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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j彎臺中地方檢察著

發文日期:中 華民國 110年5 月 17 日

發文字號:中檢謀總贓字 第 11 009002670號
附件:如文

主話:公告發還本署女口附件所示案件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751'，采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附表所列扣押物品，應受發還

發遷，特公告招領。

二、應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2年

檔號 :

保存年限:

/入生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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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口委任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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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檢察長

1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第 l 頁共l 頁

.. 



蓋全灣牽中地方槍響著扣押輪告學招聽清持

f豆豆管字號 !處1分序號;沒本謊 翰品名稱 數量 i 靈童安 j 寢忘告芳瓷Oi_. 了臭氣λi 主色品k 講:詣，

曲戶認年品學#華:在忌了 11 電子產品〈持會J 1克; 發還具領 不重事 合法草卡! U 吵 1'''' .& 弋“ 金主ou時間5 n 
去記 電話〉

100年樣發字第2318 100007379 、是 戶是善緣本 3護主 發玉逢其亮麗 不詳

黨支

平靜 i 
. 

100年4保管字第2:318
100007379 泣， 垂~為緒金去寧、 望本 華寄至還是有聽 不詳

音色

[00卒保管字畫~2318:
10巷的737告 自 會新銀行總金薄 1本 發還真報: 卒，詳 本言手

.~l~注-在品

時在年保管學鑫2318
100001379 ? 其中提持儲金簿 :本 發護共領 三軍摔 寧主事

普車

i 1 00年保管字蔥23JS
100在07379 8 ..t白搭

H是 發遵義?聽 萃，誇 不

: 室主 主已得b

11 恩將保管字葬品]在
發還是聽 本主事 不幸事IGS$87379 叫喜 且團軍←指話說 B長

l: 的lf-位普嚷字軍 2.39日
1個0078.3是 1 

主-1 :全偉、投警告，
34事 發逢星已聽 不轉 本:童手: 章主 的毒品

]Q位年保管字第23那 主-2 紅景天進駐

(一是
100OH7S34 時

立張 發玉護共領 不詳 也不幸事! 呵:，

講?乏表行告

吉Eb

1 日自 管字第2390 1100007834 3 1 ，.\-3 電腦字報實
33張 發1至是共領 不詳 不幸芋

說巍巍申報章斜名SFFIrb 

、。

HlO年線管字第 239:G 10 0 OU783是 是
131 令?字金庫麗

立1設 違憲星星接報 本書事 苓3事
~ 教翠存根

1001F-保管寧;書立390
lom:W783是 :J. 

且是合作發手續
2至長v 發護其親 不擇 早在音字

蓋寬 會說是蒙

100年報警字第239在 1100日益?星341 發還是積 不詳 本書等 i 在 13:3 士忍詩書 B'是
-ERhJh it ' i 

j 1 00年 f莘學"IT.þ- 第 23意思 h野000783是
;就

? 
且是支票37長、本 1

桑2張 1
說! 發3室主年頭 不詳



查灣牽守軍地主管雄察著扣喜事物告告拇親去音帶

f毒品在申嗨門 g- -:t羽毛 輯社之I ‘lTì 嗯 lfs知~ i%冉食這L品，7Í(.~月丸告 物品名稱 數量 室主童 處分方式 具體人: 地址 鑄言主

訂1 閱年保管號黨23如 1113000783是
息

藝3 暴利途命司
$ Bi 發逢其蟻。 荐這字

/ιL、 A定了• 

100年保管字第239 0:
10紡車7834 意

B6 股票接發還
1張 發選手各報 不:詩 不誇

室主 主詮

100年祭管會L字;第2390110告00'7如是 I 10 i B于主義制吋E'~_l平造告主 為 :本 讓他還接棧 本詩 荐誇

OJf-保管單草字軍 23且電剖V11 iEECE7書說
全且是~ã1 幸言表

"'可
且喜歡品、 5吾爾

l其 發至還異樣 本摔 主客詳11 
'.-;.:::.，....:.-!<=.:將是真;接黎巴 孟芝至五t ;ij~7'G 丹、建 ~ù

多

lOU年，長長安字第 23翱 h藍白白0783是 Cd紅景是合作
發主鑫其領 本主事 = 本主芋12 1本

擊走 揖學進去教書

100年 j率低:j~.~真 2390
佇立毒素l'途命忍

不詳 不詳
.:'""l...;L."_'蓓-，r 月 LJLF~

lOlW07即是 至3 合持金庫存摺諮 1至是 是全至蓋其壩
早斗輒IE」

譜、

10思主斗舔氓，它咯吱390. D-} 蟲樹造金再一
立一本 發護其壞 不諱 等主季

1 事-:1- ;;伊 6'Ù
10D007甚3是 :在

5克 經暮靄J介

10在年保管?第詔書。
1000078惡毒 15 M 疆人做 i 3:張 草本還是發 主事幸事 本-詩

;g有『圈，

五1昆、主、‘

]001半採管字第 23穿白
時的在7834 16 

至一 i 紅景:是誰吾吾
l 色 發還真聽 不詳

血的發~ .~tl .:;:"'.J' '1語;青itL.

