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裝

吉1

f泉

臺 j彎臺中地方檢察署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中檢謀總贓字第 11009002770號
附件 : 如文

4當 官jt .

保存年限:

公告

會、‘

哭泣;你'~;G"~:?r~::.~?; '1.'~"心':'. ~.:>~~:'~~'司.~.~: -:.'，可呵..~叫你的之
\ 叫:句古

~\::， - ;;: "" 

主話:公告發還本對口附件所示案件內之抖FAit jj Jj;:i jjJi--i:Jj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4751'} 第 l頃 。 ~;，::' ': H ',=:: ::"1 ! t r tt: l: ;~ rc ~三~'~:-~');J
公告事項. f:'; < ~ (F+計 1; 三 JJJ曰::這~.~ "~ 

一、附表所列神物品，應受發還人所和閉門甘于何;吧!可
發遷，特公告招領 o lJ' ， 心 、 ， ~ ~ ,..! l. _ " ' i_::_: 以 1 月

:'~' 'f，~ " ;e~;~_~斗. '....、 也

二、應鈴還人的告之日起2年內， 棋子閥混約1怯地:;;;;:;
身分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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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長

。

i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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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灣查中地方驗察著扣持輸安告摺聽清畸

至軍管字號J 處分序景色 奇裝耳其室主 物品名稱 主史最 暈暈 豆豆兮，方式 鑫鑽入 地址 喝拉

i 本書拿告會是年保管字第2837
11:0003直是全 特蓋全警 35普車撞在 L毒品LiAZZι?~S"Ed'正、是海c7.~ 不章等

華之

恭喜5年鋒學字第3427
!l99007甚[13 3 

電腦設備已電路
1 會 發至還真J敏: i 不諱 : 

不詳

主義 三泣輯) 要海學

的3年保管字第51號 的闊的917 y主管 1餾 幸去，至室主志敏 不詳 本主學

109容年保管字第 51 室主 09gU00917: 室 i援手 1 文 發7、逢其壩 平靜 白不古字

iQS5年僻字萃的
哥哥B0022且是 ? 型農刀 3三之 發選手已領 本詳 不詳

a 忍

ÎO金5年係管字第3333
的樹00583 黑色苦苦品畸 1個 發護共聽電 不譯 ; 午-才干存... 

雪是

U98年f呆著字萃的20
0990010哥哥 哥華全獨 111宙 發還是纜 h不詳 不詳

吾先

G草草率係管字擎的立。
在昏昏巷。:在惡§ 9 長轉持每 工掙 f普選手耳聽J 不誇 不幸事g{ 安b 

u 

的8年祭管字華的自是
的§朗的31 色苦辛苦苦榕 2報 發還J是領 不古平 不詳

雪花

09呂學保管字第6104
豆豆90US031

立 還子J逢品 C行動
1~~_ 發!還嘉鐵 不詳 i 不詳

我 I 電話〈會5E藍卡))

的5年保守安芋第臨時
發還是聽0-0.9 OQ '7683 全嗓點喝棧 1個一 本，詩 不幸事

豈是

sgg3年1寫著字第64'65-
, 吉τz克h品

白宮會自在?苦苦5 2 詩歌、本 2本 發還真籲 平言羊 不詳

凶惡主f-.1*管字鑫白嘉軒
n9g劉7拉車3 。亨、 遙控器 l i. 齋主義共續 不諱

替毛

喜 099卒，海管事第4982
1000047鄧 ? 答道教寶典詩霎 11議 發至還其親 i 矛m手接片主齡館相已 金主主管爭 tb 遲至

?號
?§2年舔了算是發豆豆

1000047創 12 
電子產品(監毛主

1 個 會還異議 吾吾家翠 三是去上守了 山還
錄素;鏡踐3、

i 賞、管乎是 24



還是灣查中路方檢察著扣押物企告招犧譯音聶哥

，拉h長司h 哲"揖F 主E于!'，...，一百T令母恥已 !處安F字號;走字號 物品名單鑫 教堂 主主哥哥 長;每育室主 其積人 主色扣上 警告提

§會2年保管字萃的經 110'0位自是 191 19 
電子TJ豆良品￡地葫

Hì至麗 發達3年纜 i 桑霉j鑫 金主會:中i.b這
I "舟 掛告ð)
I ~~ 哈巴岳重r

1 099年錯?p率是fJg立 liE8885在7告: 20 
電子產品(對于講

發還要報 子吾家鑒 牽五七市中心罷
是每〉

099年保管字第498立|i l 替自WJ47如 21 
電子產品〔純真

發還真壩 長j家華 食品市中山罷
蓮花 | 電話J

099年燕管字華約8.2 時之已決~，(計算 ?盤! 轟擊學 查先?宮中出這1000日是791 22 
這主 rÆ拉關

發逢其聽::t~ 審美)品yil司T....

G♀5年‘保管字黨將82
10街串連?告: 23 

電子產品〈電話

H題 發還真蟻 i 暴露鑒 牽jh常令山 J這E
S扣rt色 擁〉

{}99年採督導 if; 4982
丟在家主藍 金先?市中心區l 怨自哥拉是791: 說 計管 閱本 發，還吳建rl

量豈
咬牙一品Z 主、

6會告年鶴管字 3舊是雪路
1日Q0047!H 25 電子J斐品(聽盤) 21團 幸去還異議 長家發 、 d牽去怎會今; .J:r達5

室主

{}g豆豆手犧管字第4982
電 3海設犧(VOIP~

美乏主鑒 學至七可于中山區I000047tH 2".8 Gatm月2法y{F豆3咖 1 才層 發逢星已聽
夫會jiJt.. 04A)) 

099.年隸管字第毒草BZ lO{1翩翩1I 30 
電路]5ζ犧《列主

工個 發還晃晃頁 晏海學 是先?事守主出室主
是支 我3

ü99年各管?第約82 掛司瓷甘〈其豆豆

發對其標 、吳霉鑫 牽注司令爭中罷100904791 49 
也可于處甘口 /、

缸，翹
電話〉 一斗志 , 

竄，

109穿于{f.管?第4982
l 在U004791 5在

電子產品(行動
剖面 寄去選集纜 乎每家鑫 發起:爭中山藍

i if最主 草草贅吾吾 3l' ~哭，

j§惡抖材料約82
2 
電子r壹 JL〈有緣

最先命令w 遠;1000早在?當l W立UMP 發護共領 接這毛主主
i 章兔 麥兌現)

J 電品產品(奇主林

l 搭甘L寧H 主4管099卒官位申弦是母的
發言衰接替 金先章中自還鼠 、如啥?垮了 泊中 10m:W4791 泊 ~誰聽(-~主義率 }:j]濁

( J I 4j p i 也戶認棧i 三五" ) 



受灣蓋全中地方撿察著扣押輯發告努聽清拇

是裝警字號 處分舟號啟泉路
學 ~'b"& 1 t')H., ,$ .. 1"""; :]}j主品 是念品品李嘉 數量 發至三 星星卦掌互支 其聽人 主主垃 f毒草

i 電腦咐仔服;
Og9年學管字;在叫82 馴闊的l 5是 Gatew挂了 (草了一 4:11睦 發送其獨 吳家主皇 逢其有于中J4區

d兔
單位置))

電腦設備〈帕拉

1099年將管字第怨能
泊在的是?別 55 

Gatew返于4
I獨 發遵義空靈 !長率攀 金五七市中 ill 建立

l 主q站b、 (Free章。
VB20告是1 ")") 自

f!i9 9年4吟字第三753
亞哥9D07051 子在龍 :是 發這其發 林華喜愛 本書手 告訴羽寺老

景色

位當94-部管宇第5853 i翩翩3! 棒球攏 1 文 發送具發 5美;:~呼c 弩.-之 是中常覺揖重

, 

j削年路告字第認53 1師8叫 。 是支紙7J 1j是 發選手早蟻 句:張家靈之 金字本踅原單L., 
里 τ:丘，.克,>0. 

