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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灣查中地方輸察是學扣押輸合告扭壩清冊

三呆管三手勢已 處分序哥兒 流水就 物品名稱 教堂 重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地址 織注

其他一般物品
1) 9 ，1 牟{旱情事:字第 1996

110000602 u于動電站含SIM 11辛 普告送主毛喂 林端主 主:中可烏臼盔
3克

卡)
的6年汗、管字第訂閱

持這共領 不符 不詳。970日3335 2 上課狀況表 ?本
統

1l9fì年保管宇:在3且 14
的7007460 伴唱機 I-&; 發送兵發 不詳 不詳

5克

的JGA 保管寄:第 .3814
097007460 2 315控器 2個 ~_fj主共領 本主事 本主莘

喜E

。n自年徐志，字.1(， 381性
。97日自7是60 3 吾吾吾lt B.草 2本 4寄至還共領 本主平 不古平

吉克

(1 m;年保 ::~i，. ;字第 4087
100l)OJ 509 行動屯吾吾 271丰 ~選其嗡 本主羊 不詳

成
!1l 9 !l -+i革管字且在 4087 1000016(1) 2 

金融卡(含混合
的長 苦苦主盡其領 不詳 不幸草

Jt 者) (這全融卡)

的6年fil 管字;在尋呼87
1 日00日 160 日 日 tt'l吸取 11長 才話:芝具有重 不言羊 不在手

說

\1196斗!革命宇:已是087

i尤
IIJOOOJG09 是 羊子總 1 本 發送J1-想 不詳 司ZZF羊

IJ96 年然發字第 ，1087
jqt 100001609 3 汽車駕照 3早晨 發送其領 不詳 不詳

!O(l(l年保管工;二第 4日87
100001609 6 交易有用品回 1張 哥哥還要L領 不符 不詳

我

的8年保管字策是087
FFi手100001 品的 ~r 全 11m 'Jih翠吳建黨 不符

黃色

() f)() ::r僻號字第4087h OOOO! 60\) E 詩是 為 l 本 寄去還真，領 不iL手 2平

海 if有淘汰



牽灣查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輛公告招明清冊

j叫字號 這份哼，苦E ;玩水流 1站 1，才;'1'為 欽直至 受笠 處分方式 !l.親人 地址 i蜻吉主

V圳 100001的9 9 車 l;申 2片 選手L領 不吉手 不古平
itt 
I (\') 6年條學叫087 Hl的自01609 10 SI姐卡 .1)長 發至是其領 不詳 不符

9[\ 年法管主':+:1# 4日87
11100 l1 l 日峰。 12 乏其 lí牛 發豆豆其毒草 不詳i 不亨手

生t

o 日6年f系 f去二于寄~4087
100001 日9日 !是 雪EZ己井、 1 本 持這是領 不詳 ;守主持

7 
)t 

的目訊(采簽字 ìí\4087
103白。340是 新 F垮 的制Æ. 發逢其領 三五月 1日寄 車時北市土域 E豆

~~t 
1] 06'手抓，言，二Fizfi的7

103003哇。是 2 書k 付"1之F 別是元 5岳王盡其領 王芳自主 全中前兩屯豆豆
富心于

096 午休老i先"字 ~1 4-n話? 1 日 30日3呵。再 5 7î再受':î} 2637" 發古是其令員 吾吾忠告 查中市大摔壞

|叭叭么Jlr長L 誰是087 1 日 .3003404 7 是什金幣 308元 給這 Jl一頓 吳翠成 車主化呆在這毛主是是

IFJG~H寄:管字第 i!() 87 
103003404 8 Æ'[ 去陪 679/(, 發至還具領 3手持綠 嘉義縣布袋主主

!事:

(1 (1 1)年 i:在住有4一f. 箏在087 IO;lOOi!，lO司 9 ;向? 特 263 元 發送J是;4:員 j苟忘 j苦 dLj在前來自豆

(Jflf\紅保守計字fi\ 4087 
103自0:3404 10 書時 179 元 發主意其領 林:素設 金也需f主 區

gt 
i 119!i制品發字草棚7

10300:34日是 11 品? 表告 1 :1日自元 鈴還其領
1Jt 

lnfili 年綜合5克字第哇。87 ! Q:3003是自4 J 3 是"1 :{)} 171;t 給這其領 張1可喜主 意主化給鹿港主義

110 拉夫:... fÿ~r 管兒字4 第4 自8íÎHJ3昨日 ~M(H
人 I 305九

拾遺共領 苦于章: 挑選j市綠忍 EE
__L呵呵 L..-. 】呵呵…心心…

2τ ~Z: 39 



是灣牽中地方d檢察著扣押輛公告招蠣清冊

然管字號 晨27分序號 f:~i水流 物品立;手在 iBif是 主主受 處分方式 JZ領入 士也H f謊言主

o _i'巳保安字第忌日起7
1 日 30 (l日 HI司 llì fJf 章:幣 668元 辛苦選手L領 ;來做鈴 查中 7石室主/嗓豆豆

議:

一I:l()h立存在發字第4日起?
10:100 3.H);l 18 在'1-~'~} 1.'388元 發還真領 來姿羽 立}~~絲織~)柔鄉

?克

。 96 年條命宇:第 4087
10:300日哇。4 20 棒~1~有it l哪且一 417元 給i室主主令員 拉拉絃 紋路苛7龜山豆豆

ilrt 
0013 ';f-[呆告字第4087

1 0300~J4{Jl1 22 幸?去，終 542元 務還其領 :身建設 學化縣:幸存化市
1克

。 913 年 f;在管守:第 4087
[03003是叫 23 是t1[ ~~: I哈 375元 辛辛選手令領 彎彎這 是南市新化l&

哥拉

n!Jfi年 {;t~ 等被三ý: j# 40S7
103003進程4 2嘻 是可金幣 4472元 發 i是 JEL領 r吋心長JLy1- 》w立 才也您可龜 cL L& 

付 !Hl 年f芳:ff h字第 40品?
10:1003忌。4 26 #Jr M 巾i 2013 jt 給這主LdE頁 于品質 金申市北 ~t 豆豆

會fL

lo!) 13 年保守字ii; 4087 
10:3 00:3是04 28 主 i 158元 發i是:~冉說 銷路彬 新j[i τfï新 J.!i !_:lli 

F?UrlU ' 

… 
行 ~i{î若.i*~'于三于:: J在 HJ日7

10300日，1例 29 車時全 ehF 12制9元 辛辛，El f~再買 蔡的;年 也可了我~:;''( L& 
ZE 

j(Hlli lf-保cf'第 40起7
1 位日府0:.1404 3:1 新 E溶 26 :1 .ií:. ill 笑.';萬 叫甘至3 夜 4仁見車員將，j;真

白色

-~f- -í.;(，兮 'W， 422ì
1 日 1 日05600 悔:立 iE 桑:';if科 4本 5年領 ~f..草草.J1; 生:中?哲先豆豆

在t

;i9911 年 i芷若~~t宇:在 4227 1010056日。 2 銀行存才認資料 l本 潑可j1其領 林迷名 蚤中1p j七 L孟

I軒L制年保管字學4227h 01005600 3 JE仗 ')1比M: 丹{.} 是 5長 5學i室主正在目， t本迷惑 去中市比亞主
I 

日早已在 守:菜是227 19j l靜。 封長 資料 i 本 給這具機 林E主名 是散布北
E訓gUF 

1 頁， 然 ~9 c::;r 



壘;彎蓋全中站方輸察著扣押物命令招聽清冊

保守去字號 處分序號 流水流 物品名手為 走去是 鞏j量 處分方式 其領人 l~土II ?請詳

的5年 f不等我等:第 4227 101005600 P D 身份投影本 i本 f差1遺臭領 f本迷惑 逢中市北區

ODßiH是t; ;'宮"字第，1227
[01005600 6 公司資料表 1本 發至還真鍍 ?本建J每 查中市 :H:. 區

甘w丸ι 

(1 96-é?- j采否~. ~7~ 第 4227
10100560日 7 稅務資料 1 本 發送其領 林建%， 至是中甘F~I:;區

章在

。!l 6年的1 安二字第4227
1 日1!){)56 0 日 8 公司資料 :本 發至還真領 ?本主主名 查中可r :l七區

流

)。凹的冒充4227 5頁 p紫公司 i主視哥哥 碩成科技
101005617 1 

7時Z 
22張 辛辛主盡其領

公孟子
系(r:l!;前三三重皂

生

?loz將保管號字第，122了 101005617 2 志異議公司紛菜 記本 齋主是真領
續發科技

新北市三三重t~
公司

11 自8平(呆 ;::J~+ 第 4227
1 日 1005618 公 31 賀科 l本 哥哥透其領 玉皂、杰 是中布 :1克思

J，~已
09位 年 f才~lf莘學4227

1 日 1005618 2 銀行交錯啊細 2本 發送其領 JEJ車來 三是中市沈 E三
?ì~μ F 

的自年 1寄:安字策略227
1 日 1005618 3 中民主盜吉普科 1本 吾吾王軍 J:1:-.'~~頁 三丘怠杰 中前北這

S… '，'于

。 96 年徐信、:宇'1\ 4227
101005618 統一給黑 且本 發音還具噸 .E.車來 中苛f :l l;.[~ 

E章，

的 6 年保守?三f:~各位立7
101005618 D 戰鬥分耳己閔 1本 發選手L總 三E ，~豆、丘之 查中 'p :l七 E豆

5JJt 
i jmG年pf息等~!記等三第 ~227 101 話。5 日 18 自

電腦袋漪〔電腦
1 台 發送吳忠頁 王志杰 受中可F三七&BI

主機)

的在一守在茗，字議是227
1 日 1005618 氣J寸存在i自 7本 去海還兵毛詩 三五患杰 中制 ←」

!J,) G _'jC保安j心L 字第 4227 1101005618 R 公哥大小章 18枚 在去送3惡毒藥 J玉 iEi蒜、 蓋全中可f3七

祭品



壘灣牽中站方檢察著扣押輯合告招聽清呵?