1no玉手海管字第2390
1 '00007惡34

至一立紅景氣i至是司v
j 色 發至還嘉毒草 不詳 不詳

星星 有，~h苔 1t
事

的0年。品管字第2390' 至一3 紅芳是天豆豆還是
發逢其報 時 i 不吉萃3豆是100007都是 18 

讀三泣才三字表 、音說 .}.....j! 1這

的伽利辛管守主竟至2390
100007鉛是: 19 

E一遲遲支也袋，司應
立 發護其擴 本轉

主義 t~t 人員吉普普呼哀
:";/L..ι 

100年保管擊之字讓2390 E-5 名丹(紅還是
發鐘書是報 、不幸事 草草草100U07斜哇( 立自 立豆豆

夫、蟲三hji鑫〉

黨主華夏考玄之;.31



臺灣牽中地方搶鑫著扭轉鞠吾吾招聽清躇

樣管字號 處f忌、F字號澆水鏡 給品名灑 難者| 電著 ，這發芽式 主善報;}>... 主色拉 鑰註

poo年操 持2捌n惡的自在?連穹di lUU 軍事 ~-'i
LM i j jpl 真實無科寸金每 發至還真-嚷 涼，詳 不:誇

1 100年樣管會字第2190b慧的普783411 22 
位每到三吏，去尋

工事; 吾吾選手已繡 不幸事 菲誇
資格

HJO年，悠著字第239，0 lm 叫約黃 l
吾吾道，其嚷: 不言學 本主羊]000車7車3嘉 河川職 l' lt競

說 」起 辛辛

wo年:悠管字第 239在
泌的的路邊 提 iH 學科主持 138鐘之 發選其是霾 不詳 不詳

義色 支持可

G1奧斯了合約 3 、i 約三字保管字第2390
lOOQ07在3是 25 ]本 發遷，其磷 不輩革 不古草

7tJzP:EFH 巳U 書

i 100年保管字第詣的
]自由在07藍3是 立在

位鑫對丁撞的報
11丰 發達乏其嚷: ?事J毒害 當r ;不:言羊i 吾克 哥Jh-主

:容忍孟子保管字藥是3雪白
100007惡3是 27 

G3 嘉軒τ發益
lf牛 每寄至逢其毒素 不詳 本草草

草Z書ift ，，~ 
浮泛

9生

G是真擇了鷺錯
不諱

Hì每年'í:司主管字第 239D
10000:78說 立在 l 豆豆 望去還接輝 不詳

號 教室主表
主

100年錯字第23韌
HJOO07喜3是 29 

G5 臭豆峰7接替
2本 發三霆臭棋 本主導 萍、詩

豈是 會約三聲

ìOO年保管?了第 23叩
10000783尋 3位

的還夫已經才華認
11捧 發?還共建震、 本主導 不

喜芝 童受辦法

100年保管字謠言3普車 的數能會寄予;f宇
尋膏、至還具體 司主持 司三言學31 至5長

章主
100串串7834

意 f是義是表

100年怨管字第23如 G8 ~鼓鼓二告司業
至將 發選手籌毒草 不轉100007S:34 32 

幸擎遂毒是豈是

! 本轉100年結駱寧第21390 的婆生昆主r司組
:祥 吾吾護具體 作司F.~蓋品子已h hU ?GBB斜斜i

濟部謹Fi 章是 ;“ 

IGOl字樣奢羽毛求第‘ 23啦 j!lS闊的話!; 3是 旱的故能黨務委
1竄 發主婆子等領 不詳 不幸羊

說詞意蓄

第2頁、



查灣查中地方槍響著扣押粉身告搶購、吉普畸

保管三字號 鑫手法耳聽 龍之位號 物品1名稱ρ 數最 章，量 處分;方式 其總人 磁性 ?憲章主

100卒子學管字第立:390
Gll 歡 i色電子最

發還真聽 本書李10110發7834 35 舍，看報乏了j聽常在會 l :持 再三言草
色耳品lt‘ι 

4可它已語S也 j 

1 100年僻字黨23 100007泊是 36 
G1 2 歡吃電子接

:摔 發至蓋其報 研| 平，詩
室主 學看報勢是考書

!峙的問 :闊的聰| 的3 I 美古建污豆豆
5字釋叮d叮i H司令 發護起壤 卒，幸琴、

號; 成室主工程令緝毒

100年海管字輩2388 G14 嘉利主主持混
.100007834 38 1件 發遷至各報 不詳 本誇

E-it丸tE, 識量工程發緝毒

jm年僻字第23替自
39 

的品料這機器 j
I替 發至還具體 平靜 不誇1000替了墨3是

占1雄主每護?
夕之 我悄 i騙者 3

iOO年保字;第2390
10000'783是 40 

G16 嘉軒遴*司
1棒 發選手L棧 不詩; 不詩

t叫qrEI:主E海持L 變毅控之童尹 拌_?_苔~ãw.~!曳~圈t

100年每管時字r 第 239位 1 '0巷的783是 4:1 
的7 紅、景是讓車

14'丰台 發還是聽 弓之誰叫 手主季
Æ~是學令約苦?JJJ已

100年起試嚀。這90
GT8 紅至是天高雄

發至整;其親一 平靜 卒，誇
J \;.!V -r=- 'i;r-;;.雪中

JO日哥哥783是 是立 聽豆豆店鐘i警告持 l帶
至長

書 E 

11 '0 0年保管字第239自 01章含拌持學會

H義 發至還具報 ;不詳 不詳
會g 

!鏡 10哥拉思?甚3基 是3
的誓

!1O0年努管莘莘2390
100白色7834 4是

G20 令吾吾入股畫筆
主張 哥哥還要聽 不ι毒草 寧靜

胡言書

1100年謊茗、字第2390
1000喜怒34 是首

G21 紅最夾克晨起
甚至長 發是蓋其接 三軍事事: 亭、幸事

行蓮呈報定義苦哀i

!OO三令部管事黨 2390
10D007早3是 是5

!在認教科閥割
r1~ 發還真領 平靜 不草草

~I~豆F, 業?警報

100年4蒸發號字第 257在 ji l 恆的路51 寫擦商品 l 泊 是安至還真左空竟 !蚤逢中; 套中會議;遙



牽灣金中鴻章~槍察著扣押抽身告提犧清聽

樣警車椅
蠢 Jfr<.>> ;處分序號)若ip扯謊 物品;名稱 數鞏 童安 aIdhZKtrR咚;'.';à~i( 善惡鎮人; 地挂 薩拉

(針織琳!100 社交部申

發護其纜， 不幸事于說、路 -:4 .;.r., .G:..J;J O II {H 003了意5 2 J存詮釋品 3 包
荒苛4全

1 ;l'l t.. 

[.s:..~啥?

3、 保單調知 主色 發還具蟻， 者IJ.親講 不幸字

100年-罷管字 OD37惡5
豈是

4 學草委主莖其苦苦?斜 :量已 發星星接芳草 對親離 不詳

100年器是多樹的 259丹 HI1閥混i 諾諾
E 坤 t1< 'T燕山 v品

:) |醫接管用技據 1 包 吾吾選手已聽 數替扭轉: 本書等
帶
'"學H

! 盡蚓1 (1 0年寄:管字第2598
101003785 5 主玄卡表 5張 發送臭棋 菲薄 i 

~~l~電~

100年樣管字;在 25~8
Hlf003785 還豆豆表 9~長 會護共領 劉梳玉祥 不這事

至，2舟~t，. 

100年悠管字第25如
Hl1日在3怒5 主 棒!會持苦苦通知書 :在 發還臭棋 劉、織主掉 Z叫Z 達九這

室主

lOiJ年每學?第2598
1010在3785 喜

者是攪和解這主義毒手r
3張 發達至今壤 i 黨暴露 袋中京還持?是，

室主 銀文ZE;誰疋L

|蕭暴露!~ 11}1)年保管?第25韶
1010在~n85 1 時

蠶桑人每存言雙倍
立持 發還捧毛支 中本黨主持這三

: 會已 1對

100:年保管守主黨2泣如
101003785 11 

寶、捷、誨，保險企哥
]摔 發至還具棧 :蕭轟轟 壘，中了官龍井.~

;trt 各言量意晶

ji的年保管寧寧25吾吾
101位0:3<7惡5 12 

圈 人毒草草路車長
3且主 營，還異議 告會暴露 蓋全啦啦蘊井豆豆

替t");;通 t電幸穆E i§長
:思自主"、保仗 h 蠶25位8

101、在03YSS 會聽證總書 1本 發星星，其壞 a 泰安暴露 瓷、中/司令灑井龍f- '1:il~ 1f子吋 13 
E電~

1100年保管字讓259軍
:告UlO.3785 1是 保亨A品聲音貴意

17.主且已 回 主色 發選其續、 爾泰，需 fTtF籠子手星星

i i :GB年保管幸免字第 2.5章;j IBIBSS735 ( 15 保接發給宜4昌L「付主盈余。 jii l 色 發按其毒草 l 的 牽了中可惜主持還

:撥豆葉，其 31



金灣蓋全中晶磊方槍!察著扣押轉告是?招犧濤:辜會

紅也戶、駒， 企九段路!品收路 給革命組 斟哥哥 海之多 1 遲至長方式 各聽人 去色社 續說 : '1歹"玄弓LE3已 蹄，河河、 :}}i[' 1 i t !l .. >'.".1'-持毛 "',jfJO -'[2 哥特 真丸品 品已 b{