i還

白雪慧 1f. 1~早 字 ~5853
，110立在03孟33 3 

位當〈眉宇管柯力
立;年; 發至還真寺棄 安豆豆豆牽 查中智囊憑這

~恥L 機)

約2年錯督導翠玉853
發遵義領 林是同銘 命令堂濯廢

j 號 1020在3833 是 商業本主吾 :本

約會亭。持著宇:事5853
5 

電子產品(行動
1j是 發逢其親 林要錯 壘l'穹ES堅」喪盡孟102003833 

吉~t
電話含

5間-的
. 電子產品(特動

099年報管字第認53
E在立自身草草3:3 § 電話(含51單 i 文 譯本主還具纜 林妾，銘 查中才3室揮霍空軍站立、r、設

卡) ') 
志

電子漢品(1G轉
G金5年。品管字吾吾詩詞

:斑白白3833
T士實 :行動電話(含 l 主、 吾吾還墨、報 林華銘 妥，中常星星之麗還

號
割草卡) ) 

!時5年保管字第5853jj、 S烹003在吵吵i 藍色 L.U IJD (h:J ;(J 3 寫業本翠 la張 發遵義，讓 掉多美龜 不幸事

主持黨



憂灣蓋全中地方檢察署扣押輯發告提聽清吾吾

正早已是在申宮會

trpE-3向1i'it
愈合_-撫措?芋是
趣年;>>，1已 ljtL本恥 輯品名稱 鑫史晉 i 當這 處至全方式 共體人 地土豆 主r.t義結L 品實，品-

10告5年鋒學率~5在53
F 電子產品♂(4萃

本主芋l020038~3a 17 J轉手巍互會SI盟 L支;一 喜若還真?續 本主羊
品芯kt去e 

卡 7)

099 5呆子系營字第絡站 11在立的38331i :惡
電子產品(二星

;文 發遺書已嚷 不詳
吉克 蟀手機

這

09告年1辛苦字第5:853 d年何~J-1(S日iNY
; 不詳 不詳lgggass33 19 

主要在口臼L
吉克 發至盞是報

當豆 呂學手機?

G急急卉葫互為冬~繪 5853
電子產品{LC豆豆

莘莘手
-'f-4:if;; '1早廿一錢守

10立在03833 室。 色乎總(令81攝 / 1丈 發?還妥善豆 ，;;F享享
3dBfE31E 品 。

令))

!09惡化鎮定本命第5853 電子，這~(ι莖
J文 發裝異領 本書手 不詳

jJFgf-atL叫-
102003833 立:

R舉行動電話〉立在三

jü剪掉樣?也 茅草色53
H)立即S-S3S qL」qLa 

電子J毒品(矗立
3文 發送gL頓 本祥 平靜

書i $t 桔子機〉

平靜 i 09慧玉手部管事第58弱
1 日立在03車a3 23 

子產品已矗立
l主 發還真領 不;幫

信手拿龍)r門‘w 

電-存~

099 .:if-替管字翠綠持 嘻岔子嘉白(三豆豆

l 文 普普選共領 智富毒手 不幸事1020038:33 
吧 ，一甘甜

ZIFIj已~ ?傳手主義)

099年薄管字第3533 帶子~'Jt品(~萃
J ，;是 發還喜喜寶 贊賞聲 不幫"10立自03，833. '31 可~ "4 ,l!.F-

許:)}j是t 轉手機?
毛y

i 電子產品(接轉
IO:=l哥拉謀是各字第5853

是丈 發豆豆惡報 查單合草 啥草草;. '~這b哥Z?L 平靜~ \)~，叮 芷背 心

102003833 32 對講機(電i1l::;3
慧 芳抖辛~l苦A 

?濁) ) 

1099卒"每管字第58;53
;號 '1在立即3833 3:3 空白寫意本豆豆 :本、 發至還臭棋 會雷聲 本主羊

空白薩斜誰也波普許
曾將!1099年保管字;察時53

1020.03833 34 是說 發建兵蟻 本:誇
!號 的書

4j革必



牽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才對合告摺聽講潛

if青申草草:.':f.，之才門垃F4Z諾品L 處命F字號|品本持
';-，~..，':; 考 o!'~;l l'L 均已 才毒品名稱 教童

當時

可叮羊E 這岳、方式 共領人 拖車是 鑄室主

總卒，路管字第五岱31102003g3~r 35 塔拉克草書及記載拉
2張 發還真聽 h萄品 d街士都 不詳

成2JAEKW E , 垃之便僥幸也

的會年保管?第 5853 長余地方法院民
I fJ2003昌在3 3§ 13是 發還真鑄 嘗嘗學 本主事 & 

芳草裁定
/戶

Ofì9卒-iir三學字畫~'5852
10200383.;3 37 3夜雷鳴細乏主 1張 發道路續 會寄聲 不言字

豈是

!約9年是系發字第 5853
10室的3833 3.8. 支票毒草本 豆豆幸: 發玉還真頓 智富戶主告 不詳

! 對巴邊旁 '趴

;承諾者是言主義電
10991予保管寧寧5853

102003833 39 話.龍說之，1即告 9鞏 發遂臭棋 諱，富善事 不幸竿
室主

缸

p品vt、

û99年接管字第 5959
100且在立是61 .{;革 j繁華去 151海 發逢其領 (制裁 逢中?吾先還

號

(即報絆室主腳5日 1 ClOOQ2461 2 獨;學技 1子還 發遷，再續 吳華文J鼠 袋中才站還

1仙鶴的3古詩 5959 1110002是61 3 藍色拉器螢幕 玉梅 發善其頓 楊主草堂 查中常太平這

f詩里卒子;其管字第哥哥59 電子產品(監視
是是主是愛 中可?太平區100002461 是 工會 還告還具體

Ød? 器 3隻汪古音都護?、的M時r 

OD9三r~~!;冒咕咕t ~59.59 
中常太平這豆

缸 ~j*事 spD
100告思主要61 b 路線，雙遙控器 3個 發送共領 梅、進盟

發
‘ U 

給9年錄管字第5959
的在002461 g 小姐名單 :主義 發達兵學 楊主區黨 受車司'f太平區

委主

09怠穹='，1荼管字畫喜5959
發達品蟻 建牽進鐘 查中rr太平還3 自000立在巴1 臨輸;監接，毒草莓 2個4、-曲曲

5克

的2年傍著第5~5穿
100D的是位 在

能離小姐電章含量丘吉

豆豆長 苦苦還真稅 是中?事!太平室主
親 主義

5、資講共 24



蓋全灣益是中地方牆:著手著扣押輛公告招攬清躇J

張學字號 處分F手奮起 ?這本號 物品辜鴻 數量 了靈童 處;八7J 兩1J';J包F J J惡鐵人; 她垃 可惡毒室主

給§年保管字讓諮詢
100002461 .9 筆記本 ]本 發還是干績 i 撥進覺; 牽命令太平壤

Y世2lã早h已~
' 

告急9年，提管字第5959
10白的立基的 10 

紀錄童音入了養料
:弦、 發選主急于讀 !續進堂 牽字可T支持豆豆豆

EÆ' 用紙張:罕見b

1 100年海學學靠別3 號
隨時做毛在車 1月 行動電話 主丈 發送去毛領 ，洪奉軍醫 查中草!早已克還

jiG在學僻字第2做法
Sγ~之

L
二 10HJO善惡訂3 4 本品

官府 12張 發護共領 接生表態 查帝本主乙:屯達三

] (}O年保管字第2045
10100毒品8 5 獨山刀 l文 發還真聽 混水路 0/、韋拉克臨

警三

100年絡管三字第20進去
共能一般物品:

, 
l在替自在8783 1 (、行動電話(含 2支 發主鑫主要聽 嘉浩遂 是中肯于1紅色還

彗星
訂單卡))