保管字號 處分五早就 3泉水習fii 物品名稱 數至是 金發 處分方式 JH頁人 J~已主社 干這說

j UL18年保管:容;再 4227
101005613 自 :降2己 才將 3號 發送其領 ;乏，金杰、 查中市北 E豆

我

! 096 年{在督等:. ;j: 4227 
IIJI005613 10 混合婊 :本 發選共領 之五鹿為: 查中可T:!C區

gt 
的6年保安字第4227

101(J05613 11 金f寧靜 5本 '~~l還具噸 三I忠來 蓋全中第五七區
統

豆花 兩

IJ96每1然發 ZFE在，1227
10 .1 00561 耳 1.2 

轉l'長{串 3其是主統一
1 本 辛苦選其領 之急豆豆 中可拉拉 E豆

ÍJt 發31
1) 9 1) 11"保管字';f， 4227 

1 自1005613 1:3 
立或工程行受文

是f長 發送j率領 3三忠來 至全中背了北~
tt if:r 

的6年咚諸于、;在4227
101005日 18 14 統丈資料 i張 發送共領 主怠 f~ 逢中市北自主

哥拉

{l日 6 年涼，音字第 11227
去中'ijY北~101 日日言自 18 15 3主主支持正 2本 發玉還正在領 三五車杰

吾」心吾

的lìi[c保管宇:在 4227
1 自1005618 16 公司 '1，長1若資 ~4 1本 苦苦還吳生其 乏怠且三 全中前北~

)~t 

。9日年 f;主管等: ';f, 4227 
101005631 

'ßLÆ三營造公司才是
1件 發退路嗎 張淑幸事 全是3τr水J禁區

是在 益主主

|州年代的?ω字萃的7 ]010日 5ß~-n 立
尚君11 企業發司資

1 f浮 吾吾選手L領 1ffÜ這:'l;_ fo尋 金尚可T永鐵豆豆
科影本(1)

I fJ !Jfi1j，叫事字第 4227 101005631 3 
尚君l' 企紫公司資

11宇 ?去還兵領 于長淑萍 蓋全為'>jI ,j( ß華盛
科守主本(2)

自96年保管字第4227
101 日 05631 是

間 JZ 及-ß'"榮公司
11平 發送其領 豆豆f拉丟下 尚可í7Jç. ß主

?fft 寫實資料彩本

I !J g 1\ 4' 保安宇:在 4227
101005631 5 

.Jt噬工程行地工
H牛 持這一路領 于在淑主事 蓋全雨了F 永護自主

}I克 人員名單影本

刊詞 j，弔 :~之克九F什夸U ZF 25 4227 1 日 1005在31 ρ 。 3登記本給本 2本 發生盡其領 5革已"'-i平 命令

第司買 1 共 3~J



查灣查中地方撤察是手扣押物公告招聽清冊

煞有:私 f子 1克 處分FFE能 JIL 水從 物品;g f;品 數量 安全 處分方式 共領人 J""土正 Fζ 的6 if'- f不管棋手字誰是227;;i 1 日 1 (1 ()5U:1I 蒙古已本 2本 辛苦三是乎已毛主 盟主:教萍 L走向可1_7t. )漿r&

的6年 1\' 字;往往227
l孫主管道公司資

101 日日5631 8 在負 i主 等(慧玉 1件 3主主L4 :張;以萍 去尚可f 泊之康區已
iiN .. 

本)

n刊已有保管宇:在是227
1 日 1005631 自

寬技公司人民官
4于長 t青豆豆兵在頁 ?長f叔萍 :全街市水主義[&

ZE 科

10% 年然音字圳的
!O]O I);'iß:ll 10 

各公司司已 :jt}l 負
;j%?_ 發送具4頁 張ì'，}i.萍 查:南市 yjqì; IR 

';:'1::- 令人家之 Ër紙訓c

o仔(ìJHií\ ;~~宇:在是227
1010051331 11 {f章:己已f九 m長 吉普遜持者直 5長;幸之三卡 安街市才Lj最~

等t

。皆知fc f，l\ 管字第尋訪4
開8別是日?。 才品之~，.f_F這→t.~ 11海 給這其領 不忘乎 不言羊

Et 
一-1內有自午j革命宇:2許是94

自980D4日70 2 J安2平棒 1億 發送JL領 不詳 不詳

1克

的自 .il~ Í:呆 i甘苦工第丹和l
098日D4070 3 嗡嗡~ 2文 哥哥還具領 不詳 司三:三F

佇~t

1] \]8年(千我三音字第 4911
OH8004070 4 刀-1- lil悶 苦苦主蓋其領 不言箏 不詳

一9日3 平位于管字第 3669
。凹的5 :3 55

電子沒 J以電腦
!台 3寄送其領 不詳 不

}!!己 伴唱紙)

日98年 1正皆非:這 3669
。 99005355 2 電子會主產靶E品EE〈點)就

號」
1 個 發送兵在有 不詳

，1、

r)甘 8 -~'f~'}革命哥在二字第 3660
0日甘005355 3 點有t;華 1 本 發送其領 不吉于 不吉羊

n 。呂立(泉之苦手t三字第 ~HJ日[)
閥的om5; 4 

，盡千 品(若是夫

lß 發送臭棋 不 不詳

3注 1

6 認可 1三 39



臺灣查中土包方輸察署扣押輛公告招穎清冊

於 1夸字號 處分符號 流水就 ~0 J~..:6:f，先 教堂 重量去 處分方式 具領人 主色色上 燒了主

{)!J8 ;r~ 保管宇;t; a6G9
不詳。990日5355 3 電子產品(瑞抒己) 1 個 辛苦返美領 不詳

~t 
!作綿羊然發字第 375是

OH íJO{J8579 塑膠布 3J在 ?話道主:t~ 4j[ 不詳 不詳

ft 
I fHlllJH主管]j}t.守主第::175再

的9日03579 ? 布塊 H臨 等寄送其領 不詳 不詳

Ð98}t=- {ì主管字:在 375花
自99003579: 3 .:tz物 2持。 吉普i萃臭棋 本主羊 不詳! 忘記

\)')S}手伶iS ;i' 三;三百5 日75 ，1
099 日03579 ?這牛郎品: 3個 苦學 f乏其領 ;不 3羊 不詳

~Jt 
()日昆主~i(果發字第::1754

O!H1003579 「υ 'fl 犬織 1100 清王室主~~領 本主干 不立手
可濤已

的保管寄:黨3754
。 990 日357甘 日 i溝通史觀 1個 平安主主~領 不符 ;不詳

我

。9日__;'f-!呆管字第 ;3785
100004608 ;] 至j1 lt役，宇先卡 3張 吾吾逸事L領 莘莘承意 達:中可靠北í&

~勻FbU 

的8.:'}1，于信; "f-第 37晶3
100004日08 G 申長告時 12;本 發送共領 ~t~if丸 1頁 是中?↑fj七區

5克

j ì.I咐肘字路 :3785
1000046081 

存摺( ~\.)是儲金
1本 發道主惡毒良 章F萃t育 i 全中可f ;l\:，區

~克 簿

jo司將保管字馴的
10目的是608 8 

存:W(鄧 ßJ'l~告金
l本 1會主主J患有真 -î!jljý，育 查中市北1&

i S!it 簿

1 的 !j8 平保密字第 3785
i 口 00日4608 1 日

寫于產品(銀色
i 丸 科t-t4t 、 ~領 ~íiif(.， 1r 金字可f ，l~ 返

: 古巴 在OK 1 1\-t織)
illD8年涂，音字第 ;3785

100004608 11 
電子正是 J'"a ( .'#~色

l 支 紛主莖具有真 郭承霄 受中了許北區
~J，~ ANYCA1V于對克)