llCG年竹E竿第捌削間51l16 各授課的表瞇攝 | | 發送接替 韓泰森 逢中持荐這

HHJ且保管字第2598 巾的f司令?rit?i 學會提健嚀卡懿 1 說 發選手L續 蠶豆長霖! 查中字畫龍舟區 ! JIJ1 'U.V'!J畫。~î 1 聶 l 品 :L:J品
毛孟E2UF. 1" ~ ~ • ~ - - ~ -, -.- i J是治斗

ilB早年保管字輩泊位 1010037的 18 身分護讀t、d畫本里打存 zl繁 發鑫兵發 1 蠶桑鑫 牽~:'.~常龍華書藝r
iE色帶

!100年保管事第25saji l的思告訴臨時 保控告翠 3本 苦苦邊接聽 蕭泰、建 暈乎蔥籠并室主
何jjJ耗苦~ 

玲在年保管字第2S98 玉在1的37這51 2自 控姆總會單 l 益 發逢其報 告會嘉獎 牽令苟言籠子手獲
幸免

l 在9年，退管霄，各字藥品98 1101003785泣. 2] 繳費投據 1 色 發選手是領F 蠹鑫i鑫! 盛會會輩革持豆豆
-14考4時IJ 

100年保管號寧寧2598 i HH003143.51 22 王軍長普通知寄 :這待 發星星、暴發 麓鑫蘿 蓋全爭會龍井展 ; 
~1lu-

10(1年保管字第25路寸的、10'03 嗎?明 糾紛的主監聽抹 發至還真聽 諸暴霧 中?一有了籠摔壞
比 心U'LJSI<Ö~~ 品OI1"g).)、爾咨t串
諧 當 i熱線?明智油12

poo年保持第2泣如 lifH I1內容51 立在峙的戶時 1本 發達輛 輛義 是中常龍個
j 號 JHJ 主 1J Vd “ j張學

泊i 的年保警告表第 25總 10100灰藍51 2忌 人警係、叫辜A_鴻叫電話 綿，是 l 色 哥寄:還是鐘 韓暴露 蚤中牢籠井盟主
i 鏡 互之祖 f

1 10時僻字幕立5m~ 時100378支部 I 制神是詢J 及 I 1 內 的細 I I 
設 晶 d !請護攜妻

100年錯?萃2叭
:1-'說，

:198年萍管字第25直在 1010U37惡51 2草 三三誨人壽樣撥單， 1 1.司已 發玉還要，變 蕭;鑫霧 牽中?會麓;每單
j 賀龍

1100年釋發字第 25意思 Iτ 的先品向守QEj qn ji 手中主義講 a.吾吾給寶 il i 凸 j ;發:護主主體 ;講著急叢 中常籠子乎還
j 號 imwGZUHi d j 設在寧 ; 也 j 7' y-,,,._ 1 



臺灣牽索地方槍響著才扭轉輯發告招聽濤:躇

，1崎哩快哇主T島a 一tT2月 2器~，已已 這命;事賢先 蔽之紅說 1 輪品J臣、講 i 數量 重量 處事?方式 ;其纜/人 i 主起老全 積雪主

1 100
布係革命的

81 我愛吉姆主莖踏進這

l色 i 發還具體 去中，爭龍井盔月 fEJfmdi IOEGQSTa5 30 
要說書

I HHJ-=F-路?學 Z~)tîö ~ 1 01 01)3785 11 的沙灘絡刊可81 1 01 0~~T:~~1 !我 i 31 本 :措巨p; ?于長 普選其親 晶略晶。J為:S-.卓3帶~._， 全常常I輩革持這

(389年保L 管W 三J字第 2598!lÜl在037惡語
;投

32 身分古瓷器本 l 早晨 發還具報 讓各霖 查中有T音主持堅

10位年各營號字第立5嗨:誰lO船花草~ 3~3 農會存摺 是本 發選手已蠣 蠶暴露露 受中壞事革秀是

1在9年保管字第25且這
101003185 34 主J:"存摺 學至鑫兵繞 黨泰森 這已守主牢籠持軍

主冒比=-

i 跨海:"'1';在營字;第2598
101哥拉3785 。國 電子產品〔乎總7 1丈 發遼其領 l 蕭鑫?豆豆 中?宮室乞并逐

言之
,j;) 

1(10年/琮管字第2598
1Hl自由37益主 是2

電子沒品(NC道:豆、
1 在 吾吾還是毒草 載于司是萍 中苟言臻完拉選

還是苦 手機(含81直是卡))、ft1:L

H1ll年保管字豆豆、2卸的
n010Q3785 

宮~孟b子
A :13 鋒槍翠 書本 發還真嶺、 書學繞多事 京攪在單

100年保管字豆豆豆告認
!那意03785 是4 這早報結果通知書 i 道主 發還真聽 祥說萍 牽申訴清水陸

識前正認

h 

100年器學學第25串串
HH 忠告3185 45 

|病歷融會館證
l 色 苦苦護其纜 主干稜萍 壘中;才會主管恭喜豆

幸免 調等

I îOfP'f-保管字第25g8
1 日 1 '003785 是直 每主義信函 2件 1 寄去護其是其 i 安于發萍

中:常苛求f藍

i 號
;意令說萍1 (lOJ}保管字第25H8 10HJ03785 是7 盟、 人昌等通知翠 室主最 這音還;其""聽 還是中啦?著jJ(; [Æ豆

競

100年保管;字第259E ilSIGC37筋
t使館為說醬缸錄

1患 發護共幫 督;瓷萍 豈是中0/'清水盔是草
嗯如表

I Hì結玉手保管亭霹 25嗨!!li):在03785
: 蓋章

是專 主莖播工軍車嗎如表 1本 發還晃鎮 !總萍 i 查中可行音，丘之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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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灣查中，地方挽著等著扣軒抽企告招壩竟會聽?

督之管字會主 處至于序號設在號 物品名種 數量是 含量 是全寄:乳 其領人 地址 楊主主

1100年保管字第25路
1010U3785 5告 錯險金申請寄 jj l本 華:還真聽叮 這令魂萍 查中有f清這位軍

;號 (笠由〉

1 100年僻字草棚
! 奮之

10100.3135 
電平產品〈郵品 ji lE農 l 

金融令) I 
發達三兵;毒草 詩曉萍( 登台中市?看7J;f1主

100年保字第25認 > 品還是豆往事等詢:書
發逢其護 中TF清水這

百>
101003785. 52 

毒草本
1本 誘發萍

100年總管字第25路
1010037在5 5;3 隨身樣 :文 普安全還真續 ; 平靜 本主字

§主

100年謀管字第2777 :峙的1叫 當敏發且不予摺簿 1本 黎巴邊接續 義幸運摹 是中?韋拉!遲遲至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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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g9年保管字第2777 j沙處主義民耗在會

10巷。0125是 3 主義事盞是(1直忍讓3 1本 瑩透真有犧 蔬麗華 壺，中布掛i麗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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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沙邊;類民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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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柚吾U吾

鴻毛主〉

Hl會年喝足 字輩 2777
主?鹿鎮民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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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龍

?我)

100年祭管字第立了'17
之予處教民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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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J﹒每已全

19次)

;一藐時間7……一一一 三夕i崑鑽氏、在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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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

立在二孟之)

第草葉、 3至



壘灣牽中地i本主黨察著扣押鞠告告認頓禱告昔

在長管字號 j 這分F字號]就本嚨 給品名A稱 數量 重萱 i 處安芳5克 人! 主色品主 續室主

i iB8年僻字對77 (捕魏丸代表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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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j 吉蓋一寧垂在 (18.，惡 1本 發豆豆是蟻 是中白布于今i麗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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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海管字第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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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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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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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灣查中地方輪察著扣押輯發是?招蟻?實囑:

轉學字號 !這!對F字號!琉j}C景色 物品品-稱 數量 章，萱 5星星計方式; 其績，人 地站 1爾hι是蓋年且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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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三字儀管字;璋對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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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達00125是 27 1 ，本 發達3名頭 , 劉?是乏獨 中本主主還

( .::::: )' 蠶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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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保管字第訂 :捌01254' 3日 主導:;j是才自鏽立f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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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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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0079位在 2 剩事f李嘉 :主義 發星星其擴 本主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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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lHlÐ年鴨子系警字第2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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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葉

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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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電話子

100年主義贅，字第 2H62
1000在7964 4 存摺 1本 發達三是發 草色'}學覺 4于，古昌亡、 告電宮，苦「; 

至還

HIO年樣管竿第298惡 讓義革毛最f磁盤會
'21卒 發遼其犧 安晶江 牽傘，常汪紅竟盔

護主 嘉洶軒

諦。無保管字第2989 102盟關部l 2 是鑫苓在萃霜 12乎乎 發藥品頭 黃豆島;其 中:會主之屯堅
3品T吾A吾~ 

100年保管字;學認89
1 日立的50:90 3 選議主E 卒.，，:- 1;吽 發至還共領 養品江 受+*先屯豆豆立法 育事莒

青色

100卒于某管說字第29m)llG2005090 這 .F ..=!..?掛 tFP 3R塵:r~區
龍:化至于 1是 171i:f 發護主主題 賽吾吾拉 守主管去拉克還



牽灣查中雄主智雄察著扣押翰告告語纜清凋.，

報警告布會

:r lIi& 處至于序號 2玄哀號
l J1t" 物品名稱 數量|摯愛 積在已fJ~寸;:-d"_"':";'巳;ç."\，j 這毛攝入 主t.起去 、樣主主

1100年每管字;第2989
i 稜 1020U5姆: t 草草一封持﹒

J垃~~幸存L桔 發還真讓 學自錢鑫 逢中敢言學，子還

i 1惡的學字第29喜喜 1020怨言的1 2 黨表萃保安f是誰掌|i Eg拌 發7遜)其尋覓 ;做慧 查中字琴手這
5吾吾

! j)ft.一
!!如年絡管字第2昏腦

182883約1 3 零豆豆霜 對牛 發主義其績 i 緝毒革命萃 是:中本主事干區
會:

U 

100年報告字萃3.0的
1010日臨2:8

電子產品〈大產
l台 是安護其壞 略特權 塔拉車率將是主辦

j 號 黯裁機3

11 自8年靜.學?第300H 101 的052早已 2 
電子產品去遙控

立足圈， 寄去還J惡毒草 他巧極 學枯藤，持港鱗
豆豆

100年!絡管章良字第3009
10100052在 3 點歌本 2;本 哥哥退路，嚷 地尋J極 毒手把雞侍j巷吉姆

"~. 

韓福、善話意
接語詩

100年每管字第3位持
103006582 25 出貨單 、r告本 發、遜、吳鐵 蒞安哥乏， 平靜

~g， 
鑫責人格

軍.r;...:

范選 3

鋒田辛苦雲 " 

教7海路霉
100年報管字第諮詢

1030'日65:62 26 tl~ 單巴拉率先明
2~ 苦苦護其鴿 ;張發勾〈 弓之詳

我 、議草草

黨語安霆人林

聲:倡導、黨

JOO年接管字第3019
1030006562 立了 樣證實耕

章是
3本 管道其領 章換見是至指蓋發書章母λ司3述有ζ事 j| | | 不幸事

諾言



蓋全灣牽牢地方輸察著扣押i勸告告錯續讀于哥哥

1h柄JF ，Zg佇立:f:i4t i 處分F子豆豆 流承賣主 1 指品品惡毒 事是愛 i 重量 這i告主義 要疆人 i 為色危急 喝拉

1100棚管字第3019 熱絡韓若

不幸字10-3 0.0惡56立 28 存器具J本 1本 發選其親 讓~è音帶亡l$告 竟在

;最賞c:}.忘掉
!吼

是霆〉

來J噫詞寫

:將是手錯雪花弘字第3819!i lGBSSE該島立 立惡 諾言惡報實科 王志于 這否還真纜

人聲~芝
不、急事

花 7
車;據是.~ ... 寫

100年保管字第301學
Z在3006562 3甘、 f色髏豆豆 IJ本 發道路氧

號〈負責
不詳

號 /毛對芝

立在全

、車主義絲露

10位年樣也#第 3D] 意 統一善安學研8年，
:本 發這具規 不章等

lVU""'--J:<f、海寸W 達3

31 
人翻這8暫時是指j

王4有E許L 、j 

;180年路管字第3019 采藝音7年慈的主還 系藝告: ( 
103006562 32 豆豆長 吾吾送3年積 至鑫實 不詳

號 第惡意品蓋章，宮發票
早已 3. 

:每O lf- 1呆管字第忍的g
103的6562 33 

:東藝:97年舉奪i典
]張 發還鑫棧

率《藝鑫益詩于司人
不轉

音色 護記:急品銷輩革
(摔墊壘 3

1030防部21 34 
最摯的年就職講玲在lf-保管字第3的 g

三早晨 發至蓋其續 〈鑫糞: 不詳

還主 連接品品質意料
林，站在已



壘灣全中站方誰?鑫著去口轉物告告招聽清苦苛

保管字號 處發1子 5克{追求設! 物品.>'華轎; 車主愛

i吋玉手祭品學哲3019tJ 品 、 巨g: -J 且在它
諮詢8855i 35 禮活動銘:每品出 主張，

意之 i 贊賞?時

1 100年龍時301:1110詞86552i?36ji 給企庫存摺續 55長
i 設』 i i i 細

1100年保管字第3060!looomn15芸 9 
電子產品(教推

1至于;我 ú 

讓子
100年 1莘學字第 3384

1030位甚車52
電子產品(手繞

E 文會泣起卡)泊之

100年努管字第:33悉達
103004052 2 

|電子產品〈手機
:支

品J.ì'J九bJ 含 5314卡?