2

、、
6 

典、錐一吾丈物品
IO{]年係管寄:毒害立在45

10穿白白878在 〈持電台電話(含 1 丈。 發護其嚷 誨，圈安 至5化聽員林市~þ 
::ti.r.G 

SnH~-)) 

暴露丹、家1100年各哥哥?第 :3235
101000是2，2 安全獨 l'做 發還真嶺 不拳拳

矗

figg卒保管字第3235 10JOO:0422 2 襯榕 H牛 發送兵頓
吳東六達三

卒，誇
音色 J路蓋「章E 

100年鎮管字第3235
101000基豆豆 是 說一發豆豆 豆子長 發還真績

美章太累
q::"誇

j矗叫識iì.
知

• 

100年J保管等立 3藝品的 劉文章草 逢中荐.'裝警4達2 會主Sf還令Iå3替自2931 字機 立文 芳香還真是軍
草 ，世恥

藝冕
t 

HlO年絡管字第奶的 10300293.7 立 利蘊營建館將 5將 發還具體 劉文章盡量 中軍車勢;還
4;~ 這 J晦之品

1 100年保管本黨是詢:
i 說

1間主認可 3 !輛車障制崑 j 糊 著寄至達持續 對文龍 牽司立了fi:叢書予處

第豆豆電影站立斗



牽灣壘中遍意輸察等扣押輪告告招摸清?請

保管字號 ~.~至于血漿星星 心 追求號11[.1;,/ J.... .:)1.1(. 牆品名稱 j 數量 三重量 ! 處分手空氣 要幫人 1 主dE主iI: 毒者說

100年海管字第品。11103自02937 是 ‘ 哥哥 !5張 發至還接聽 韶文麓 j 查中會采警幸運本市tEj 
回~~t i' 1 

年給呻吟的gt i rj 
100 在蓋起1!Jf.也γ 為ω4lil惡2003127 惡 鼠也品之 發還品種 害毛路交 主主化縣二車辦

1 10紛仙普恃年保?戶字萃詔 l02岱告§郎3127 n 海調液、電話通垃 l
B歪! 發送兵報 !接路交 彰化將;二本辦誠可i最 i !告Zl

ij 約每乙、保 字豆豆 5泊是
10'立在0'3127 14 發言惡本 工是文 吾吾護其蟻 接Z蔡先 龜兔草率:=:7.拉姆

5克 -r<、

:在8年督之管字室主諮詢是
102日83137 15 喜主義翠 3張 發還真;親 接見各文 學花毒委、 -7}主辦

室主

1 100年抖字第3伽

2義
102003127 16 SI單一卡 :于是 發豈是真纜 這各路文; 著手梅縣三Lzi主辦

rioo.if-梅等字第 53位
10立在83127 17 

夾鐘衷;匙互之巨龍
1;個 吾吾至蓋其蟻 高三路三位 : 幣2位擇這二水辮

τErE:二~，品L=-le 實發票B長

100年品管字輩忌3日益
合綠色月手掌16茅草

接路文10立自嗨127 18 及不嚼液體共2 、21E惡 發y蓋章、J晃去空軍 主啟4位是寧、ζ二本輯:
室3主p告d 

罐

HH年每管字第29:2 Hno 0 1971 
電子產品(帶鑫

至台 發還真發 辛辛投球; 受甘示可于海盜
I ~耳~子s 機〉

HH年保管字第 135是
蜂子 室主農 發至還J是研 兵力傍 牽中常了對毛區101003629 

義是

1m 年徐管字第 195.3
電子產品

萬言慶松 主顧忌函哲學主蠶豆豆時4日位忘是當? 2 (SAlifSUNG(GT一 1支 尋委主莖嘉嘲\.;)}ìf\10 Ul\ lT \. 
吉克

S5750E<)) 
時1卒保管:于華割草草

10是001166
電子產品(乎?難

1.主 是安護其領 許將嶺 發寧主潑、恭喜寧縣
室主 唔穿草委〕

有孟品 ., 

這 101 年f呆在乎缸字第 21忌。 10是告。1166 骨子遠也(" ，，"!_動

雲祥、著車亭，各鄉已吾
志關u-r

I丈 發追星星哥哥旻 意字發鑫L. 
電話)

2益于激事



臺灣查中地方檢察是學扣押輯發奇招聽清吾吾

婦，_ 官.~，~帽 于~哥、--吉間，思攝- J成品序舟吽去了 3露水章里 物品緝毒緝 數學 會學 道對方式 I J冬運要A 主&義上 牽挂

!將嶺(: 別是多 j呆 字萃2180
1 翩翩1166 3 

電子產品〈持對
1 克; 發達J品積 望吉林華寧寧寮辦

電話)吉思

101 年熱管字筆記l如
的是001166 是

電子產品〈持對

1文 發送其領 許哥哥蟲 雲林章是;發察辮
5克 電話〕

H咒年提管字;在2180
10是otHlfi6 D 存 ，雙 4ir存摺 7 :本 發逢其蟻 霎時?巍 雲林縣‘麥寮詞:

號
讀 (2民陣

101年禱告字第2180
104日0116麗 革 存搭(農會存摺〉 1本 發至盞是崎寬 許新巍 雪急轉鑄學三察J綁

量芝

1101 年保字第2180
1哥華的11 .66

H 

存器(全灣益農村〉 :本 M之丸草之扯暫且川之崎,@ 音字轎車讓 雲尋尋k幣;與;察輯:

110] 年保管字讓2180
10在001167 姑息企業巷，各丹 :張 發達其纜 玉，稜程 雲美林駱寧事辦;說

l' 01 年鋒管字第2U30
1040在11益? 2 

電子產品(行動
1主 發至蓋其種 主主龍J程 意林系主義之寮鄰

jf￡ 電話)

11 01 且多保管字第21忌。
10接替曰H 忘了 3 

電子產品支持動
1文 發還真聽 三豆漿經 雲林略這~~，毒手辮

宮'iX品甲.'1-, 電話;

101年絡管字第2180
10是哥哥1 站在 l 護照 1本 發還異想J 多寄給轟 金晨起!芳草為豆豆

譽主

:的年，保管竿第2180
104控告1168 2 全言壹 i張I 白發還具欒 督抽森 全i魯智龜惡心

c34拱J• 

1101 牟保管竿 2180 
1 悅。01168 3 身分證 1強; 發至蓋其領 養貓森 最有7主持這

立赴
7>::查b

最指義 j
HH 年報管字第218日

泊是0011草草 室主說:草藥 豆漿 發護共領 蚤長起令:湯靈
章是

hrn年保管寧寧2180
10是00116惡 3 一揖萃崎 工主義 發遺臭棋 著牆五年九 章:南智品產

Z迫fB告b 
藍色、靜、 無

101 位申 J吉?在自

吾泰選手L報 |制森 晏海市為豆豆YT恥1öV t 104哥哥拉總 色 本案 I 19張 1J在 1

言共 2返



金灣臺中地方撿雪慧著;才說押、輛公告招蠣3脅著音

保安字號 處浴，吾瓏
了吉、冷 常在本主if 物品名箏在 車之輩 看暈、 龍~5f:寬主 ;真攝入 目主也令正 續室主

:183 年海管字宰割80
i z扎』忌駐

HI 閥的豆豆豆， 空白本豆豆 基本 發至逢其 :脅論森 蚤i蚤市?為豆豆

j:91年時時2180
至色

10是OU1168 在 泰說書 10惡之 發邊是蟻 ;如 查喝令龜豆豆

W1年保管字多事21部
1 日益0011 鎔 g 其他發持〈文學

3張: 發至還要領 d吾吾 3告會、海還
3點封齡已 景手本j

101 年詩管字第218在
10是自由11各惡 10 本暴器本 3豆豆 發逢其領: 1籌拍轟 每市最重主

5克

1101 年釋著 單位富。
車且、、是

學色
1U是哥拉n慈善 11 聯樁事本 3本 發送異于讓 苦苦 轟~tß 最高前，為豆豆

I:HH年僻字擎的自
芋~t

3 悅。01168 12 身旁言堂(器) :早晨 發，還真領 普拉品已 金毒品京高麗

1101 年絡管字第2180
;在4001H38 13 

電子產品(行動
1文 哥哥至還真聽 :景是這議主 受晶w舟豆豆

i 室主 電話?