的(.ì法等 t在台3計ik立:第 ~17呂5 100004608 
]2 l !電子產品(銀色

問KlA千識 1
1 文 辛苦退J!A頁 車[íi[， 1î 受中'i)f j~ 豆豆

7]駁， J毛 JO ,tJ 



蓋全灣臺'Ì'士也方輸靠著扣押輛公告招蠣清冊

保管字號 起分1字號 就7j:.吾先 物品名稱 車走至全 主主量 處分方式 共領/" 3也主110 織合主

i泣的主管字;在司;477
的98007033 潭、色牛羊王 :件 哥哥還共領 不詳 不詳

頭，
的巨年怨 i'.. 宇:答是377

0080070:n 2 黑色褲子 i件 早去選手L領 不詳 不詳

?)t 

。 o說年 f品管等;再 4377
098007日.33 3 帽子 11牛 發i還真奇說 不幸羊 不符

5成
的8 iH品管守15名 47日9 電子產品(全嗎

。99004868 1 合 哥哥還共領 不言'if. 不詳

nEEUL L 電腦點唱機)

白宮8年守法 r苦 εF;在.mJ 9
。9仰。4868 句。 欽本 l本 發送3志編 不詳 不詳

其1t

1) 9日 ，:f-:-~:志告字;但 479 !l
的fl0048{)在 3 

電子沒 ~Pr..r (遙控
11隨 發逸事已領 不詳 不忘乎

i主r~丸t:. 器)

9日3 年保守音字第 52是3
0990QOM7 絨j線剪 l 文 發送具頓 本主手 不詳

屁巴

ri\l品.ff-(系'?: :f' lí\ 524.8 
;現t

。fJ9QOOß哇7 2 tl)認識 Hl~ 務還』思想 不幸芋 不幸事

1 (11)叫:時間倒 LAN，\圳特光線莖

。9900日701 胎盤!汎;甘露(蚓、 l 金 發玉立JL領 不 3手 不誇
!書記

ìífL ) 

。"話i刊不~ ;誇字 ;sm制
。H900日707 2 

LANAMA~..;t精靈
]金 才告送兵毒草 不 不

:兒 f台直是帆，背 ff，笠蓋全

098_j予保守法字第 5533
099001803 ~"I%i卡~鳴目錄 i 本 奇奇主墓共領 不詳 不言芋

型rl:

jlMIRi內管)itê，字第 ií533 。 Ø9001803 2 伴。's ，t幾 1個 哥哥還各領 不:洋 不~手

:(msι1* 11流r 等; ~有 5533
0990日 180:3 3 3~ 5吋夕hr.lÌ; .. r.是草草 HItl 1密逮.f!~領 不

8ft 可以已到



全語考查中地方輸察著扣押物合合招蠣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J字號 流水號 物品名字母 款至是 重量 處分方式 具有麗人 士;b;ljt fj奇古主

月 98一年你 fpf宇:在 5533
OíHl001803 哇 罩在教遙控器 i文e 發選手等縈 不詳 不詳

吾兒

U9在年保舍f克己f: 2事 561 日 OggOOßßß2 
SONY串串凶悍昆主

111凶 發還真領 不詳 不

機4

的早年保守乎不第 5901
OfJ90日 5538

電子沒品(金嗓
l 台 發星星j惡毒頁 本主羊 不詳

式'C 點嗎 J控告)

的位JF- 保管手:第 5901
0990自 55:18 2 哥支持拉 2本 發3乏其是頁 不詳 不詳

吾足

;似的句:保管官兒竿第 S901
。 090()5538 3 

電子產品(遙控
l 文 發送共領 不古草 不幸羊

3至}

的8年海tf音字 ~5901
0990055:38 是 2GB，己愧于r I 片 發送其顯 不詳 不詳

5年
的思年保管三f' lf, ßOß9 

looon是795 29 木刻 l 文 守主 ltJ尋尋頁 讓王串串于 去中可T:f匕區
EE 

11] DS_:!' 侏蓉，守主第fJ069
1 日 00日是795 :30 土著說 i 文 紛至室主~，4}j 啥事下車手 查中朮:lt

說

098 3t-保守法字;在 H372
100000377 2 5靈;全諮 1 個 發送共領 賴熱茜 這三中可T

5克

問3 年(;其發字第 6372
100000377 3 點吐舍、本 3本 發還真總 手持純這 逢中才7

)jt 
(1 ~)品缸"保守不 5名 6482

099003 1\)8 背心 1I丰 發i萃終身貝 不詳 不詳

51;t; 
日日8年(未管字箏的是82

。990031 日8 2 牛仔褲 1f牛 ?老三蓋其品質 豆豆詳 不言平

098年保管字;拉伯82
的時自03198 行寸 花草主 i 書是 哥哥這與領 不詳 不詳

EE 
098 :1'1采告 :f 第 (H82

口 9900319在 給是主 在文 粉1荳其想 不在手 苟且
笠、

。 w_ 共 39



臺灣牽中地方轍靠著扣押輛公告招頓清苦苦

[ 荐一訴我 iur字 流水波 物品名稱 害之苦 酋長主 處分方式 其發人 生也士，11: jj育合

年保安現仆d亢、蜻 宇:在 388 1, 0000玉0 !l 8 1lJ 
行動寫論(令SIM

1 個 還是扎克 不詳 不 2平
一卡)

行動這 1古 tf計划![ 了
-t- ) 1:11磁 命i主主l~4頁 司在詳 可i- ô浮

Jl'- i;主管守己第 388 1100005自9日 48 
行動電詩(含S1草

l 翎 給這其領 不言手 耳;主手
制L ←卡- ) 

OÇJ!)if令保管思主 :寄:第 3日8
10 1)!}05098 是甘

行動電話(令S l \jl 
1個 紛落共領 不吉羊 不了手

。 [!9 年條槍手;在 5 1. 3
099002085 71、王去 3件 f去立莖-~核 ~i羊 不吉手

EE 
099 年~t在台上F 支持自 15

099004027 正丹 1 級 車去這 J再領 司三主卓 不詳

~~t 
ng Ç) if-{志學守主;在 915

。n900惜。27 9 寸金 i 雙 者?這其殺 不幸干 不符

說

的呼之保i安~;:.，字第 015 。 990日'1027 íìL z~ H命 發送J1領 不詳 ;在 1平

IHHl 年。係 7 字:第例已
。特9004由27 11'li 豆其 i 個 5丟進兵頭 不詳 司;2羊

統

曰\J !.)lf一位在芳可海藍L、 芳， 第 9 1，3
(]\H)004027 5 子 tE 筒 1 文 主L告頁 不 ;否

9日 9年你 ;Ù~ :f-第 2104
100005481 

賢、{~公司謎 i的文
1 J商 發送J耳領 E注:還，l~ 月 全中可ti ，~屯8i

~f，t -N: 

nOD4'1呆兮兮:: ~在 2268
10吐性的.1627 9 

電子ð- ci::r (長江
I 文 -~f 玉立其領 :育系白蠟 中:函也豆豆

i屯 ít如電話)

1l 9lJ唔，古平封<; 2268 
104004627 1 () 

電腦吉克 f站(的PJ其
1 台 f主逢其在這 立意詩j麟 合中函屯~

~t 本沒電腦cE{笑)

i山?γ苓 字恃叫第刮2泣立 l 口 .1翎口口尋627 11 
交給設備 i fJ?動

j 台 主乏其領 表)ol ，1j產 全中i1Q屯
5克 Z吏 r樣〕

10 抖 Jl) ]:立



是灣臺中士也方輸察署扣押輛公告招蠣靖冊

J 圳t、 :7f: }立1If卜u 是革命 F予我 L:玩水波 1/告J JLSf在 較量 三畫是 處分方式 豆豆殺人 3也划， 子晶吉ζ

|G今日羊保管字第2512
自99005g22 鞋子 7竣 發迢來其噸 不詳 不詳

1, slt 
II.HHìir.::系』法守主第 2520

:諒自白白?自41 2 
電子是主品巾TEC

i 支 1幸還Ji!可得頁 2註}!;~中 不幸羊
行動;這詩)

i Ð [J [1年然每字第 252íJ
100007041 高

電子接 p~{隨身
1 文 勞i豈J'+領 持社定支持 不詳

:Jt -~) 

電子:';i品(隨身
ji R99 年保守t也:字第 2520 ]OOOíJ7 [J!J I 4 l支 1音還忍看見 持社;答:命令 不說

本主 1

j訂閱州時字第 2520
l(}OOD7041 5 電子產品的D卡) 2fl問 才會主革共領 陳章E紳 不忘乎 1GB 、 8GB5.rl'L 

() !J9 位保安:字 %2520 電子迄校(它除
|來震紳 不忘乎

詞ICRO SD 、J (1)007041 6 
);;生:... 1.1'::;1 '\ ".l..o -I，世

2 ，1國 給遠共領
128~1島、 8GB在。」JL站 i:) 

I)!，)$)年保管不室主2520 電子產品(迷你
f車豆豆紳 不 1平1000日70是 1 11間 發至2共領

我 口袋將)