!100年保管字第33惡毒
1 自3倒錯52 之3當 資料 H平i 麓

10位年，保管字第33斜
10300405豆 是 土地緣本 1，手各

意芝

1\JO年"'i莘莘v字第 ~~38il 103QO叫 b: 送去吸毒 2張
5克

100年最管字第338是 1圳股| 5 存言筆信函 I 1專長
發商品Z豈是A 

Hlû卒于是管字第33鈍
l1J3替自壘。5.2 授權書 豆漿

豆豆

100年?是管字第3:3說
1030位是052 惡

泰，世華華民行存
3、本

5處 簿

100年位學字藥品泓
1030普通

j 臨時肘存
:本8 簿豆豆

jl鉛字時間斜110300是喜'52
1 號

101 第七萬余錐子于文
i 票簿

1本

軍

門

, "fl工 ~1
r 、、，品

返台、方式

善安三還要報

吾吾至蓋其J嘎

發彗星英模

發選手已聽

善安全霆鑫塌

發還要積

發還要-蟻

吾吾遴J惡報

發進嘉喂c

發退路聽

發還真聽

空寄至還具報

發至這暴發

真頓人 主色革主 ;僥幸之

義:藝告苟

〈黨章別人 本當芋

林尪志 3
1誰學的 i
{賣責人 不詳

拉姆~..l志 1

誰? 
重于國豆豆 查中蔥、晶豆豆

i 料研 弓之主事

;讀名稱 不詳

賴忠、嗎! 不詳

: 

數在聽 本吉字

i 親毒嚼 不毒草

報忠、胡 不祥

賴毒瘤 不聽

報忠、唱 平靜

讓志明 本事事

I "繽志嗎 不含辛



去灣受中地方是全察等扣持物發告招壩?脅時

f司L 位主啥時 v嗯 ?雪兒 處分F字號 淚水設 物品惑:講 敬愛 重量 逞，告玄武 j 具頓;，._ I 地址 發音誰

poo年保守時3鞘
103您是在經 11 

第七萬鞏銀行文
Bí三 發還兵嗤 本主手I !I兒 主蓓

ii那時玄豆豆制組
10300善惡52 12 黨七寫業銀行支 i

1、張 發至蓋率已纜 i 緝毒略 不寄予
Z發ir.

1] 00年報告字第3384
工3 3名花書 E 豆豆 i-Ft品h 、議叩f主J有輯叫 是毒品轉 本書芋

嘉定

;明年棒、管字第3384
103Q位4052 時 土地甜雯韌約是 1本 發還具，要霞 義志緝F 不符主主 持 可言

章主

100年詩管字;第338在
1 日3004自52 15 土地3藍本 lU議 發五星其領 :科輔

本主芋3皂，品ι也

lÐO年裝在營字第338還 1時馴服l 16 導主葦f言正Er 3張 發逢星息，蟻; i 緝毒萌| 立在草草
5在

1100年保管莘莘33惡毒 1 日3脫脫| 授權害 ! 1本 發遷，其是要 輯: 不毒草1 叮

i 設 H 

100 三f--1，*.管字第338是
10300是自豆豆 18 導:證榕晶 1本; 發蠶豆志親 。緝毒;喝 本書芋

重豈 J 品、"、

100年保管字第詔書是
[03日怯的立 1 自 存證倚吾吾 :本 吾吾送嘉壩: 親是~.~是 苟言詳

室主 ~ 

100年標管竿支~338是
10300是052 立自 土地將本 ;隨最 發還是領 草草率調 不草草

~t也

1的丰祿管等二第3:'38還
電寸產品(全盟主 j 緝毒調1日旱。自主05是 21 1}吋岔路錄努克 15表 接通其壩，

:Æe 
~仿~t

療〉

100豆乎每管莘莘338是
1030位在053 電擊捧 1 史; 發還要報 簫樣講 金會穹宇先率還

魯克 . 
1 的年是事營字第 338是

閑時是隨3: 2 苦了丸，機 美 發、逗笑蟻 背f鹿港一 金干事(太平還
室主

11 



蓋全灣牽中地方按察著扣押物企告提纜潘躇

?每管字號 處分感室主 澆水室主 輪JLJS稱 歡看去 奎4匠 、 望、司在 處音方式 吳建黨fk j 拖拉 錯誤

1100年謀者:于第33個
HI3惡魯在053 3 

電子遙品支手槍
:主 發還接報 轍落( 查中嗜血平憲豆

i 麓 今割草卡)

|峙釋?射器是 10300在思58 2 是去還是聽 鴨綠| 本書等

!HW年保料制制
! 否能

10300是.058 3 路獎麓碼義 ; 豆漿 發送品領 賴:總每支 不詳

,1 {lÜ Jf. ~i*，管華33磁
室主

10300715.3 1 本 3要 J75長 發遷，是領 余至寶~I!F 雲言林縣林主持辦

1 1 在8年僻字第33
古拉

lO.3007153 2 本案 發護其j頓 ;會團持| 鑫林蟋蟀內辦

i1巷5年'1某管字第33思是
10300'1153 3 本票 主義: 發還真頓會 學鐘韓 雲吉林譯本幸在丹、辦

;說

!100年保管字第$3思是
103007153 是 本殼 1至是 發護主要-贖 、袋，函，街? 雲淋J糕、林:舟，鄉!i 接A帶 'j /河τr

11 在9年樣管字第338是
1030自7153 已 f昔主主 豆豆表 發還晶體 余畫的時 委林蟋蟀?導彈F

!我
1100年保管字輩338是
|號 1030Q7153, 自 母讓 1 弦、 發至還共領 這?圈擠T '雲轉轉林冉榔

rg5年的 1030011.53 τ 
籃子產品已手蟻

L支 發還息報 ι余圈，辦 雪，林罪率林兩鄉
~!t 會81謹今才子

i 1 {}O年部管字:第3論是
1 日30日7153 8 身手法童安遲至本 1 豆豆 發送、異樣 護法鹽押P 雲林縣林冉辮

!哥.1.'，哥u 

|啡時字
全是

103007153 告 主管對設學本 r張 發藥品頓 發磁弊| 雲林縣拌均>::~嚀

1] 00年鑄管字第3s:a在
j 號 防部巷715;4 高議主主主擇 ZJt 發至還τ惡毒草 盡各宏聽 是中會太平軍

1
100年僻梓茅棚 1酬，?悶: ? 主主轉 lJ主 j 發護主毛替 |蜘嘿 i 牽中可求:丰盛

普車
i 

1室菇、甘為 31



壘灣受中最hL方檢察署扣押輛公告提嚷:清畸

f莘學字號 這至于J字號 澆水號 i 轉品名稱 |數量 還宣誓 :藍各方式 其嶺、人 j 主EE勾主 i噶章主

lüO年噁管莘莘33惡毒
103日07154 3 支票 i 吾張 苦苦逢一共蠣 ;如 i 臺 t意?太平室主

室走

;轉啊!lOG年學管字第3:3直是
loa自告71. 5是 是 本義最多本 發至蓮英領 金會會太平這

泊者
這:;"'1(., 

11的一年保管莘莘338差別 4 位30071荒丘li ". 和解協議這? 的表 發;還真領 鄧括:這萃， 查中可于文卒;處iμ 出 "'1 8 
~l苛EU 

100年保管字;第sas是
10 3:0日甘苦是 8 嘉措授權書 做 j 吾泰還真;犧 鄧.~.報 金會常表亭、監

冒A4hdlth啊1J.由

100年保管第3384
HJ3串串715是 7 

都是否事實詮信~黯
認苦是 發護其啟事 1 至學:宏嗎 中可?太平蔥

喜手、戶'~'W 主rct

i 00.:巷-1.墨學平第 338是
10.301J715是 E 

電子產品(爭機 i 兮
發還具棧 墨學意嗎 受申市太平這三

5毫 會割草卡2丹了 主
f 

10金主芋，;單管字玄宗33思是
103穿白了]志是 g 2品丸奇在臣主、 立譯之 普選手已聽 童裝震耳惡 牽:中敢太平還

音記

100年保管牢靠33.恆、
10'300715是 1U 本桑、 是張 發遠是學、 當事黨;鴨、 i 蓋全中常;豆豆卒，甚至

黨主

100年保管字第338是
10:3位白了15是 11 .$)-生心此是E，aia Z 豆豆 發邊;其學、 繁重嗎 i 這是中常太平還

哥~持\,'W 

身/J P.i;L ，'fÿ'串

:即是字報告字第338吐
10300115是 l 立 持踐毒品本 H霞 發護其是夏 i 誨蜜蜂 牽中可T太平壤

匹弩之年克

100年保管字鑄33&是
103位0715是 13 借主義正本 2張 發還真J頡 登翠玉堂聽 至是中可言丸亭、豆豆

選管這.ì'L.本

10D年，保管字第3384
103001155 

電子產品〈莘譏:
1主 寄去至還?異樣 籠子言芳 建豆花草率，二林主義

:-;;'.& 會割草卡}
~iG 

;韓信芳 i1 0.0年s品主管字第338是
103007155 9' S磁卡 l~義 發三蓋其幫 導學恭聽二弱~，鎮

號
中!