11金 1年保管字第2180
3 位是惡01168 14 

電子產品支持對
2支 發護共領 黃子給轟 牽藝品市蟲逕

江主有h 電話〉

)的年將管字第2諸位
時是0011 在8 15 

，電子產品(:.1于重要
:文 發逼真毒草 主只泣:調，t!:. 部~ 受品市最盔

5毫 受~古W井由已司j 
。這

Eigie年保管字 218Q 
10是在自1168 16 

電子產品〈行動
l文 發護主毛聽 實給森 食指可7為這主

章主

HJ1年保管竿 :$2180
104日 01168 17 

電子邊品(行叢書
:主 善安還:品種 著站森 查最守警告豆豆

重乏 電話?

101年保 h 第2180 電子鑫品(在海
1克 發送長Ls磕 著給義 是告訴蘊返錢lJPt- t~'， :::子 Ld. 0 \) i.I 0是001168 18 i 量之 電譯)! "<:{.'l..l 

)1 01年僻字萃的普 電?去星星 atlr:t~(.行動
1支 吉普選兵鎮 發給三年 金!蠢事告單lO~司DOl16B 19 

電話)究 rr_J::.

! TiJ.l已

101 三乎是莘學字第立180
HJ400U草草 如

電寸一產品(行動
1 支 ;發選手是標 督抽轟! 金毒品市海

號 電怒〉

議會穹共 24



查灣還是中地方槍響署1扣軒輯發告牆鐵清?哥哥

fi軍管字號 i 處身」驗 L.....，尋之號! .~'n'-'}予~i'亨ÎiL 物品名稱 哀之奄 | 靈受 車已吾土:方式 其領人 地垃 樣認

iipfFL心內部(1 電子產品〈持龔自
罷?逢其領 苦是給持平 南可有晶磊;可言中】 削1168

電語)

1101 年f莘學字第21是從!J 040位1168 22 
電子產品(行動

發還真讓 驚-lJ'豈箱止以和最 牽為 7市南軍
章是 電話)

ilOl 斗保密字第2180
]傲的1168 23 

電子產品{擎記
tOJJCSE M 是寄至逢其讓 黃教巍 臺常常為豆豆

;說 選電，略) r 

101~保管字簽訂80 電子產品(電腦
發護其摺 晉級專 高會為單3 日在0011ß在 i 主是

:品

E!,{::.. 主三機 7
' 主主

3泛

10 !年各菁、字第2180
1040011&9 

電子鑫品C行動
13t 發萃，真讓 球磁主意 不幸事

s1.J::. 電話)吉克

11 01 亭子呆管字第2180
:隘的11ß9 Z斗c亨」

電子產品已持J}7
:文 發送鑫嘲 :球吾吾瑋 、不詳

這話〉

jfi凶凶E紅叫1 號 104替啦J69 3 
電子產品〈行動

:主 發這還真續 陳善請主意 主冬季事
電詩〉

HH年保管莘學說12
10立001123 1 日 約別是爭機 1文 寄去還是領 J j寸E法J李斗志至E吉~非'-J8官 蓋全令可言.~是豆豆噩

奮是 J 

r 01年保著寧寧且12
泰丟盡盤接線行會

1020日 1123 11 中合行擂台益主義 1吳三 苦苦還真;積 幸生盞是多 查中常棒子產
~. Ji這[~

jimM莘莘懿12 電言誓要支碼及

102001123 豆豆 SKYPE'接受是登記 :張 發送具體 林泰華 中守主萍乎還
S3zr么tt

試
口

IIO! 卒保管字第全是i2
1102001123 13 雪是記本 L本 是產主星星L續 林是各主要 逢甘冒亨、浮于豆豆

、

[Hì1年僻字稅12 電路設備(電腦

發還具報 轉這年乏善 逢甘吉布:墊子監考1020日1123 1是 I 會

志龍 孟晶〉



壘灣這是中地方檢察著扣押輯發告招續三音帶

錯 j音字號 處分毒藥 這主義; 物品客講 數愛 堂堂 處分譜了武 真聽人 地址 勢誰

HH 年一保管時字第259位, 1103006387 
電腦設爾(筆記

1 室主電路。君主韓、 1 會 發至還鑫嘻 該是在進 中意言J大堂還
萬!L. !' 

i 黑色 I
據主義、〉

(NO位主韓、議
fsi 年保管?第詣的 骨二ζ產臼 f行動

子最早普車 中市太重1& 皂、合81蛙1030.自己3忌了 2 
總戶.J .，~_P甘 L

l文 發至還真聽
草品了叫U‘ 電語〉

卡 φ 電路?
這

101 年海管寧寧2590 電子產品(行動、
103日自在381 3 i 文 混戰事 章:'t眾一大，星星星 r紅豆豆、令駁議

忠告品~)至是 4 也是在
卡地電池子

101年，保管字第25翱
1030063息? 華言己本仿古 3 3號 發至還具壤 景是輯:長 三是中帶來h君主遲至

宇這f~去

fLOl年僻字臨的 電→逢甘 (1'于對 (NOK帥、 i
103日§部思? 8 ~rÆ :5Dl 

:文 發還是聽 5長毒打長 金中考古文學豆豆 :皂、調會-SH!
話 j

才子 1 這寒地3
老§ 

(忘了Cr萍、~Hn年保管字黨立590
11030'06387 ? 

電子產品(辛苦動
13之 發L護其獨 張車才發T 受守久前大:單室主 j 盔、兮的

5克 電話)

爭封電路3

電子產品(行動 (舟，是?愛龍、
101年保管 第25雪白

103006387 11 電話(如KI主轉洋 13記 發還真聽 練;黃豆豆是 *rff太平龍 進磚電信S1翠
τr吾吾

卡3
~Vì_. 

了宮、色))
足，

101 年d品管字第2590
1030U6:387 32 上表 11牛 隸避難 i 查中守主太平盛 金;電瑟發

惡~;，，'l老豆，

101 年在美學字輩~25蚓
褲子 11半 發;還兵鎮 !讓題是在 基金命令太平豆豆103008:381 13 

l 漿

101~吾吾率發?蠶豆590
報哲"X囂 蠶桑罐頭還鄰 黛色鋒豆蓋其纜10300'6，3草了 :在 一拉拉 4品玉持

:51;每
~~l~ 

!:33 年絡管牢靠2590
383DCEsst 1.5 褲子 1辛辛 發?還真聽 聽智雄 意祟，離議鑫縛， 藍色

;說

言語 11



臺灣蓋全中主色方掛審辛辛扣押輪企告指聽育等待

1手，每♂「元F 、虹子、可k當.~k_ 妄已主 5是合 J導說 三哀求室主 物品名稱 數愛 諱:鞏 這命方式: 具體λ 正也去正 錯吉主

11 01 年起管字輩25時
:闊的6217 授主是發斜 5:李 發3蓮英總 it|軍遠史豆哥金哥豆華真寺F話PR ，臺申訴中堅

, I 的年時 2593 叫做錢jIB本]馴服7i 3 發至還接聽 份手n哀 委、爭可言中直
告~~告v 竇立主專

每每

101年祭警字蠶豆593
5設鑫品動

1030寄自217 是 蓋全章íí報告 2本 發至還真領 股份有碟， 令、命令盔

; 吉克
也吾吾哥

!Wl如字第2593 諱莫島海

103006立17 ;) 九員說聘單 1~1富、 發i是持續 1支支殼、有、陳: 中市中豆豆
i 景色

去這?
t 

;香靂，盡量語
IUl 牟保管字第259，3 段是略轉過戶名

103006217 在 1本 發還要積 是童身革前乏j 受中常有許盔，
蓋章; 翠

社吞j

!l Cl1 i予保管字室主您的司 1103 0'06217
活，處盈動

名另冀朝} 志社 發護主早報 是克爾有很 申訴中罷
3 E2萬E均每U 

信主持

持自對jlB1年僻瓷字軍空間
:“03006217 s fp1字 1111盛 要去還真聽 設聽?霉 受申肯于中還

+L}'譯

h01 年保持第25會31103在白色217 三舌 J翟毒黨在

5 獲金言?草草嗨 1本 發護共蟻 股份有主義之 受爭前中還
3 室主

y平\為予!于-.. 