今M1CRO SD 
{)})fI年 1* 'if 2第 2520

100007日，11 自
電子[f"品的。的

i 台 潑可是其總 l'主 2支持 不詳 ;也隨卡
呵呵巨 主u立相機)

( 2GB_) 
(] !)\Jif. 械等哼: 11'. 2520 

1000070哇! 日 林 1 是且 發選手已領 :來震持 司三事半 含辛午
"心E幸

09\))各位1; 管字第 2石2 (1
100007041 10 印生E豈茲在 d月 是5長 給這具有民 i喂食紳 :不詳

號:

。 99 年(革命 ~f工第'2520
100007041 11 

(音之喔，主本票、上刀
村長 吾吾 5萃真正接 除挺神 才" i'ì羊

于克 結案，收祿

|日州 借機1:~本菜、切
忘乎豈是共領 l~!~i裝神 不符1 日。自由7日是 1 12 Hlk 

~11l 結荐、收據
;;i vn→一w…一…I五…t…E(一茗7…舟、b等……工第 252日

1 OOOIJ70,lj 13 
f告總今本菜、 tJ]

是手表 必這其領 械設紳 豆豆詳

主主毒、技撥

:i_τjh39 



臺灣臺l'地方雄賽著扣押輛公告招聽清冊

ρπ 于f， )t 處分 FfdE 流水里巴 ~+J S~可 r本羊毛 較量 了愛 iî 處分方式 其領人 3吐::.J:丘 已告宣主

O!.l~年 f不管守主持; 2520 
100007日是] 14 

明 ITSUB I. Slll 安全
1~蓮 發送共領 綠震、沖 不詳

3 生 字i'~
|諒的抖的字第2泊。

i 日在0070是]
'這子在 Jf，(NOKl A

1 文 發送共領 F主豆E 主'Ì' 不言干
咕:'<'H .. 行動電海)

1I !1 !J 1p-然 a 手守工寄~252位
J00007041 1.6 

電子產品(ERER
l 文 i送延續 !來震吾吾 不幸羊

5it 行動 1童話)

1) [ltlc午慌，FTLf‘ 第 2520 100007。在 1
這子 p乏必 ILG.{于

i 文 發送兵，領 設持 不言羊
1M 電話)

OODJf-;;單三字;在 252()
10日 007口41 18 

電子是E 品(達1年
1 張 平等送~領 JT幸這支持 司F&:羊

}f，1軒E 弘 是老 f53G卡 ) 

的9年條 第2月2日
溶于沒JE

說
100007041 10 (謂的BORAfft1EEZL l 台 發送3等領 I';f..草支持 不

1M:., ') 

nDn年保安平第2玉立。
100007iJ41 立自

屯子產品 UITIIA
l 台 這兵、令員 陳章t f;'中 本主羊

l ~!.t. 音樂捲京之結)

料曰\J非你叮叮 這子在品(液晶

1.000 日704J 21 、 1品;紋路:ì. 2 台 給這具有頁 !推波紳 不言羊

i錢)

l心?2320 (SR電10子IPL產us品t-~主才盔H100070哇! ZZ 戶D 台 1爸還真總 線裝書中 不 2平

器)

Ilf l 。勾?不 :f~‘字0/; 2520 
[00007041 23 2怨 flhil與領 j來震 1:中 不3戶手

5叫!è 

:八日 gqιttf:f1記r 宇;;j; 2 ì28 !l !J \J O():mfi1) 文豆豆 ljf< 紛至萃JL令頁 不言手 不

。呀。 l[c 錄音5法h二F 第~'272在 0990 日九日 591 "2 ?苦練 3于長 ?去這其領 司吉祥 FFTL手
L巴巴圖

12 叫'01 ' :Jt 3i) t{ 



寸了了哥哥言了了←一

牽灣查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輛公告招舖清冊

4月1督字號 處分早就 流水吉克 ~h 品名芳聶 就壹 3監委 處分方式 共領入 生tJ:.tt: i'巷立主

!OggJ芋保安等'，!jl， 2728 
。990039 6\) 3 zhiz 2張 4年 3主共領 不詳 不誇

!號

恥的9 年保管字 '~2728
的 90日39日9 4 本RE n在 發送其領 不詳 不2平

tka 
的9年一條"帝本第 2728

白白骨003969 D J辛苦t:r ~~ii;~J 本 l 張 辛苦玉是其煩 不言羊 三位詩
~t 

099 年保管字;月 2728
口的003的9 文熹 11長 發已是共領 不詳 不

T說:

的9年絡管字第2728
的9日03969 7 本JR i 子長 哥哥還真領 不草草 不詳

~lt 

;自 9!J年 j，)三者，字第 2723
0990的969 B 

電子遠 JL( 手機
1.金L 發送J幸身頁 不幸平 FFi手

賢先 含Slìl卡)

09!1.羊fJtf?LFE吾 2728
。99003969 9 

電子產 1為(行車。
]文 發述其領 本主辛 不吉平

E于i!fL 電話含SH!-卡)

的)(1.'1'-絡發字第 2728
099日 O;)96fl 10 本是 15張 .. ~}送3惡毒自 不詳 不詳

豆豆

1099年卡拉苔，字第 2728
。99日。3白的 1 J 文 175長 哥哥 iE段，領 本主手 哼巾一噫 井，包

就

1H1H 年保持:宇第 2728
8日目前O:HJG9 資料 lH辛 可去選其令員 不吉手 本主丰

豆豆

的0年線管字第2728
。9900:)9日仔 [3 

電子產品(手織
;文 發還J之情 本主羊 不古草

吉克 .1}-訂閱呵!去)

'! {I'lD年保管字路 2728
自99003969 ]ij: 

尋主發交道這J晃過
2'i長 發送其領 不幸手 不忘乎

;從 知軍i

!開叫一保管字第2728
。 99日 0:3989 15 行動電;;;5'申請寄 1I長 年全主意共領 京詳 不;手

I 

jh{Tms 有位9003早日g 16 背包 3 包 吾吾還具芳草 不幸革 ，q:;詳

13 為可 y)



壘灣臺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輛公告招聽清哥哥

保管字號 處分lH~ 5ht7J:._我 物品名稱 意之愛 三童受 處分方式 J~4~萬人 士t.!;t_ f是室主 ( 

。 DlJ年保管字 ~2728
9位900:1969 17 

聯令拘禁車在行文
2張 4奇玉選手幸存頁 不詳 豆豆詳

ZFZJEU 予 FE 華主本

I08H 年保苔，了爭議 2728
09900 .3969 18 資料袋 l 包 發送J叭聲 .7f:忘乎 本主草

本♂哪,tt .... 

(的條令字第幻 電子i[ J'u ( SONY 
8日程。自3969 19 子抗議紡織一合 l 台 發送其領 YFE羊 不詳

古刊F怪U 

長張*j 帶1;;1 ~;盤)

