9年至是蕾是"黨字第 1是67~的語002524 發至蓋其j壤 不詳 、 本詳字。1品 混曾于在 時國E JE有4T吾~.JR r~個
:;ÞL 

ong年保管字第 1是67
白色 發護主各樣 不諱 本主事099-002524 是 系實讓丸

Z就"" 

09雷拉偉等~咕:是68 電子產品〈爭機
1文 發至還真;頓 不詳 本書萃

U.-;}~~r- ~ì~ <g.才k 月全

告99005306
叫起 會訂單一約

099年，每時申娃γ4-6
三軍育事主話> + HJ4:'t) 10'990031 :25 。ù 保險發 發護共領

3tmEUL EJ 

I099 lj:拉克志 們 15將
發至還要聽 不詳:寸叫持::"'~緝 毒毛 n4tìlo您的3125 是 灣海站 1獨

iaEzfFlJLZz Z 

研;099年保管字第15是5
思翩翩5:\ 豆豆

;電子漢品(手推! γ 血管豆豆;其親 本詩
豈是 | 令SI斑卡? 在

J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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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灣牽中雄主f搶察著扣押輯身告招攬清苦苛

妻已聽/、 i 
. 

保管字號 是台塔吉克 ..::#品 y哩p』，草d主草』 物品毒藥 載者! 全量 處1分方式 主色起主 種挂.(J1L?J 

099 1手係告急咿柏:吋91
發星星其領 不言羊'哭?梯口品 吾吾9007711 PU1i成韓球鞋 l'雙

克

的2年J保守字第 1629
Oit9001711 2 

盞是黃色?這f邊接
14平 發還真、積 不詳 | 本書事

? 
5在 1意 3 

不詳 i 的思年張學字第 166是
0990位是25是 銘:設球捧 1、文 覆蓋達3各纜 不詳

量芝

09'9年保管立于第 16髓
惡的0051 9:2 三三角鐵 }，丈 發護其領 不詳 i 不諱

號

的§年梅 毒立謠 16協 13ti 吾吾9005192 ;:; 主缸，撓 發:選其纜 1本主羊 平等竄

。忠言是多保管字:第 1837
10 日在B還是2'6

電子產品也5爭
I文 發星星接積 鐘教嘉 i 不詳

號 尋摸令S磁卡〉

的立學係安寧寧1863
苦苦還嘉;領 ; 不詳 不詳HlOOOJ273 1邦議 1、文

1 .~玄!之CJ~音U 

的語等部管字第 1 告別:jlG哥拉01273
說

r品、 毒室嘉手、起子 1 支 發逢其蟻 時! 不詳

09告無保管L字第闊的 10尋思自1273
幸免

3 老虎鉗子 :先 發主選嘉頓 ! 不詳 i 不、毒草

10穿的1273 A 活動起手 2支 發玉還要L磁 卒，搏 平靜
3 

車i冒3驅L 

iBg9年保管字第Ig37 iG慧。自3日 15 起
、電亭毒品(SIM

事雪是 發送，J惡領 玉立特
! 其耳丸E, 卡〉

l阿拉門~~23611099;0256~l ~ Jj=-'l子守p主 T ÞP "，úlHlo密切的56
1 直是

武士JJ 2支 發選手L壩 不詳 草草草

的§年總督it字;第 2:3位!車騎車02566 月ι一:. 匕會 ljt 發逞，其續 呵! 不詳

!哪峙i 的第23f.Hl09雪白 025661
豈是 1~ _..1 

3 (如織(辦(
JJ) 

2支 發還真續 ! 不詳 j 不語



壘灣查中地方槍、察著手扣押輪企告招聽清畸

保管字號 處旁序言兔 三東本說: 物品忌器 i 數量; 重量 j道會方式 接替人! 地址 每室主
3 .-' .. -<0...... i!- ~_'"， .,........ _.A- ~ ___ ..-.: ...... _ ; 

、

E嗨i哪年保管說字葉帥意 iil闊的闊的 DVD BEE 發送要領 不詳 平靜

!約2年鑄管字第2577' 099002:93Q 3 
i 其他刀詩，(西瓜

言文 A吾泰至還真嚨 本禪: i 主持羊I 7J立的
i惡的年怨管字第 28831~o告喜003136: 2支 發護主毛憑 i 祥 不詳木棍
1 哀

!在99年五系學莘莘鈴?在
自告別在5676 蓮花旦互轉 11園? 將其鎮 | 本主芋 不詳

!且;自J各1:, 

i鵬研管字萃的立
1 -5]寵

時9'006立即 1 相丹 l捲 發達具體 本主芋 不詳

ig95年保管字第3的5
099在思壘起自車 皇宮、越 :支; 發至還具嘎 不釋、 不詳:3 

:r1hJE屯L 

不詳 i 沌的年保管字第3堯如
09900是699 2 老處對 1 支 發達兵，報 不詳

:i z海A品山

汗毛主事 ! js99年保 半第3是û5
0990隘的§ 均占 電線、錯 1 支 學至逢其續 不輯:

室主

o~m年保管宇主答是3位
吾吾護共領 司玄綽 不幸事闊的06125 l 本轉之 1 支

事、ì!;告U 

099年保管會今字;舊是在20 已郎郎7玲是 其總，;t]織(長型
發送去尋頓3 克郎 手持: 

本是月〈才是} ') 

普雷§年~f;率管字第是5立在 109900叮當4
置之 ;1;J IJ 'lJ 1 

<"} 
>a 

l 是也Z觀控型 i
!求最刀〈短) } I 13之 譯音退路纜 本主芋

i 不詳意99三f-'絡管字第 5127 11000005思3 發送兵接 不詳連環剪 1主

09會紅條是景急色命捕玄19守
3 雪是 發還具纜 本主萃<9'1*'怒f于d 路口 1100000草草3 2 灰色爭奪

主

或皂 i 

[J99年標管牢第i 三150 11000003苦4 織品在 3主 發毒品頭 不毒手 本主專

4 1 號

玄學多年 17 寶

… 



受灣查中站立F檢察署扣押輛公告提聽清瓣

/"" 可已可咕:::'j品L 
'1if, ~ a地且佇而掙戶左w思、m 就y長說 最多了品名義 i 數鞏 童音 進手法玄武 ! 接續二人 地毯 手量控

1099年鋒管字第55基金
不言事l0noo日益:85 識娥， 發這J答卷竟| 旦品

自! .~既

i 拉A 豈品是熱品!約2年{莘學?第5685
發還真;續 臺守主?、芳草每星鴻章哥哥4530 4. 織棒 2丈

t :忠TJj告U 

\0部年1氯卡普字第5685
102的4530 ~ 木棒 3 支 發護共領 玉皇鑫:豆豆 受卡布南豆豆

: 讓祖上面一已

!告認牟f是管守主 5年5寄:是
100日章是803 車 電子產品(電話J 3 舍， 發送去是顯 i 爺有?莘 本轉!時

i :vtL< 

!自告9年，舔管字第腿部
101003638 

電子產品〔行動
1文 會逸事忽聽 思義還意! 三軍事事

電話會Sl頭兮兮)! 孫憶荒、山 . 
j 的5年每管字第 62'2是

101 日0363草 立 草色告司純夕F曇 主持 發逢其親 操道;宏 不詳

! 室主

;的8年努管字第健品
H)1 00363惡

i 號
3 直至色一齡球草草d泊、J 司τ司i位1:: 3雙 發選手毛聽 陳龍宏: 不幸事

1 1. 00年發管字;第品哇哇
1020003會主 4 

電寸產品(3C
1 文 發還可思議 旁發曉 ~詩;

i 號 1~\rDO電子網-F〉
電子產品 電Y

10時總督字第3日08
E的臨的客室

(瞄了傲。LAÆ于蓮在
3、文 發還真領 汪辜牽 草草草

電話(-會SIM卡l

張))

電子產品ESGEE

1100年海管字第哪草
HHO串串082 立

EEICSSGE行動電
主丈 發送吳三:領 江嘉 本雪等

i 豈是 話〈會SI盟~~1

! 張))

I H13年…A$755; ;電子產品(態會
發送f品積 黃文本 會可]:}乞屯最“司;你會于 110詞。 19151 -1 1 告動 11lj ，j UIJ1 i 義)說

i 盼這手f呆管字護了忌器、
n0300l售 15 立

電寸產品c-錯會
訂單 發選手已顯 [黃文本; 逢中會品進i 童畫

號 4字)



牽灣委有2地方.韓察著扣押輯告告摺嚷嚷.姆

晶單一'Z. ~ιt.t唱 ~句巴f巴 3-早F起kU晶? 
悶、管?

jhdLιrj 啥來號J進 Nj字號三泣司 世 輯品名稱 t 數量 主主意4 處分方式 其鑽入 地繼 犧室主

版將 i 普林103年保管字讓758
10泊的惡15 d 。

電子遠品〈電子可
1 會 逢中幫主主主且還

意兒 計算機〉

lQ3年守軍警字第758 10報告19時i <1 -t\ .. 舍是主手帶 1本 :發遵義J空軍 ;黃文本 金中韋拉屯這
"祖拉.;，;.，~拉"﹒""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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