!il一量竣主草泊 10ω3~Jω06位21η7 

活麗磊護者

1 日 詭異韓忌、紅一覽表 1本 發還兵，聽 是可謗，有線 受爭?震中還
合.~

、 5告 I2 草案、品;Uf; 東



牽灣查中略方搶占毒草喜事扣押輯發告?招犧諸暴昔

將發字號 處分J字號 這是之5~t 物品名單毒 這是各 蒙受 處分方式 其犧人， 能垃 irEpF吾且是吾當一t 

I i 01 年保管字:多話給
11 掰發司又講露革 發還;其擴 j股份審議 去會會令軍l030062l7 1.本

至4兔
至已豆豆

!諸互交替如實海限，101年保管學第 259:3
時3Q06217 1立 11長務資料 3本 發還真:續 查中可1'4'廢

豈是

發 E尋

;自 1 年J保守莘學25錦
103006217 工3 人事資料 3本 發還異樣

提競投麗婆富要娘是
牽中有于中還

就
合司

:在 3 年海管字第25，93
三膏藥轟動

103日06217 :是 義瓷資料 在本 發選手已領 經撥單書很 查中市中豆豆
早JJ.已j告u 

惡語:ê_J

歡主垂直會主莘畫莘畫尋鞋 , 
r] 的本保管字第已發言

1 日30Q621 '7 15 雄言乙:寰科 立;本 發言莖鑫棧 牽幸?命令這
℃?7法』T 

告星3

] 01 年、語學字萃立593
103006217 l起 文海 苦苦還具蟻 臺中可?中豆豆

已

這 惡之
告司

17) 臨本軍做?
活麗冀魯

101 年銘管等三三高立在93
103006217 12拉 發玉蓮英是霓 豆茫潛意段 查中市場豆豆

章是
發言3

法鑫會動
1101 年採管字黨25的

I 口3006金17 18 樣拇 :本 發重逢其報 ，，[主赫有限 查字可7 中還i
I 吾友

妥善惡

[..7君子清遠晶宮學;

1i叫第259 18389523?!] 喜 主冕堂錯丈翠 5本 j 發還具體 且是峰之意接 中寄!余處
甘.，if_苦J 全U 

合司

:37蔥、也為 24



臺灣蛋是中地方、主義，嚷著手扣押物發告認聽清釋

保管字號 3屋脊J字號 澆水蓋章 物品J喜鵲 ! 數最 { 暈哥哥 ; 處長?控吉克 裊，壞人 J土包娃 辛棄害羞

l()]村科察部3
J 030日6217 立自 合約吉普科 發還是〉嘿 J說在會有司罷 I 金今可于中還

E主R主蓋JL全

:位3 年-i是管字 352393
話翠轟動

10300起217 21 主主物戶均有擺設 1本 發還要領 還是錯?有報 是令章中區
說

舍，主意

101年想管字第2593
103日06217 22 告告賽特 1本 發至蓋其i領 麓，會有限 查中7fl令豆豆

號
合這3

話護;通護器
刊的年保管字譯 25會3、

1的00:6217 23 真二L釋J設計對 1本 又''Ò)是3、~3j王-晃F一~、L電 d鴨是f否t ;晚會者處 受啥?可背了這
iE AI明Jlht 

~去司

IU:H :9=-僻字叫3 ?苦灑島，對

股票i忘本聽取翠 L本 發送其領 投f海緝毒主 牽中會中盛
1 號

103006217 立4
」

發司

誓投給旦這旦已有司告 書限輯、101年春主管字第 25給
103006211 25 早早摺 3本 發生室，其、環 中可言中豆豆

;雖

HH年保管字:單25羽
主量讓會動

1 日3ü06217 立直 繞票交易資司等 是本 發至還具壤 殺手段有很 受中肯于中這三
妻之

公司

活黨當童話，

101年學管字第25自3
103006218 合苟安斜 ?本 發達;共領 還這苦苦有 F說: 中有7 啥?還

量怎 在:句:

101 年才莘學字攀立悉而
I !J IV06603 皮夾 是1Ì葛 發護共領J i 主持涵 套中可于南屯逗

幸免

101 卒于某管 第2675
101006.603 已 色色 13面臨 發逢其發 i 主持混 查中 rr 海屯達~，

書d叫tZE 

第 }:4、頁，季起 24



牽灣牽守主跑方論鑫署和智輸企告指繞著曙

、
子系學字號 處發J于我 3JJbSLjF命s性~~品,:rr:; 物品三名緝 數量 重量 這命方式 具體人 :絕接 子諱言主

; 自 1 年保管字豈容器93
102000告蓋在 .. 黑色會色 L摺 發選票錢 l 鼓手時 高雄市哥哥興盛

~之品
Q 

!Hì1年保管宇黨 2919
102001 7.61 安全 rfi音說息說 1個 會謹、嘉續 1 起轟享享 逢中有宇先進還

蘊

101 年詐、管字幕2919 趙品毒草!J 02001761 2 斌說思提 1 文 發玉堂接壤 牽穹才布拉屯巷豆
§克

:在1年保管字第2單路
10立的l1Bl 毛r主毛 安全體C紅色3 :1蘊p 發還要領 越鑫替 堂中字?北克 E主

護;