。 99 月'-!本營字第2728
目的白白3969 20 (史 i是在1 11長 蜂王建終身竟 不詳 不詳

SE 
U9D年怨老去尋: ;f, 272在

09(JQ03969 21 
汽車過戶發它已書

2張 發lliJ主總 本主芋 不符

i n的JL 保管號字第 2728 成千子照影本

1J990自:l!JO9 ZE 男子紙片 l~ 奇奇主蓋其領 不詳 不詳

~.I，t 
Il!的并保管字第 2728

府 gn日自3969 23 {史 id早晨也 11長 ;~~.、還 J是:-{頁 不符 司三言手

EE 
O()CJ i]'-;鼠，音字第 27'28

的抑制9的 2是 休i41名持 2于長 '0:t i室主幸存頁 本主羊 不幸羊
Nt 

的穿牛保管字第 2728
。990039日自 25 債務人資料袋 l 包 袋?至還具有真 本主羊 不詳

L說FbP 

1)的學絡管字第 2728
日 99003969 2日

是;法守主立佇立斜支
lè 發送共領 ;f;詳 不詳

也!? 集裝有L

在\IDif汁，芽，發字第 2728
。9H003 日6日 27 

永成公司債權資
l 包 ~這其總 本書羊 不言羊一

~..'t， 科袋

9月9 年以保管工F 第 2728
的9911日3969 28 

有?司及司已發公司
1 包 等全3荳 41-JiJl 不詳 不符

~~rL 協議 1'1，呆在 tffi奇料袋

!月 n .... {仁:家 -'k統f 二:y:: ~在 2728109Ð003!JßD 29 等豆、古已憾，哥哥 3本 發1乏其總 不詳 不詳

~4 古 1句



臺灣臺中地方輸車署扣押輛公告招唱:青冊

保守'Z' ~于統 i處兮王子古巴 、叫于咐旬($啥'" ~+J tJ~t 名字#} 棄之愛 童發 處分方式 具毒草人 上ιhι 11有 1主

I州州三就守主第 27~8 的\HlUO;l!)日 ø :)1) 
受中的院債權:思

!包 辛苦遙感領 不詳 不 2平
羽‘E正rRL 

09~1年保安吾兒字第 27-28 的 90日396 日 31 
中學嘻地成?剖面所

l f!.. 辛苦送 Jt-總 不言丰 本主手
有 4是目主資料ff;本

IHlH年 f，\\安司成字第 272日
仔仔DO日 :)%9 32 本票芳3 本 H長 發5選手毛領 不詳 不祥

向

。 90年保守字第2728
09900396日 33 

天下[ZìJ條-?îl{玄有
I ~間 苦苦 i萃其總 不詳 司戶 3手

~~~t ?在公司 íi'牽

wm 年 iv寄:毛于字第 2ns
0990日 396日 3是 收 í~ f吉封 25長 紛三室~，4，且 本主芋 不言二手

ELE 

Of-lO年v保守字第 27.2品
'7Jt耘宵禁亮給被

。9H日。3flßH 品有 J'l<公司?是條 l本 發送其領 不詳 不詳

3主
或1

10的年僻、管字第 2728
的90 (1 3的。 :J6 荷葉本來簿 2本 有幸還具有貝 不說 不說

ZML!EfL b 

。<J U年 j;l~ 茗，字第 273日
目的003969 37 f主做學 l本 發送異領 不詳 本主羊

就

I!on年 1早宇:第 2728
0990日 396日 :38 

土地登記第二級
i 本 乎每i室主L丹真 不詳 司'" ii羊: 

• ft 條本

1) 呵 Hif 泊，、;去君之守主持12728
峰。9日1) 3日峰。 3告 ,tÌ:\{i\ I刻授于本 i 本 4音還真心是真 不詳 不

n呼叫刊早去，字第 2728
09900396日 是9 i:l;_ f括以吾吾記 是5長 守舍 i趴在看見 不詳 .']:詳

就

日 99+1弔 "ì法字第 2728
的9!]O日;lflG 日 ,11 

T!Î千五佳品{手織
1 文 哥全 其 .~ft 不詳 司... -i學

7τ甘心ι I \l一卡)

|的91豈是7… 之地研圳等已竺 辛苦之三具有電 三F~丰 了l'

:S .l"l呵 j志 39



牽灣奎'f'站方槍靠著扣押輛公告招舖清冊

r一- j羔哥哥二FEE 處分rf從 r中流刀妝、L品J心 物品名稱 教委 重量 處分方式 共領人 JM，~ f貓古主

自約草玄宗管就字 ~;;;2728
。 lJ!.l003969 43 提 fG豆、 :本 幸去還笑領 不詳 不言羊

OUD年 1品管二于第 2728
。 99003日ßíl 4司

電子產品(手機
1 文 吾吾三室主毛 4頁 不符 不詳

吉尼 ""J....訂閱抖

n9 Cí年?;其去，字第 2728
。 l)[)IJ03969 是5

電子'Æ 品(緝毒氣
E 合 發還具拉克 不 5芋 不

i也 電)

1) 09 年保安等:;在27.28
的9日凹的自 ~[j 

電子產品(乎從
1 文 才告主室主已顯 不得 司三吉羊

!!，，-許 含SIM卡)ii(c 

刊的年保守字第 2728
。早9003969 是7 言表 i皮書 4張 發送3惡毒草 不幸辛 不幸羊 」賢先

jog9年 1時字第2728
099ü03969 18 身分2查結本 H長 手告主}]， J~是買 ，q;;詳 不吉羊

我

的自半條 1f 字第272忠 自 9!l日口3969 是9
llt~A主品(于1起

1 支 發還真領 不詳 不言羊
至是 {+訂閱卡)

的O .iH革 !rf 字第 2728
。99003Dß9 50 

電子豆豆品(且是為L
!合 投送去尋尋頁 本 i詳 不詳

;還 電vl 09116號)

的 DO 你去三f: .~~ 2728 
0990日:3 969 51 

電子產品(正是總
l 台 哥去還其領 不幸手 不在手

1司11令!L .. '!!l: VI08173 1!'t) 
099年保安字第2728

tHJ900:1969 52 
電子在Jfr(手法典、

l 文 1寄送吳建頁 不詳 不詳

)fL 今日n卡)

11日 n~~， j呆會宇: .~2723 
的 99日口3969 五3

生:中縣政府會勘
l 子說 京青 z蓋其領 不詳 不言羊

~l，克 記錄耘

U!Hi ，!ιf祟，法司令站在 272在
屯子?沒品 U- }，寄

口99003909 54 3\ 條線電令充電 自台 在等 1墓具有益 不詳 不 tìt
}1"é 

諮 l 組)

。 H9 年t草告，字第2728
。[JI!日 O:j9GU 且5

電子是品(1會、裝
l 台 發送共領 本書芋 不~手

IzLttLh - 式具有線電) 2 

的貢共了P



金灣查中地方措轉著扣押輛公告招晴:青冊

徐信，字號 處分Ji-景色 ~:;ji)J之說 :的JL 名稱 害之發 言E 量 處分方式 其親人 jt!!.屯t i輯室主

09)) 年綿長、:字第 272.8
iJ 99時 0 ，1969 3日 通: ~主 J平 50 5f，足t 發送異域 不符 不詳

31ft 

自甘 ()Ji"- r;l~ 字第272.8 在(l()D03 !l6 !J I 57 
t8 車紅綠卡{發

805長 吾吾選手毛領 不符 不言羊
3?!他屯 克~專〉

jjli 呵呵年 1呆著~，~士t: .;;; ~728 09900 ,')969 58 且l ~ ~~主(且主色) 68~長 一校還~~毒草 不詢: 不了手

:ioggJHM就:~~ :f 第 2723
的 00日 396日 5!l 申長冊f 2.*. 苦苦i蓮、具有滾 不在手 豆豆詳

!O [l llir 保安字.1íI 2728
位9900，396日 目。 相片 81 于長 等寄送共領 不誇 不詳

~ g~t 

行;199年約1安7.~i~宇:在 2728 疇，受挺地安機械
{)時\)OO:l !J(ì9 (ìJ 35長 發還真檢 不幸手 本主手

三字契約三生

!l 99-~f羊毛哥去兒:宇:第 2728 09D003!lG9 62 筆記本 1 本 可奈透恭聽 不詳 :辛

I 的9 年保守E手E宇:在 2728 09900 ，1位69 63 門就收-~芋 針是 發5盡其領 不詳 不詳

的u正f-j;京 J在- :ì: 每~2728
O[JU日 O:1\169 自司 七 h 遑論發票 1:1主 辛苦至還共領 不了手 不幸丰

話丸

1) \)9 句=--1法令宇:語言 2728
。 090日 :39日9 的 1看簿 1 弦 fi』;還具領 不符 f弓_c:吋ι一

恥枷」

099 年保 'ìf 字第2728
09900月9的 8日

守主干且是品(乎并
2台 1 幸逃具有真 不得 不

豆豆 A#r~ 線電;)

OH! J斗 i采法a已是戶第 2723
009003位6!l 在?

挖土機收錄
Bíc 在宏遠其領 不吉羊 不2平

話。 .0白白 1524
… 

1i 9f1年管字第 2728
日 9900;)969 68 

退貨意已
1 張 f去i星星思領 本主羊 :F古平

E州E(9 (;0.Oï3782 

o 己保安兒字;r; 2728 呀99003!)6 lJ ;由 YU 主 B長 1安逢其惡臭 不詳 不詳

r.:豆豆 共_，~_; t三



查灣查中地方槍察署扣押輛公告招體清冊

i系管工tzEZ 處分;于生先 i氣了}主至tt 4fJ.f J色名早在 主主哥哥 蒙受 處分方式 品心3頁/、 士也土豆E 1';需 2三

的持己-{-，早若干守:第 2728
099003iJö 日

5!ft 
7日 加油 .f去 JR 3$長 st3i蓋其領 不幸手 不

i1!Hl年{不管二字第 272日
。990日，39日9 生產花本 3 本 去告還.ft..:/領 本書手 :不詳

的!I 住三條令:宇fi; 2728 
OÐn003!Hj日 72 ?長4牙 4本 發遼兵發 不吉羊 不

IJD位年也 h\'; 管哲記字第 2728 01)9003969 n 土士也給本 65長 青lb乏其名頁 不詳 不 2平

的9 年 .(J~ 1~" :宇支持 272.日
099003fW9 7/1 地給閱 5f說 法還具領 不言羊 不符

;ofiij年保管字第2728
099003969 75 主1f t己本 (J墨色) 1 本 去青豆豆 J~l;:;{ 不詳 主r-誇

ZdieE u 

on~"l !不份子詩~2846
公共:是這這志丹、經

10.3日 055 7<1 學事詩; "1"+主要黑色 l本 tk退路令員 F車受益 全中革和 Ei 
三f 科

1I!)f)-'C!!芷若字第 23M;
10:300557<1 2 

之L閥混泉山泣，接
1 本 給吳忠頁 是長途妥 中市和平這

~.t 三墓。音室主吉乎估

IJ的 _;H來字第2和1 日
生長閥混泉山接土

103 日05且7是 3 j也」是少卡向}~奇主主3丈 :本 管這段沿長 線斐晏 j 袋中芳和平緩
5元

?乏相關公文資料

， OD!)i 下午 {il'; 二i~ 第 2日，IG
1 日話(l() 5品7，1

谷 31;Sh 泉山絡工
1本 ，~~jj豈是領 F社斐晏 是中市和乎還

3‘iifi, fE淹沒意料

。的九保守1、:宇 ~28忌日
1030日55?是 3 

\J7年 12 Jì 24 a 管
l 本 其4頁 陳斐吾吾 是中朮和 J宇晨已

吾先 三宜生對言之 3手f古

內的一千!保守法站立制品
IOilllOS57/! 

哥哥述為一全文立宇f古要
1 本 給這其告說 FiiE 立起 至1‘中;市和平區

芹品

1 苦;;1. '了t- ~-i\; 



臺j彎查中站方轍靠著扣押物公告招積1青冊

然令:宇氮 處分感會主 ;最 *ï]也 站台J JL 名干在 1t 吾吾 電台最 炙手于方式 Jl-憫人 lt，}止 i高，:1

l ，ml4 條管字第284f，
有自尋?~'"兵三世昆主已

103日 0357是 7 )!~ J , itf 會拆除 1本 發i是 J惡毒草 j來支晏 金、中可î和 J手這
51t 于

才三

的仔仔 j~; 字第2別(ì
J030。這話74 8 

ZL閥混泉山 1直接
1 本 這其領 f車裝盤 查中可T幸D Cf'- G孟

:,1l 品,. 精彩本

白白9 年保"f: ~事 284日
1 日.300557是 。

公共造思主投稿斜
i 本 5寄送去L 生頁 除受委 受中了F幸仁7 午夜

5克 本

的甘9年俯，寄我ëf 第 21H日
1 日 ~l{)(1557;1 |。

公共造反車來浮
1 寺、 給王蓮;再令員 |喙交接 中市和平區

!Ji-土是公文
←一

。4年從第二次公
的9 年ι{采 守主吾吾 2846

1 日~îG055H 11 共造反委員會議 :本 給這其令其 E社交接 三是中市和、1'-8主

;;!考級紀錄
一一

:fc1 手鄉公共這正主的9 羊 íi巴弦，字'$ 2846 
10.3005574 12 ]本 還共領 膝交妥 查中朮和平反

E 13L K I有Jd:. i育研梵表

仔仔Llifc 管v，~t;;字第立在司() 10:)日()玉574 13 
rl:~ 滋泉山莊 J史

i 本 發送具有責 f1.交接 袋中市和 J平反