1 100
年鑄造申凶惡

85長 發還真i嗓 (師芳| 意幸免鸝:4林鎮u 唔，草『 τ 咖可l 9 對.;<<佇本玄學背HJ3U0715 。單是

會頁，接



金灣壘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輸安告招聽清畸

揉造忍耐‘言，受
主告 書-~'iL ig遠合序幸免 14:是水龍 是念品名稱 |數量 三章督 l 舊三寄去意義 主早已領人 主色品主 發控

1 100年各粹黨;33惡毒 lU:3日87155; 是 手吾吾 iz本 苦苦至還具蟻 i吟革半一?柯于是:法早-早d海?早- 學化是辛萬二持鎮
S主任

E i全t.

100年海主管字輩 338，是 喇叭|s 糊糊義;綠 發還多息報 是去?言芳 學位草率二棒，鎮
望星

iJF年，但特命 ~.362'9.! ;是憐愛單純夾克 i
如|iiυY軍』 1目叫仙 〈;主吾吾~:i 0031 、 21牛 寄去還真總 學主已有?妝品鑫

2巷口5lJ:)

ii的卒子羔羊時間
10告別是251 5M F 3 

栽培長金尉毛夾克
這件 發丟盡其:聽 金字挖去是 臺主匕荐給浴室主

說: (實號:5903)
1100年部管字第3.7銘

1010023惡語 Y 

紅色上車之 H 發選手忌，聽 對美好| 話祭品率辜鑽魏j 吉克

[的年保管莘莘3748
HnUCl 2:3串串 。正" 藍色牛仔韓 11~牛 發選主要積 劉晃好| 醬、象聽卒讀〉鎮

EJKFEL 」 E 

100年才革管字路許是喜
若逢其續 ;對美好 替星是哥哥z工藝錯，聽10>1 0日2388 3 安裝織 1丈

豆豆

100年保管字第3890
1010.0223會 § 筆記本 、2~長 發還具領 幸長安毒品 牽中會品遲至

號

1IJO年線等字第3890
101üQ22~39 ? 名片 豆子長 寄去還真領 轉發榕 金中會去至1還

種主

L{}í)年部管字華3S9U
1.010022:39 8 穿藍這已 cl張 發至鑫其婚3 毒泰安特 全爭哲品這豆、

室主

l@年4;在營字第389日
IGIGD22sg 自

電子產品〔隨身
在1適 吾吾還是聽 非本書尋各 至是中孝通豆豆

2JM.EE-s 樣?

lOû J羊保管字第:3890
10100223事 n 

電腦設若這(筆記、
.?會 發送暴發 輯:安格 受中莘蓋章?這主

室主 型研單品)
時!.

11 (1 0年僻字讓路鸚
電路JJEEE品

1010在22哇。 !拼音斜斜 11苓 發護共續 悄給 1 蚤中'f吉普、室主

多事 20 喜愛穹共 31



牽灣蛋是中站三言論;察署在白相輯發告強題:青拇

保管字號 海，'， è;中 1 5.良恭聽; 物品名義尋 是全君主立 是親人; 拖拉 備p亨主

1183年春季管竿豈容器翻
101002240 孟。揖 印章 38B 發護其領 : 林哥哥諮 堂中常普鑫

lú'f_" 

1100年接管字第詣的
jf走

1010在是立在自 可i)可 委託者 2;玲 發五蓋其續 尋辛苦格 查中了官逼著這

lUO年釋著字第3920 或控

林豪華主 金會有王太平這100日巷757.9 3 法學錄論教斜書 1本 發至還是了蟻 , 
品F，Eu 

IlüO年裝警竿軒的3
三妾身洋裝 F到半 譯音選手已聽 率提緒，| 會常文章主軍1(JI00141巷 1 

i 哈海L

i 細審 i1 HlO年保持約6，31 1 闊的若能在| 電子鑫品(守主蟻〉 2;主 發至還喜頓 本意草，
zr_~ 
吧J?JZF旱G

HW年報管竿藥是6.81
泊是006820 4叫3 電子J產品仁宇機〕 立主 J發至還要考寶、 j陳建成 “不詳

語"學ι、

1001多保管字黨將:31
10是每每6820 弓\) 電子產品(手機3 立文 發逢其獨 翱;話建 不:錚

'"占Ë
.... '{..u 

的8年，保管字第斜斜
10是在白白820 是 電子彥品(手槍3 主主 發送兵接 三五;裕仁 不幸事

音色

3 日5年保管竿第4631
10吾吾06820 5 蹄子".:."...品 f子機3 3文 普選鑫犧 會智i緝他 豆豆 t 

五色

100年祿管字豈容4631
10是006820 車 電子產品〈乎讓〉 2支 發至還是發 轉讓年 三t雪萃

世品恥

自~?沌b 

啊諱:100‘莘學票贊字;第4631
104自在6820 ? 電子產品〈子梭子 L文 發遊義?聽

至芝

]的年發營字第品31
亭，古龍)~ 1 丈 發護其領 季長鑫譚! 不草草1040巷5828j 惡 電子產

設

1100年是裝警字婆是631ho基告的矗立思j; 
率會~比'" 

§ 電子產品〈手機〉 13之 發選為聽 雄.t-學棒! 不誇

jin§ 卸系良性，時是向1 Î.A "Aá.M..."， ~1 電子的〈爭議3i l之 j 發至還善報 費品、中 3事詳法制讓子弟喲 h終是翎串串201 10 i $tl恥t ! 心 V I f 



臺灣憂中地方搶著幸著扣押輯發告語聽清了畸

,:t!L M，.梅-5克。Jm.rg; 寸一 5是 ß~ 患有素 i 它本毒草:刀，>'-7":l_fjt r ;'JfL 母誨，品率乖尋 i 數 E
[ "莖 三童糞 處遙法1;:式 :累?續λi 她垃 譯音室主

:在9年保管字第是631 1104006820
奮之

11 電子產品{手議3 立丈 發1逢星L領 :著堯舜 j 不詳

戶、自徐向慌，對箏在631 L ~ ，~" __~-， J !盤子品fr:r(手梅)1
電

lJ-r?fsfE di闊的串串設計 12 ~'.-rl主叩，-， .'iJ':~.J I 發還真聽 黃誰就 不幸事
晏海 i i 
;,.;:,;:. i I 

100年總管字第是631
發還持續 警車~'草葉 ;在吉草時400晶82日、 16 換車零錢 I 于長忠告

主話t...