101 年三系營字第2~n9
1020017品 安全體(白色) i盤 發遲j鑫纜 遠I嘉韓 查中肯1';;1位也豆豆

督之

]自 1 年保管亨、第2919
102位。17戰 5 其他刀，誡〈耳聽3 互支 發毒室主毛聽 越磊、特 金字市范志;還

茹ftO苦u 

101年保管字譯2話 1 自
1 日20日1761 8 棒球鍊 JAl誼 苦苦還共報 乘車，品毒手 :逢中前先進i盔

E穹t，

101年每管字第3023
103目的了86 “手拿色 2!1路 發還真纜 議請寫 主義牢牢北屯盔，

室主

1101 年樣管三字第 3:2{17

:號 106位容6fJ32 電子產品〈手機〉 i主 發透共領 i 辦學最 受北 p'J海路鑫

VS1 年僻豆豆字第3207 HJ60日巷的2 主 唇邊起3意義約 1本 發獎;其親 持F縈給 委主先中南海藍

11的年保管字第3201
1060Q6633 i 存、懿 7本 發三室主~j纜 j蔬心豆豆 瓷先:什芳草起海藍

(竣

] 01年報告第32位7
10宙的6fi33 2 各摺 3本 發還是領 …蓋率心一里 金花 iþ:i磊落落

號

101卒，保管事第3297
1 日普拉白話633 事委主藍鳥議: J雄心;三藍 委主已:中為港還、3 存摺 立磊、

全是

01 年樣營字黨提07 1106位的6331 4 I 
幸免

存摺 2本 發至蓋其學 室主心豆豆 全五七中海港盔

;三蚓、



臺灣查中地方驗;舉著手扣押輯發告語聽清苦哥

i t系管字號 品之手法3字號:鼠忌主義之 物品名鶴 教了最 重量 遲至全方式 祟。壞人 地址 發含章孟
j___~~~__E..... , 

iiBi 年格措拉創立的 106當能在331 5 交義嗎持表 i本主 發逢其是置 蘇心靈 i 受其中最港，還

lun 年，保管我字豆m豆位都 1060066331 6 種戶賀科 1、車 接送異樣 籬心監 委主七中南湛藍

i i 的三令保管這告芋黨3207h060066ωQ;"r) <i 接戶名 工本: 苦苦護其頭 舔位;單 是先巾嶺巨星
N'11.d 

HI1 tF保管等濤字第32Q71I06日 06633 惡 毒五索科 1本 按這其親 巍心更 這台北IF 海港豆豆

101 年海管時:'\it.字第32肝 玲的066331 9 印章 2戶能 發還真驢 車支持草 還是咚 ~t!最湛藍室

))山村可是黨恕的 l間的的詢服 中三章t 1.3個 發還真是支 離心莖 蓋全注中海洛罷

::101 年保管錢有立 3~-3立在711闖關3，31' 11 甘本 l本 發逐共領 恥單 位串通緝

101年鶴管渡字第3207 時60066~j31 12 線譜(-) 1, 1本 寄去還接投 給江莖 蓋上昆、中毒悉這

101年俘營意義字第 3207干部n05633i 13 樣錄(二二) I 1本 ; 發至章，其纜 車率也莖乏 主主主匙串 i各路鑫

101卒于是營字第鉛字可j I 104UÓ5351 I 69 駕豆豆 1 至是 寄去神協閱 本疇 ，不言芋 I I 3 號 “ 之惡常可月~ 

IHH持發字第3訂了 lO.哇。053511 79 黑色長衣 1件 發還真糧 草撐 不詳
iz一'，E每

UJ1年4革管號宇第3277 ;絨服l 車。 色長褲 1件 發還將 不濤 不詳 ; 1 

1101a年{蒸發三一九n_，寧、第 8.2.7月tI附5凱的 院外套 3件 發護共嘿 !惑 不釋 : 

101年器管字萃，經7711替你5351 品 質 g r J但 發邊接憊 不詩 不詩 ; 



臺灣牽中地方-撿鑫署扣押輯發告招績獲崎

保管字號 處分F字號， 涼水號= 物品J告稱 數量 還會受 處全方式 美纜i人 地垃 講話

101 年多幸管字單位77
104005351 85 身分言EE 3張 吾吾選手忌。聽 不幸事

就t!_,.h,. 

ji B1年保學字第3323 電子產品〈護祖
j來月女 查中常講話華盛

1、t良丘心吉凶
101在06708 2 

露營革〉
l 會 發至乏其發

101 三字縣，管 第 3335
10300128是 電腦吉普科報表 37譯; 發M 心;~~可L極 A、如~~ i 縛，講琦 蜜，中布拉克區

Z一~Jf是d 

101年張管字第3335
10300128是 句品 錯祿、 3主義， 發還蓋其獨 3奇主義琦 受中東去年屯豆豆

說

ii i]83 年喜事管時~iL. 字第3335 時30創立革哇 3 承辦章是各鳴狗 i張 發幸還喜嶺 處蘇軍每 j 令零五七屯蘊

紅色1年保管字第 3;335
, 

1 日3詢12制 電子郵件資辛辛 2件
~ 

學還真;裝 彈子在時 委主中常
t習:r.-'::::"是，

是

HH 
:ARL S 字第~33~511 日30 日 128是 ~) 是正襟 1 且 §寄至還臭棋 i灣主義詩 金字會主主屯盔

101 年得發達立第3335
1030程1.284 5 電子諸輯:是科 的長 發;還真蟻 用鋒至奇 逢一帝本主色色還

在3…i、z自G

101 年保管該叫記字第3335 3838日 12惡毒 : :龍舟告文對 訂戶手 發至還其領 縛孫綺 牽中乖地走;這

1 在 3 年￡莘學謎一字第 3335;:i 183一 001284 惡 起行翠接 H牛 寄去豆豆接報 F電子章請 命令兌志是主

;igi 年係管字第3335
10詢意 12昌在 惡 2fHl週曆 :持 苦苦譚，異想 的 j 查中宇先色還

jE危

聽躊躇!101 年保管字:第33芯 103001立在進 別的豆豆潛 ]件 會心選場品…價 受中布拉毛主監
意義

10 

;]91年絡管學草3335
發進吳學 竭擁軍奇 受申宇先是已盔，10300 1. 2惡4 11 本票毒草本 3摔 旬，

i!足在于品

101年樣管字第3335
i 告30創立在4 12 

l 
?可舍去?至主義記簿 H牛 發至蠱惑環 處聽琦 j 奎、中-::~.:;lt屯墨

章主



你臺灣是中地方按1察著扣押輯:發告每聽清畸

TE學字號 定會主事謊言:在水設 l 給品，ß:才為 數量 重鞏 量是卦方式 要‘壞人 地拉 月播室主

\1 01年報告字第3，;3:135
j苟 羽且，~拉E

闊的問1 13 六是?豆豆豆諱言已簿 E 發還兵，告要 烏拉琦 是中曹先是豆豆豆

101 年保管字第3335
1日30自 12且是 14 子寫籠子最低 l 主義 發達i其親 !露聽 查中宇先屯盔

我

101 年'í:再三管字第3335
10300128是 大令專輯路實:科 吾吾選手Lh空軍 .蹲在書、垮 中可宇先屯.~'

草草

HJ1年釋管字第3335 ij豆子雇主義其
蓋全守主穹舍去色色逐工Ð30位站在4l 16 L姐 發這具，毒草 用躊躇

守]lJt_主A已K sim";.F 
;331年僻字讓路5

l(l3001立自是
三三墨子我及其

1 主豆 發退路鐵 鑄議主奇 蓋全中宇先宅，車i 嘉定 忌;1磁卡

1101年絡管字第3335
103001'284 18 去已高慧、耳 2月， 發還真纜 周義琦 是中布拉屯還

IJ:aiB品~0. 

101 1事保智慧三讓333~ 華僑義好也會中
1 日30位立在是 19 

音符羊子讓
1本 吾吾護主已聽 縛著車琦 牽中乖乖屯藍色

說

101 年靜、管字第3335
3 在3001284 空白 'fi是打苛責料(一 3 1本J 吾吾還是聽 蜂窩至于

金會:f較先屯盔/查中可

51丸rt品 1海軍

338)1寧格字第33認
HJ300128是 21 

間;.w}L 

樣哥哥資料(二〉 1本 發送鑫聽
赫章主叫糊司玉立已 查中前去年金意這這J查中?哲

'[01 年海管字第3335
103日的 28妥 立2 樣符實李b (玉} 1本 發還;其疇 蔣國豆子

全守主;可古拉克J這J蚤常常

豈是 i龜鹿，

101年i'* 管事豈容3335
10300: 128是 23 樣拇 E 西〉 E本 發，這產品d噢 菇，麗芳

蓋全 tpi 市混進&瞎/是守主 ip

室主 為這f

受牢牢起屯盛J受尋主持玄101年義管字鑫33.3 5
lÐ30012器是 2彰 帳靜安、科〈主} L本 幸身邊美籲 籍;還鐘聲

對巴 1誨盔、

鼠1 的卒，保管號字第3335
1030日}立惡毒 25 轉紀實是誰~ (一) 1本 ，耳3呵其... 主:..~義'"步Y司、 電t究r亡 路圈吉普

華是命令此屯，堅J受爭可T

!每每豆

]1(1 1 年絡發 第3335 1103001立直尋 2晶 雜記資料(二二) 1本 琴音還真頓
接國話~4 委主中，守玄武七屯屋J是中有T j : 

i 鏡 E 聶華是
一一

司平民



受灣壘中地方輯:察署扣押紛發告鋸聽清時

保管字還是 是合序殼、 且J成績R會之吉品思恥 物品名稱 歡會 重者 ; 養三幸?芳奎、 吳忠夏k 店主主 先t1主歹E穹b 吾官計，土-

了自 1 年保管字第 3335
lO.301)12意是 釘!阿靜(三〉 1本 發至蓮英蟻

蔣圈芳 逢中:前去己ι也盛/蚤~$I
要是 g ii I椅看也τi> 

101年臂之學字第 3335 豆制在1叫 ，蔣麗可卅 i 查中會主七屯罷退去逢中可T j ! 28 客戶寰縣(一) :本 發:還具纜
號

HH 年、保管(字4 華3335!] Q3的128是
3兔

29 客戶督辦(二- ]本 發了還要J纜 ;蔣國著 寰宇制屯區f針布 i
為每

l.ül ~\f-錯督等:第 333技
3在3001284. 30 客戶資料三三) 1本 苦苦退兵鎮 ;蔣窗若

金申了寧主色鬼逗J受苦干肯于

議 為豆豆

101 平保管字第3335 受中t可言兌克星J查中索
103U日 128是 31 客戶 3會科(也〉 1本 空話還是錯 蔣軍奇、芳

督之 .海藍J

101 年，豆豆學字萃，333忌
l在30012容是 3立 通訊錄 E本 發選手各領 4發圈芳

查中"韋拉品屯忍室主f受中布;! 
豆豆

UJl 年係管字第3335
. 的時叫本:

103Q0128是 33 安縣 :本、 哥哥還真壩 濤聲芳
至星 南盔，

IHn 卒，保管字這事 3335
1030日 1豆豆是 34 且這就錄 :本 發至這具體 芳香圈芳

查中刊也監j甘寧!
室設 毒害莖;

101 年報告茅草3335
1030在1284 35 繞這全校文簿 1本 發還具有英 !鞠芳

受中可否北克這三/牽中可

全幸 吝~t 滴4皂E白-J ZrzZ泣亨I i叫告倪阱山i恃肘年村保峙管軒紋童稜支字將擎約將側3認摺3認3
lQ30日128在 主產主己本 1本 發還真蟻 j 草委主要芳 、受中乖乖屯這/受中會

晶?還

jlgi 年保安字第3335
103在01豆豆是 建n立7 個人資料 1本 發還臭棋 路麗芳

是中T伊拉克i'達[~i瓷申訴?
哦習，法已, 章還;

101年略管字第 3335
:紅lycäll 芋，機已 受常常比克;麗芝是中7[f

103001立在4 38 會SI話-舍、充電 l 文 寄去選手忽聽 發靈寶芳
?嵩」山 z告還

搭，想甘 j 、 ι 

3!281 年，保管號比字第 33~3511{}3巷的草哇， 拇 Anycall 六稜 <
13之 發至還共領

閻法叫~ i 蚤中特色金麗佳字市
會S1薩卡〉 毒農 ! 

第 19 寰含義對東
~. 



金灣是中地方撥專著扣押物命令摺嗤禱告昔

苦苦管三字號 處發F手設 沒本設 給品莘莘尋 委主豈是 主愛愛 義;各主互交 嘉聽人 主色;l:1: 黨章主

IHn年品管事第33.35
10300128是 40 

罷官話說名手機(
:文 發至霍英報 路麗芳 !! i 還是中哲先I告宅還建/查中字 i 

i 號 告別藍卡)

101 年保管字第3335
103001金色拉 是1

粉紅主手機〈會
E文 管還真發 藹j 單草芳

三差 CF?但色色藍文受中有7

號 S1草卡〉 為 1吝

時3年彈管字輩3385
1030012昆主 42 生nycall字義已

1、主 發護其壩， 平靜 不詳
要是 告別買卡)

101 等名主管字第 a335
HlSU012益基 是3

iph叫le手機snr
:張 發還是親 不諱 3事謬

惑dALL -t 
Hn 年、保管字萃a335

1030U128是 在是
使躊 2遠遠的撩撥

H牛 發護其發 蔣鹽芳
是中韋拉堯如查中令 l

車4是九a 者及fi~;漾藝等 由 1玄 3 

1101 年保安寧竟;'3335，
1030012制 是3 誓言藍主義 iv色 發護共螺 曾主義正象 金字可?也還

3-A克弘

101年三軍管字第3335
的30íl1 284 是由

使用磁毛主約紙、þfç.
1 色 發退是聽 一司主全~凹益日雙方的 j 金字rp-j位最屯室室主主/查中常

:眾'}.，'JG.院 略{湖

il 的年僻學C寧主S已F 字黨3335 1030012'.串通 是? 略般每 ';)益主 是安門還真憑 接關華
金會γ可言兌屯豆豆f查中了會

串連同

!;glHf泌 103惡棍立在是 是喜 保險套(敬愛〉 E 年 發還真1、領 接盟芳
是中存至七屯~l金字可7

為!蓄

J1凹的壘起 3835 103001284 4自 子呆在宮發 J鑫 吾吾逢其頓 林餘，泊， 盞，中寧式手豆豆
可岳

1'101年時字約335
EdtaIrEE于J 

10;300128是 50 營業工具 l色 發彗星兵棧 i護欄義 中?若君主r率遠

j l g i 的f哲號去瓷它字 1030在128是 51 營望香玉真 :色 管道具領 種權毒手 棄中寧主ι宅建

]101年鎮營字彈3羽3 閉 E閱0300倪12昌4
號| E主 誓言靠工具 1 色 發這持續 林謗捨 受中苟言孟子星星

IHn村村第閱h03~~12841 53 營主義工具 :持 發達其續 r J蔣涵著 的也先進尉常 i
最豆豆景色 1 

一
囡"回~ 一一… 』一一

講 20:}宮、



臺灣牽中地方主義舉著手扣押輪命學經聽清華寺

得i管三字號 i 堯舜序號 溪水設 給3名名稱 摯愛 室主蓋全 j遲至全方丈 其聽J:...c 地正義 獲主主

101 áf. <1系管峙字第333:，1: 詩詞的主串連
躇主L 1'1伴 發選為頸，

聽i 歐_~: I 金會乖乖海陸/蓋全中可?!: 
喜是

J 、 諸于 誨，罷:nn., 

是中常去己也重受申訴101年保管字第3335
HJ3日創立在是 55 、苛社~~:gG 1張 苦苦逸豆豆;聽 路邊芳

5克 海區

HH 年保管平;第3335
、

1030012容是 這忌
SHl一卡及待動電

:蓋亞 發還真讓 告會、美學 海投罪率擊斃議
君主去 主音
:(<)~ 

101 年3:是管字第3335
10300128在 在?

31頁卡拉行一動電
I 1 經 發三鑫共領 J球錦?可 金會束中藍

替毛 苦苦

10 r 年于是學字第8335
103自0128是 5喜 筆記本 :本 發至還主要再竟 轎車壁 i 金字會也兔豆豆

寄.p>，予u 
、老

101 年、保管字第33;35
1030日 1 立在是 59 三。j主高低存撥 2，本 發達主忍讓 調泉皇室: 委中本主主屯室主

警芝

101革保管字第3382
102000323 7 “ 設主善良 制臨 哥哥還具規 哥政毅: 查中苟言北豆豆

號

了寄:年一絡管字寫諧的
1 日 10日是Tl1 O主hb Ti T 

舍地寫邦銀行存
1本 哥會主室主豆漿 不詳

號 主露

101 是令保管學第3是63 ，但

101昏昏4??了 38 華1月踐儲金金融卡 1張 發:遷至巴頓 謊言箏 本書手
3 室主

時3年茹苦字第3是63
1010日是777 3要

舍先富掙鎧行蠱
1張; 發護主已轎 不、害事 草草草

苟主先且二 共最融于卡

101年保管字第 34::63
1010在哇177 40 

會晶宮部銀手r

:喂， 發1道:真頓 容:靜。 不詳

! j。早、已 站在車卡

10] 年保管字萃3毒草3
101 宮。是777 是i SI罷弓子 1張 發還真聽 不詳 不言亭、

意是

101年，f系學字第3是63 電子產品(爭機
2支 發這三毛聽 平靜 不幸事g HllOO是777 5在

告別扭的? 泛支
j 1û 1將發字第346~3
羽~1t:

HHO在是777 57 電子產品(手挽 I 立文
會訂單卡)

發王室主L娛 ?不詳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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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灣壘中地方輸察著扣押物身告緝毒莫言著聽?