ff 斜斜J 書

1) 9 [1 -'1仆后1:~'字第 2846
10:;1005574 1 是

9fl年12月 28 日營
1 本 且是共存在 j來 2支吾吾 章:中朮和半區

什川f可 主Ef逾古的手估

1199 年徐佇~;，t字第 28毒品 103日05574
?司;也有 f主J發用吾吾

:本 發送吳忠言← 申了!于和平區
1吾吾;本

I:!HJ_;')勾第2日4 1i
1 日3日 0 ;0; 57.1 lfì 想2 年指簽標字符券B(阿青: i 本 吾土這共鳴 E奈這妥 去中可1 手凶手往

古巴

uo日革哼，字第28毒品
103005574 

凶年守主辦的T索
14:,- ff選手1， '1ft ?讓斐妥 中命和平盛

9Z IHJ .f票卷
g:)OD 年{早二'F- iíi284G 

]自 :1005忌7倍 1 日
..L I臼保留士也使同

1 本 才告玉皇 J恩樣 j來交委 幸中'fi'和平
;每間

I _:t- '1丰台了一;字第 284日
1 O~1O 055叫 1 日 ，1毛遠芳草遠本汁釗霉 1 本 發送 FL領 E主笠妥 是中布寺u品[fi

咱 9 倍~ ，尖子q



臺灣壺中地方雄察署扣押輛公告招碩清冊

{芷若-字 at 處分 F干部克 流水白色 物JL 右耳品 !1ft量 1主最 處分方式 共領人 5也U. f品 3主

OgnIH;); 信，守主哥\2846
93年 10月和平鄉

10;J005574 20 J.;]l {U文保留 3也.'iIì: i 井、 苦FiESL領 f車斐妥 主:中芳和平豆豆
1W: 古、清刊}

O!JD J!'-{;l\ 管~f=: J，在 2846
103005574 21 委員會會議資料 i 本 發送共領 i宋雙妥 主:中市和平這

就

的9年你告~:;車站是6
10300557~ 22 

土地;1，私欲求 Lt
l 本 發這其領 !來斐一妥 iZ7 中 ífï和平區

前閃發進攻公告

的9 年保安字第 28，Hì
103005主7吐 公文資料 i本 1奇主主 -.!il，.l{頁 l來斐晏 受中可lî和平G1

ff克

ill !l日立fi\ '1f 守t 第 2846
10:>'005574 24 工作幹字'ir J~ ~f 

1本 發送共領 R車交接 受中市和平區
5兔 科

09D1H不管守主第2日4日
1 日3005574 25 J是宗主f<等資料 i 本 4吾土是共領 11R 斐妥 查中市和平 l暴

的9.午 1品巷，'*第 284ß
10:3日的574 26 第二次會議資料 1本 ，~}}還兵繞 !來斐妥 受中市和平~

吉化

。9n年保管字第284G
和平鄉谷閥混泉

lO :J 005574 27 ?害者H2年-96年 Lt~ 發送共領 f來斐妥 是中市和f [，&
ifL 

Þl!.{貴手足宣判帳{府

自 99 年如:苔，字第 2811G
96…8 、Il G-\H也就

10;)005574 28 土地才是示詳細資 l本 司去主主兵在耳 rJft斐妥 主:中市和平區
議， iI+ 

的9年保管字;f， 284 ß 百U~.5公J去村問公 ! 

1 日3日。話?是 29 l 本 發退共領 J球斐姜 全中，1峙。平 i在
文資料

i OfJ9 年{Jt 管:-f:.;f， 2846 
谷j!月地位就泉業

lO~J()()5五711 30 者土地使用，情形 !本 發告:其領 i宋楚要 直是中市和平r&
BZ 調告表

OD !J.fH長 :~f 字第 2846
103005574 31 

忠來谷祠民X{t P'At
1 本 發送去司、4貝 球斐妥 全中芳和平EK

做t 精 4日 關公文

~ 20}'{ 、 τ;毛 39 位



牽灣臺中地方輸察署扣押輛公告招碩清冊

!，ì，苦> !-f: Wt 處分序號 iA7KEE 物品名稱 當L萱 了重者 且是分方式 共領人 地址 和守主主

og [j ir- 保管芳:第 2日46
10300557哇 32 

D5年5 月 18 司第
1本 tF這共領 E來斐妥 受中可汁。 TLEE

v，~子 。7次會議記錄~\\t 

G5 if-8 }j:1 1 S 第
。Ð9 if- f!最管士t: 1f, 284ß 

10;10Q5574 33 
10日次A單位 r~1是

l本 按這JL領 ;來斐妥 蓋全中可f和平這
BL已 弱地土地核科專

查委員會會

的9年係苦，字第 5'ìl (J 
I000028 .1 Ð 2 生哇 lt~ -}o-逆 142個 4但是具有頁 綴 !i: 靜、 :是中苛求區

l~也

。 DDiF- iY; 管字路 05DO
101000852 郵寄~jr ~)ti互利特 1個 發送臭棋 玉卉鈞 袋中市是J屯霞

5J,t 

。\)\) if- !正管了于自f\.659Z
1000日 271)5 黑色外苦苦 11'1- 發送J'!-領 f芳jfH鼻 是中 rf:f烏的區

1{1先

í OfH)lj三保管寺:第 66日。
10000甚8ÐB

電子產品(歎枝
l 台 發主主主存在且 i發忿謗、 金:中市，"'~勢區

~I，ι t taÆ龍)
ODn !'Hil' 管守主第 ßßOO

J OOOO'189ß 2 
電子產品(監就

l 台 發送共領 車草草幸之 .j是中布來接應
5克 路主紋〉

時}J\)年保管守:第 6673
100003122 1(.~ri{荐信L 4 支 哥去3星星tj~萬 :!ýp 卉 ffz 妥:中 tfr-j益處

~，t 

onD ，l1~; 管 2312在(ì()7;)
100003122 15 安全帽 u國 才告還真領 軒OH社 益:中市來區

字FAJtUL 

。9D 年你笠，字第 6676 IU1()05829 fE 中銀行存在華 2在本 tf~ï!共領 杜立與l' :全中了!于治區
5 已

3 

的9年你告，等二 1i' 6677
101005822 電子il品 (UJ這一) 5個 4艾t羹e咚。 l門主啥究單 .fJ.ì沼德 至~中可T:I七~

~1Jt. 

。 !JUc年餘，古字第 ßß77
lOJ0058Z2 2 屯子J豆、Ji， (U)，后〉 ß1[,\] 發送3斗志竟 在峙的色 查中可ï :J七Qk

主贅司"、a 

o DLl Irc 係管號字 1f， GG771101 側5822 3 電子在 Jh( 甘為) 5個 發這其是貝 f土m3德 主:中可':1七星

第 2l 頁 ， ~~<W 交



臺灣臺中站方檢察署扣押輯合告招領清椅

fÞ 'Ir 字~~~~ 處分 l于豈止 1玩 JK11}t. 4h品 ιÆj f車 數量 重這 處分方式 兵領人 士也;正 1i1r ，主
。 g \l年!，j;管字第ßG77

101005822 電子沒 J;'， ((])吉) 8飼 f普選主:‘領 在土 11丑惡意 金中育了北 E豆
~~IL 

O\l\J 年 f'f管字:在的 77
IOlOOG822 ;J 電子產品(巴結) 141胡 發i乏其領 正主EIl毛主 受中可ìJ七區

~~，lf. 

090年係管二字第 6677
101005822 6 |電子產品 (UJ音) 171i白 發送共領 社目召德 查中 'fjl:， ~ 

~~t 

lon州
: 智紅

10 1 005822 7 電子是品(lJ盾) 20個 司會選共領 才土昭德 主‘中可ï ;l仁盔

O!J9年 i~， 管字第 6677
101005822 8 正合苦j旅行社 1 本 發還::l!-領 才土日g ;f，車 查中 flïJ七這

:!司f長L 

rH)~1 年保密 ~F 1[, fj {ì 77 
101005822 。 幸主 J~干大主里石公司 1 本 3奈這扎在頁 本土且召主主 t是中可ï~[;逗

:句r.，~

的!) .[f. j;早發字if; 6677 
101005829 存j習 1 本 發主差異領 杜立將一 主:中市 ~J-@.

甘J吭!，t

1)\)\).+仿、 :rf 字第 6677
1 日 1005829 2 杜立自!['私f主 ] 'fl~ 鈴還共領 才土JL卿 查中前尚昆

是}.\t.

IHHJ 句:(品司令，字第 6677
101005830 存Jg i 井、 發in具規 i來合成 是中市fi沙.lItê，

5克

JOD甘 5[:_{;革命平第 6677

身 τ-:4ÌL
101005S:1 1) 2 私主主 1個 發這其領 除令1說 全中 1市沙J!t r.& 

。9日午你管字第 Gij日2 101001297 
自毒品(1 430丹每

1430~ 幸去這兵見汶 3了秀芬 查中可11"對屯區
就 月 1 日寄t)

的9年保管字第 (j092
101001297 2 

{n;tYa (420片每月
420包 發送共領 翁秀芬 金中可ïr為屯店主

能 JO紋〉

。!)!) J('- (早管守主宰 6692
10]001297 

藥品(730月每)4
730 包 fPE車J!:、領 翁秀芬 查中了P\對屯區

圳約1、• 的事;t )侈黨)

i(fJ!…OD干……uu……日N阱l叫吽勾年州一 10100121)7 4 
當~o"i， (I30 月每月

13白色 :在‘主這共領 翁7f芬 蚤中可T南屯區
10主;主)

言語 22 鼠-J.，.';到了1



壘灣查中地方雄察署扣押物公告招攝i青冊

自~j'，毛?中 Ee 處分!:f. ~I.t 流水古巴 物品名稱 數量 建主壹 處分方式 其領人 2也}Jl f有，t

n ÇifI 年f，~1'令守:第 6602
101001297 ü 

?在 J~， (:35 月 J告片是
35ß 發送共領 翁方芬 查中守了兩屯莖

7a3Ab U 在立)

1)甘 \J irc i.Y, i音字第{)(ìOZ
1.0 .1 001297 8 

三是品(6日40公克
1 包 '1'} .i主共領 *ì~ι 受H? 臺:中市!老屯區

~l]ì可以 義)" ) 
的9 年 i革命字第 6692

1010012日7 7 
i是品 (J!f. 科目00公

I 包 發i是共領 tt秀芬 妥中可T rb 屯 E豆
zMh L 丸}

的\J irc 1~; 管字第 ß[ì llZ
IIl l0012B7 8 

P食品u草辛HOO 公
1 包 發玉皇 JZ領 ;iJJ :;幸芬 查中布為屯區

克)

0 \19 年絲帶字第 6692
101001297 9 祭品(是Li生命) l 箱 發是其領 翁至可芬 查中'IT南屯區

:;，叫HL 

。 8fJ年 i早 lr 守:第 6692
101001297 10 高等 J~7( 包裝材料) l 箱 ~k選手L領 給 fS 芬 全中市>f)屯區

~Jt 

。\Hl -+f耳管守主 2$6692
101 日 012\17 11 

電子反品(打印
l 台 發選手L領 翁秀芽 '是中可j' ì'起屯最

叫:;')l j織)

的心年條令:+ 1[, 6692 
1 日 10012日? 12 綠草1要 1 本 ?i_t還 J1.領 翁 fs 芬 主:中市南屯~

5JSlU r 
的fl+ !不管子第 nG\J2

101001297 1:3 
織品(:320 月 1 月

320 包 f海還共領 翁秀芬 去尋r;甘南屯 E主
~ift 1011之)

U U!J -'f- 1;Y, tt? 字第 GG92
IOJ0012日7 1 在

~Il~ 去; ( 120 K 1 后，1
120 包 份工在共領 主?秀芬 丟了中可Un 屯區

蓋住 主;l)

08日年結 1;" :'于第 5692 101001297 15 “請，、品‘- 30金 發這主!:領 翁秀芬 查中了市南屯區
53tjlb h 

的9 年斜，音字第 !Hi 1l2
101 日01297 lG 紅色 45 蓋全 發豈是共領 翁秀芬 受中布為屯區

圳2川、自

10 日9 年Í}在'Ît:. ~f:第 6692
1 日 1001297 健身本iÎ_'11 ~可堅綻 9企 發送共領 翁子5 芬 達:中市為屯亟

! !t1t 

|側11'- í~， !fÍ"字誌 6ω6ω92h ()叭1 口{日)]297
1說

1 日 綠色 9日食 ~fì'主，J'!-有其 手?海 :i- 三是中可1--1有屯 l昱

了ü;:~R ' 一共 )ì) 立



臺灣查中地方檢察署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冊

哩3iζ位3P『 FJ4i』屯-i，可、 r色j砂ι'~!t 處分 I于號 結Lztt5克 1勾 J~ _ß毛主主 書主 f主 望全受 處分方式 其敏人 主ih; ;h上 ;有1 吉主

。 O[) .iH丹:管士;三第 ß (j DZ
101001297 19 -:lJb ~其 1 j卷 發主主共領 主$ J.，'芬 金中了甘南屯最

~，~!L 

J 01 年{九三位，字第 225
101001233 

電腦設備(于1反
l 台 發 i是共領 欲特廷 高ßIt'fï;j為才于區 J成且非SAMsrNG