!你年多事發宇靠在631
]040尋思320 1'9 

電子產品C室主攏
室主 發還真:聽 五 i盜蟲 不幸事

說 器鏡頭子
11叫年報警字萃的的

101004是75 21 
電腦設{霞(電路

E告 發還具，聽 |是泉、吳 牽42TFiiF 盔、
督之 主線)

:白色豆豆，結安字第 4910
103如拉油 1 

電子產品(USB丰
立的麗、 發?還真想 i東路;萍 全市常常屯麗

!我 成品4G)

jiGG年保管字剝削
1 0.300是240 2 

電子是品給SR半 i
301麗 學還;其擴 陳忠檸 查中布:品也還

i 室主 或品，、在G)

言 100lf-保管字讓緝犯 , 
103蹄蓮立是在 晶晶 鏡頭進去盟 I 重型 發遺書名繞 是晨起掙 逢中令?晶磊盔

章主

1的年雜發牢靠基金10
108。但是說G 是 產品樣聾子 1 量已 發送各種 )東思轉 是中者為也讓

蓋全

100年各管字草、是宮時 持色裝章(遴選
話哀思主事H13位042遙自 3缸 雪去還真讓 牽字會島建L 草色

號
;) 

隨身碟〉

]01)年在長苦等第4910
l在3日在是立是自

發司聯絡略轉棒、
3 包 發至還接鎮 ;東思轉 是中意為車還

單主 籤寧主品數

ì 00年保管字:第胡1日
揀起樣 蓋全中可J. 1告屯，軍1030思是立40 車蠶翠 在議; I 發還真讓

td心r、結~
""'VW 

1] 00年保管字鑫紛紛
103的是Z善惡 E 

接上且需物對被
主義 發逢其繞 要表還有J樺 金中守主I 品也盛

! 至走 主溶裘

1100年在農苦?第4gls l I IE3在思是立是喜 告
露天拉賣出撞著

工言是 發至還兵鎮 j 離異樺[ 是中敢為屯軍
理



臺灣查中地方是最察著扭轉輯發告語蟻晉時

保密字號 處分序號 :乳y拉哥兒 物品名稱 鑫盒 主童安 注定會方式 品種人 主色垃 f毒室主

100年鋒管等三華是913
10100367里 1 莘ζ旦立 5乎可L 發7逢其J嚷: 黎能輯: 奎中帶走星遙

"焦急
::V,L 

100年每管字黨是913
藥;盔 :色 發守護jZ積 黎龍麟 是中甘苦大莖這1 010036，7告 i 2 

~至F18 

HW年保管忌字讓這喜悅1100007902
違章

l T,l:nít 11~冉 發選手L續 失每生男 雲林縣事寄:調郁、
言rrc;

100 年保管宇:寧是會3BjilBIED是雪331
EJTA信1ft， 1 ! 手提忽 告j翅 發?還接領 林義講 牽爭可?司令建立

10容年保管字第49:3旦
nnoo是雪33 2 手提起， , 別國 發至還共領 i本辜鴻 全+命令這

說兒是至可

卒于呆著字第 5D告6
11}垂00是各09 商業本票 :張 發還真是黨 !率還;蔣 i

號

j 00年保管字黨的警車
lü40位4益8 日 哎

電子產品已行動
玉皇; 發還真聽 i 率還帶 不錚

5克 電話(盯了主持 i 
東芝筆記要電腦 |謝謠:來100年保管寧;第509，9

101004是52 11國 發主義暴發 不容手
我 (.-;去??奇鼠3

100年保管牢車到海
1010告斜5? 是，

電子產品〈臨行
E文 發還~異類 這話磊、東 "事態 全81質卡

號 動電話

呵;.，，-

1 日5年絡管字第::rO朋
10100遲遲5Z

，叮當 電子產品(YANG
互支 寄語道;專毒草 講5萬來 早在吉琴 是已司令SJ.羽卡

早J幸昆告主』
E豆、

YI行動電話〉

100年，法管字第三09.9
101004是52 '8 

電子產品〈胸|
1 主 苦苦逸晃領 諸葛來 平靜 會SI還令

會主 '括行動電話3

100年張管字第50時
:的 004是5 2: 金

電子產品(三莖
:文 發星星真聽 主整萬幸 不幸事

!去'E- 手?主語堂語?
:!J豆，

; 主會?訂單常101)年梅等字茅草。的 研 f錯墓

發還吳學、 說t搭乘
'-)'---1"- j.:"<I"悔，悍r

1的忠告4是52 :在
E哎"，.，..

1丈
吉克 道自持動電、詩3

100年保管字第諒自發91HH金色進是52一
帶可是由['b;是車

發還真纜 j 謝義來 不符 會51磁卡11 
色寸 p由主 J為

lf過
要犯 i 網卡)

諮:23 竄診共 31 玄



臺灣牽中述方搶著思著扣押輸合金招聽清時

改Çj-}于遣了是 i 哨 1個社 3 輯:品乳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章主J
全g

λ干 地址 嘴拉保管字號 J出~.:力:Iiffi

i 輪車100年保管字支書5關911 的攪在惡毒是52:13 高饒格執 1本| 發至還具續 三表達平訟~. IHH 
吉克

100年保管字第5099
3 

輛裝|1 曰1倒是在52 ]才明 ，便條主是 i 綠 普選;其婚 本主事
號

100年，保管字鑫甜的
10100是4，52 15 

電子車品窒身:
發送;其聽 讀音藹豆豆 司辛苦季，

當:吾吾ι1..; 嘩〉

! 1 如年課管宇言~5161
:峙的是普通是

主貝兒豆豆互會證鴨
28本 發選其續

者:貝充拉
益差 t許可于、大:摔壞

幸免 黨主本 兒~~芳:

100年，保管游叫L字第~ 517(111)1004934 皮帶 1位是 發還是頭 這本意滿 i 還是中市中藍

[林奉為100年釋管字第5'1 77
1010在493是 主 小皮包 :樹 發還真聽 中市中重 皮夾fst 

lOO年緝毒各主主 ~5177
宮會、至還真壩 林遺失喝 會常常霞mu e EF &k 1在HJ位惡習3基 。的 手毛主色 3個

意龍

100年保管字第.5177
lfn發且是那是 是 裝警 31降 發;還要v贖 林;譽為 袋中牢中匿

藝已 '。

:鉛字報管至是字第5377 ZG]88是93是
~ 小車色 字路 發還真親 摔意識 壘令常啥?直至

i 皮夾

(1…命都I ;總 發還具靜、 林是長2龍 爭才會、軍b拳、土i[it寸一 刊 1010哥拉34 已 乎是這色

i 控告年f莘學號學薄弱似"' !1020031 立了 黑色絢釘在爭機 j
及訂單卡 1張

1 主 發主蓋其纜 楊先讓 就圈可r.~敵意?藍色

11001乎也f辛苦字第530是
102003127 2 

藍色NO郭先+機
1:主吶 發選其領 講文寫| 撓頭可觀音軍

諮1每峙E 卓 及訂單卡1張

做客!;如年1海學蹄字第530哇 !102003127 3 室主踮起?嗚乎棧 互支 發還真聽 給鐘才?魏晉這

I ~L i 

!據文寧;r 10Q -，1-絡管字第33位進
i 眩目833371 是 誰造，NOKI立于機 1 1文 發3室主事蟻 愈益豆豆守客觀音

替毛 J克郎詩才;.1 主義

2鑫 24頁學立志



臺灣查中站站了讓舉著;尋自主宇輛公告招種清華哥

鳴管字號 處?全毒室主 謊哭泣景色 輪品名稱 數量 發暈 處發方式 主LLt壞人 主色品主 錯言主

楊先需|雪 00 卅:芽毒品#箏 53思是 SonyErièsson手 1
路邊、其親 巍、額可于觀音惡ILm.:.:許扒拉 11020日3J27 5 機及SHl 卡l張 1 主室主 ! 