~Lq_ 是主啤F 罕1眉苦
17f":單， -?:ÞjL 

!世&然說;hy拉端2足河掙 舟凡事L 物品名稱 教葦 室主豈是 星星命方式 乎要攝入? 地位 f諱言主

1 1蛇年孫村鄉I ~品Fì", 

10100是7771 呀 !電子是品仔譏
n~，含SI器+) 去支 發護主息報 本主革 不諱

1101年樣告茅草說-63
10l 004t {7 在自

電子產品(手機
3主L 發邊是喝 不詳 不ii芋

豈是 含5磁卡)

ì Q1 i!胡進是第申第 3是在<:;i 'Î i 遜一子產品(約別是 1丈; 吾吾慈善名體 司主詩 不謗、1 丹;;.;~í:!f: i喜哼『 、 lmü04777 6{) 
號 乎我〉

電子產品(MlicH
l告 3 年保管字第3是ß3í

不‘主芋
4 

101那是777 在7 手接會snf卡.，'1雙 i l 三支 發選主忍讓 軍事事
星星

t1 賣主〉
101 年起峙中第35呵

安全獨 1~攏 發還品，領 聞率已全 不言芋，
'.!JF -l長 "T >l'>ùJ<)一

1:02，0在自是?自
說也

!， 011手斜著字第3532
1 日200位7日 2 安全褐 H盟 發還真3轎 竭，這乏全 均不幸事

音色

101年孫管寧、第3532 、

、翠綠時立的思是70 3 8 萃 11禮 吧;辛苦至還共領 潛意學
督之

1 ]()]年保管字第 3532
102DOO是70 4 oJ草 1 ，:11陸 發還真讀 用李登 本主宰吋?

章主

101年器管字第3532
Hì立的0470 5 褲子 11\牛 鈴還真聽 鴻章宣告 不詳

"尪
礙，

101年課管半輩'3532
HJ2日巷。是70 革 褲子 lj:牛 要去還真報、 寫這豆、全 不詳

至 1氫

p01年保安il准&IL 寧<#f; 3.5a2 1020的是?自 ? 上我 E千字 苦苦星星接報 主意察發 ;軍事手

\ 1 位年絡管字第:3532
1020000是?每 書 之在 11牛 發還具續 萍、家全: 民g 生~.系s 

FrE-5bt 

Hl1卒佛學字:第3137
101005223 諦，讓〔白色) 11丰 發護主豆漿 萃，言芋 7j一甘也可t子、-

瓷

第12義 t 我談



受灣查中隨主?按;察著扣押物發告摺續:濤:釋

保管字5毫 處分3字號澆水繞 物品，名稱 靈之輩 重 進對方主支 主忍這頁1、 拖鞋 t議主主

1 101年器管字第3螂 3關Bmsi 黛色手義革命 Lf~令 發遵義犧 逢中可?為忍這
i 置之

110] 年J保安字豆豆 3:880
1 恆的立忌38 I 2 白色鞋子 :變 發主蓋其擴 : 是菜是主持 金中苟言，鳥母豆豆

3tZ2元忌、s 
龜

101 年係管宇:萃3革80
發至蓋其嚷 賴、拉正當 逢中守r;毒草還1 日2882538 3 臼翠 1吽題E吾

::JI"Jt... 

101年報告字、第3880
愣是自由253惡 是

織會把手轉移槍
1子宇 要去還喜毒草 旗手主持 受 t 帝為詞，盛音是 捧

HJl 年保管字第諸如
102巷目2538 5 安全1掃雷球時機 11宇 畸重蓮、兵發 輪盤主意 受中常志寫室主

鞏i

101年媽告字第3880
報拉圭每 查中可?吳適藍:;在ZBEE533 § 口設綿中辜 2支 發護共領

r.每
j.!,Î[" 

3 寄:牟持管宇:第:38部
10立訂()2538 于τ 蜜月 1;主 發護主已蟻 !額最重持 袋中曹志每盔

藝崑

101年梅管莘莘 3880 102.0025:38' 、 g 鉗子 1.先
發現這L 賴拉特 還是中乖，鳥哥處~~J、領

說

101年鎮學字第3藍皂白
10200253喜 g 或刮?笠起于一l恤i為, l'俘 發護共蟻 (報怨綺 還告中軍為自直

早::'1.J是t,. 

lOJ 年棒、管字豈容 3912
金融卡(含混會

不詳102001是77 33 卡) (告中銀 25是 發選手已報 -1-互尊

行、謝:為)

1
1州總管制立

102001477 i 是
苟且玄綽行動電話

:文; 發豆還真空竟 、草、言芋 不詳

I 5J;句品

b (~4:Ét號81薩卡3 張)，

1 0.1年報營字第:認12 1102001477
011扭扭轉行勤奮豆、

不幸事15 苦苦〔告:聽sr藍卡1 1 主; 發還是聽 主早已詩;
量乞

義;)

j 
1 位年間去處字第刪 102000673 b 菜色鞋子 2雙 替毛遠具體 寧主高 1前 .(f:室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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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全灣委主中地方論鑫著扣押輪企告握續三音帶

樣學字號 是對序號 流水龍j 母均品J惡意蟲 盡是最 章等 處對芳益; !真聽人也 長也兔已 發古拉 主3 

IWI Jf-餘，管設字畫真是310 1 1 的帥的 是色衣服 、甘丰 ﹒育委遵義聽 i 李瑞研 不祥、

] 01 年接管字第~t611
10述自02512

榕望E公司瓷:中南
1 本 發逢其頓 毒源播 受命令霧峰盔，

蓋寬 益主存摺

101 J予保管字算是6 lJ
1 日是002512 月>

百草泰對華報行司等
2本 發建異議 海魏格; 牽爭有?姦峰宮豆

至乾 f當

UJ1年斜營字寧是611
HI是9日2512

哼， 第一鑼打，春摺r 1本 是2月32是L 司一=苦苦丘吉綠言~豆、立!至包 噶舉、議 中?宮發峰星星
說賣3日þ- i,J 

j1 01 年各哇如已卒算是自n i 喜是自喜2512 4 
世華:銀行法期存

l:;i位 喜若逢其頓 ;如草稿 j 金會有7至寄:學區
總

101年報管字第壘起11
10是1102512 話

:諮 3是公G]是中報
1本 發疆共嚷 最譯、福 受一中?會審輩學音豆

g,Ë: 干?丈是EI 存宗主)，1惡如jòj已

101年保管字第錯11 1'1惡毒哥拉2-.51'2
號

§ j 是中商銀鯨 i i本 發;主義持續 講課、議 牽中方官鑄峰豆豆

101 年籍管字菜是巷口
10哇。02512 ? 

電竊設錯(l遺身
11，題 :發還要發 藹:蠢驢 全常常是喜嘩盔

蕊Ë' 硬諜3:發[;~

101 玉手保管事 3名4611
104個星5121 5 

電章，早晨;言幻，意巨龍童身
l'鎔 發言重共領 濤:草草搞 i 中可霧，jJ學罷

唱~I“i~t 嗓〉

101 年，語:告莘莘是在3自
1020Q3353 處蔣蹲 ]哥? 發還臭棋 3室三芷若主義 受中守主牆發豆豆

意足

101;利率管字草草463要
l在2草草3353 ? 有13且立了可~ 3錯 發還真嶺 金三五美予安全 豈是中可梅毒委室主

1訟法VG

1 位年《辛苦字第銷路
童玉芳直率 查中可會報瓏藍10立自03358 3 議成 !個 吾吾逢其領

.erl; 
"，'>':.'t品

11 01 J令保管主義事華盛639
102怨自3353 4 旦掌J丈 是文 發送5年繽 全三五爺嫁 i 爭會辛苦發室主

lQ J 無保管:字第 5519'
:控告01025

電子產品(沒錯
2:全 發這要積 李品豆豆 索、IP~'擇手藍

號 草鞋)

葉立等 3賽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