~~~ 電腦)

1 日 1 iF- '(]J~ /~.工fU\ 225
1 日是 0028曰3 句97, 筆記本 1本 fE還具4頁 不符 不詳

~~G 
1 () 1 if-保管字第 225

1 日是002863 28 
追求:封信5高￡良久

2~長 t吾土重兵在商 不 3手 不吉手
呵到z已U JE 

J01 年保守?字第 225
10的。286:3 29 文采{告』偉、等育科 可B長 ~ih忍其領 不詳 不詳

-5)t(. 

101 年保安 EF 第 225
104002863 ;:)0 W'-笠紀錄表 1件 發送共領 不言羊 不詳

也E
]的主H泣管字第22、》

104002863 31 f釘在妥-3色書 1件 發送Jl-L(霓 不詳 不詳

號:

(1) 1 午 1}~ 苦，字第 225
104002863 32 償援:每古色香 11牛 發送共領 不詳 不許

53; 
101 +i;~îl' 字第225

10的。2863 81 ，今1~ 協3義者 11牛 發達共領 不詳 不詳

EE 
1 () 1 iJ'保管字第225

104002863 82 
電子產品(行動

I 支 ~?i" 1萃具有員 不詳 不詳 無SlM一卡
拔 進言重)

ioifFLti? 字第 225
104002803 83 電子在Jb(硬碟〉 1翎 發送去毛領 不詳 不詳

Wt 
10 1 年保管守:第225

104002863 84 商業本票 1本 發送其領 主手持 主于:1手
2 眩:\!j(←A 

101 年卡在發字第 225
1 日4002868 85 支票彩本 7ij長 ~tl;草共領 不言羊 不言l-

于在

101 句 -1早 4管;r，t 字第 22日 !f)!J0028fì3 86 委主t 書 15-1牛 發送具領 不詳 不詳

L 

:1i24TZ ﹒ -')J， 3Y 葭



壘灣臺中地方按專著扣押輛公告招棋?青冊

f羊毛，字號 處分序號 iit水~k 1b) J~ %，;fi有 數量 古史最 處分方式 其撮人 全~;l.:tI: 有ffi-t主

] () 1 iH，\\、管字第 22品
lIJ110028 (l:3 87 EE 白商業本票 1本 iE遠共領 不詳 不詳

!我

] 01 年保管 :_oj:第 225
10400286:1 88 本票 15是 發送兵=領 不詳 不詳

位;