]恃無保安府字;在 5304 11020位31立? j 1} 充電器 21i問 發選手各漿 楊文譯 批蘊守苦難，青藍

1100年鋒管寧寧蕊做 單位1'OLO凶手織工
林反吾吾 是中常處屯這102003127 19 1支 苦苦鐘某領

著rl地 主及SJ蠶1-1 張品」

3哥哥年保管字第，530，是
10立在、03127 對 手主義及SI藍卡

就
、1文 發1遂嘉續; j 祥龐聲| 中可于 1龜兔，藍藍

100玄f'-i義字第5304
102003127 豆豆 子機及到頭卡 乏主 吾吾選主主頓 林退學 是中索南免這

二蔬

100年叮嚀管字靠技351
1050077惡4 3 

電子產品位的KI主
互支 發邊是領 主聶衛 是是中軍品進J還

室主 子攏)
;在5年保管字第認51

1050077星在 這
電子產品憫。.KIA

1文 發送要續 鑫!志強 h 轉化毒品孽，化可f
義 子機)

tOO~寺路申草5351
1 日5的77惡毒 意

電子產品

1文 發至藍鳥續 發瓷磚 韓東早春i韓東布、、 4 、~甘于 A

仿A器sm這手機3號 、

100年保管寧主事535;1
1859977惡毒

電子產品(sony
13之 發至莖築Y壞 陳桂、1鑫 等東籍，~童璃:擲

號 足了lcsson手機〉

100J年操著字第5351
10500.77容是 E 

電子產品(NûKIA
2支 發星星星主蟻 ?黃鶴，竣 本書萃

Z說Ti，h已m 爭議〉

100年海管字第三3泣
105007784 是

電子;產品借口時
1主 發送具穎、 蔡親親 不幸事

號 erièssúfi手j袋子

l 紛年器發字第.53B1 11050077841 1 自 電子產品r 接OKI喝在 :文 辛苦護;其樣 :黃豆豆己承 不詳

i鵬各主幸免字草5351 閻明778，是 n [軒PH產Q手舵品指手〈a穗捕子一;ι卜f 一段J 蜂王墨;其領 !:委主奉 平靜，

!可 00..;牛耳?甘融的吋5ljl l i 管子產前 (SG忍了
i 平:誤會子弟;)，j_al I1050詩句了童基咽î 1 立 I -;:... 

; 號 iJ~lilJ j' {~41 t -4 I css柚子機〉 1文 發護其頓 阿拉 、呼'‘'叫- .吾::O:~子Z學

25 華夏，共 31



蓋全灣逢中地方委會察著扣押輯發告招聽清畸

保管字號 處至于序號 首先是乏競 物品，惡毒露 說擎 三童愛 處告讀了是i 共領人 地i議 議:認

100年梅等字第5384
101住在8331 .t"三是 2~是 發還真續 著遠論 受申訴乏主屯露

路E
';I}Jt... 電

1 100年韓若豈是
字倒是

HH自在6531 立 帶據 發逢其續 (闊論 查中亨通屯達5

jiSG年胖乎都513
3艾

102006是81 是
言語按個人工作室 I 對隨
報蹋資將

h哥哥蓮英噸 !鋒搞調 若是命令主色色罷

i i訂8年努約三翠玉的2 102日8個創 i
::1 協議書 :“手表 是安逼真讓 議事婉翱 瓷主卡塔3t免這三號

Hl O年，讓管字第55蔣
i君是0'0惡毒惡1

戶

t 筆可言已紙 1，鱷 毒手豆蓋其痛 ，"'ð各約嘻嘻 查宰亨拉克還
叫

:自以忘

100年鋒學牢靠55?3
lD200底是在1 E 瓣扭路將| 111區 哥哥護其親 i 制總 套中

I

曹先進i室主
整三

100年器管字第三701
'1ûl005915 1 在裘(5件上衣〉 3鶴 吾吾護共領 主J織淇 轟牙先>v.;>社會遠

~~t 

100年報警字第窮的
101005915 色?品 白色上表 主件 苦苦護其領 主草鞋議 輸血草率和建

量皂

100年路警莘莘忌了33
呈的白發75是4 。。 ;正j紙謀本 2.本 發玉霆，共;積 熱槍?表 牽中可言宇:盔

念是純毛竣 i會走 給學

100年保管字第5897
104郎2

串串

3 聽蠱力 L主 i 發這異續 詢織成 查中寧夏島生、這
豈是

100年，豆豆管字第3旦前
:普通郎邪惡3 立 跨出力 :文 發還:J連續 紡織成 查中穹于是全克、婆豆

百ît
三

i 思 5年絡管字第2且也自?
發護主惡報 特 奉命哲宣言屯盔HJ400豆串串3 q 本繫棒球棍 互支已E

1 號

:閱本係管字;第、58替了
發:還真續 輯:鐵戚、 們壘常常汪會進遷，10是在020'6:3 是 地乏主義色 }3之~t斗事?

曰:自己

100年保管議芋，讓5串那jil 悅目 020嗨I .;; 銘鋒J ! 1乳 蓋全還接敏 柯鹹 j 牽中會~È藍皂、室主

路:訝:2頁穹手毛主3



憂灣牽中地方輸、霧署扣押輛公華卡拉聽清華語

:射時就 名稱數量時 … i 票點 拖拉 (蜘 l

(188年鋒的說前tM喲!告 玩具腳 時學 發i盡其續 i 爛鐵 i 受申訴過色麗

ii98年僻字第3忌妒'110是SSZG意5i| ll 僻 1張 發遂將 精光 金字博嗨 ! 
i 曳論學已 ! i 

100年銘管主凳字第3且5111 日益的2863 2 番說書 1銀 發送其、、是黨 義講完 受牢牢獲海軍

;母9年係管呵字第5約711 賊船的51 3 只 隔 發達糊 i 瓷蜂起 的前整潔瓊 I I 
了叫1芸叫

j:3 如年保安鏡字第58971104oû2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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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 任委書忘害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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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O年保亡黨6181 擱在1部豆 漿菌數咐 :瓣 發逸間 安裝文 引領先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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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灣套中地方輸鑫著扣押物告告招攬清苦哥

處分序號 澆水設 物品名稱 數量 幸會主委 處玉手方式 主毛攝入 她主主 喝、拉立l言'"可們扣駱妒一 才，去f.:~勾這心私

11 師年保管字第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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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J時FE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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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保管莘莘約81
102(1012511 12 本案 :張 發i鑫嘉纜 會議提 牽車司T大室主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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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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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灣牽中地方槍聲著軒持輸安告韶聽講: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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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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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灣牽中施，吉拉撓察著扣押輸告告摺繞這哥哥哥

保管字號 處合F字號:走7ÌL號 翰品名義 這支斐 重金 是會方式 妻已纜、人 主色品之 麓，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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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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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受中地靠誰察是手扣押物至全告錯聽清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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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保管字第三亞7日
中惡毒、蔬j海電子

105006713 E 進籤場營業級別 :錯， 發?還具犧 邱番話算 金9""宇先星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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