101 斗保管字第225
10妙。2863 8.9 本票 1張 發主在共領 不詳 不詳

~，.lt 

lOH'-1九三巷，字第 103是
1日2000411 華F局 f史璋'J箱 1個 發送共領 巫永豐 不言手

~}t 

i「?叫早將管f兒字第圳圳iω附0昀3 102000411 2 康告紙 1 包 4時還共領 豆E永毀。 不符

1] 01 年的號第 1102 1010 0.622日 如您為i主 1 個 發送共領 要 I );fJ(:ilþj 受中 111 丸子監

101 JHiJ~管字 ~1102
101006229 2 電線 111m 發送兵再見 草I[淑去Ì'Ì 蓋全中ífi"太平1&

)~G 

1 日 i 年 ttff 字;在 1232
名 H 35長 車去這兵領 耳之吉手 不詳102000666 

Jll}É, 

101 年保安字寬\12;12
102日 OOfHìG 2 事ij立表 :15長 發送共領 不 -i手 不詳

5克

101 年{呆兮字第 1232
10200066日 3 存掠影本 21[\: 發這J蓮、4頁 不1年 司三言手

~~: 
101 年{芷若?字第 1232

102000666 4 
電子產品(隨身

n的 發這其領 本主手 司L 吉羊

1鬼 媒)

1 日 i 勾:~ 1，早管宇:在 12S2
1()2000G6ß 5 

電子產品(手
1文 發送共領 不詳 不詳

BEa 才俊亞今silll 卡)

!O ]JH!~管!芋第 1232
102000668 通訊名單 ]手拉 發送其領 不詳 不詳

5克

J(J 1 iJ 級管字第 12:32
102000670 

.~發航fE訂位善之
1 張 發送共領 不詳 不詳

jr}(. -'1'-

第 25 頁，共 39 至1



臺灣臺'l'地方槍察署扣押輛公告招頓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F字號 流水Eli; 物品名手再 妻之可是 重量 處分方式 其殺人 _l，ι士正 {括:生

I 101 年保管宇:在 12:32
1020日 0070 2 身分室主 11長 發至是共領 不詳 不詳

型~I.t

10] J刊九三茗，字第1232
102000670 lli1吊卡 B位 發i莖共領 不詳 不詳

吉克

i 101 年保管字第 158日
101004875 98年&1JR扭身 1本 4品?還具r莎[ 弦是主三 查中'[1大牙tEE

EEL 
10] 年保管字第 1589

101004875 2 
無論私立協2月 i可 ii:

1本 4寄至還具書豆 張且是 τ 受中守了大驗區
苦，Yc， 者

ì () J 冉一!不管字誌1.589
101004875 3 

98年度主持資 fr令員
1 本 發還具吸 張正是三 查中布大雅EE

'~It j青 fl苛

10]J子{早管字第 ]589
101004875 i祠{在分是真帳f舟 1本 發丟盡兵毛賞 f長1t三 受中常大1f血這

1前，

101 年 1芷若字第 1589
101004875 5 

98年1-1 2月員工
1 箱 發2至兵在R ?長處三 受中京大稅區

就 打 lrI旦、加!JI Jt.

11) j 年 1不 îf 守主第 2182
] OZ008441 存款單 21長 發至是共領 楊世文 是中市溺水r&

EE 
IOlirc保管字 !f， 2182 ] ()2()[);l1141 2 TIß. ~'太平 18q長 1青年草共領 揚世文 主1. 中市 i青>j(r&

-:~I:L 

t 0 1 ，+i:l~ 茗>- ~子: 5j!; 2182 
102003哇哇 l 3 號碼傳真紙 H是 發送J斗領 J學t正文 查中-1' 7青水l)j;

吾兒

J 01 年保管字第2182
1020日3哇哇 1 一 是

關各世t:~吾銀行存
a本 發送具吸 楊世文 是中布法-7}:ι區

'$~~ ;給

101 年4旱管三字第 2182
1 ()200:1小f 1 5 三ι帳單 35t{ 4會主義兵領 給世文 查中 $"7海水區

豈能

j 01 年保管字 i~ 2182 
102003是4 .1 6 互助合平 [)位 ~}:L在共領 務t堂文 查中帝才有水盔

5克

101 jι{哥哥?字第 2182
102003是42

電子產品(乎被
I 文 發送兵領 是幸逃盤 彩1t.聽說林主義

發iA (含 5長Sllll 卡))

1)326 頁‘共 :W ，.E.l



臺灣臺中地方按靠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處分玲、娘， 毛川主L?γE叫!f- 物品名才冉 數量 主豈是 處分方式 共領人 f也bl: {萬言:主，

h抖l O。 ll f年汀保係你管學管裁才三字字繞a第~2182 102003，j 是 2 2 
J這子L產品(手4起

1 丈 發這具領 主主逸1M: 幸~1t;幸生這林鎮
(不合~SHn才;-) ) 

2182 
1 日 200~1442 3 

電子產品(乎被
l 文 發護共領 I誅 i皂 33: :彰化早在員才本錢

f ~It (不含Slm卡))

i 1 自 l if-保管字第 218日
102003哇哇2 4 吾吾記本 1 文 發送J毛4頁 主i‘主主~ 牽涉rt ，~*.N 林鎮

是~L

10]J宇航管字第 2182
10200:]村Z 5 存譜 4本 發送共領 且主進雙 彰化縣，~林主立

1 號

\Olit- W管字;在 2.209 FDA許可及清款
102001868 j 件 fk玉在共領 李4tNIj 受中才1È忌屯 l在

吾先 是k

10\ if- f車司令字第 2269
102日0186日 2 公司 1立iL登記表 1張 早去追具有員 '*銘討1\ 查中市西屯這

EE 

1 1叫的闊的

~It 
102001 日 (;8 l華告單 IO~長 4母這4'1，領 3};銘洲 達:中可1~I包 E豆

;ibl itFt管字第 22間
1 日2001868 d FDA發言 5張 發還要領 李蓋起 I!II 查中'\1西屯r.~

5克

11)1 句'-f;主管字第 2269
1 日2001868 G 名)~ 15長 苦苦主是共領 李銘刻 全中可f 品也恩

it 
lUIJH萃，法字第 2269 台紛旅行i蛋白豆豆

金中，司T Il句也包
古巴

102日。 1868 8 
主t申請書

3張 發m共領 主主銘洲

JOUHI'管 CF 第 22 (i!)
102001868 7 

進口報;;，j松 nll 資
。 1長 發送共領 李志在辦 袋中市空白屯在2

it *-'• 

101 年{平令:宇Uí 226Ð
]02001808 8 食品等1 ßlll表 51Í{ 發送兵領 李皇島訟11 受中市宣告屯這

4、克

10 \-(H扣
102001868 9 f衍生-ZFLiZtJ 25長 吾吾 iZEREH豆 李蓮在訓j 受中了F晶屯區

對;

il i()ii 保管字第 2269 1102001868
L… ~!Jt 

12 客戶A公司資料 l:í長 發送兵領 李皇島苛1\ 金中帝的屯區

3呂立?在'1 '從 39 ，~封



牽灣去中地方輸靠著扣押:詢公告招頓清崎

f乖張‘守l 吾兒 處分 l字號 流yjtli ~lh 品名才品 數量 重量 且已佇方式 JZ忠民人 j也正主 i清吉主

1 0] 年結合:字第 2269
102001868 13 

SGSí{t 驗主且」告(
45在 .!1寄至主 J!，守其 2乎認洲 委:中市由屯區

2克 忠、幸存忍)

10 J 之保管字第 2，386
10哇。00807 商業本是 是5位 可去主義JZ領 系F主持身 查中~f;l七屯逗

就

1 () 1 lf- f,j; 11' 字第 2:18ß
J !J.1 000807 2 借款4t~約金 2ílt 發送兵領 梁途的 是中可fJI;.免這

14t 
1 0 J 年保持宇:在 2386

10哇。8日807 q tJ 身分3佳影本 1 張 哥哥還兵司在tìi. 來主主明 查中 ïp3七屯Ili:
llt 

1 日 1 JH京之于字第 2:186
]!J4000807 詢:政儲安主主 i本 4跨進其領 吾吾建明 受中守了北屯~

5克

101 年你是，字5f， 2386 
10忌。0日807 5 那政企滋卡 l張 才去i主共領 寄:途的 受中-.p-北屯監

9月L

101 年保安字第 2:l8lì
104000807 8 存款司q 如收才九月時 3:1長 鑽進具有良 梁王主閥 袋中宇先請!..O昱

成
I 01 iH~\安字第 288G

I (HO()0807 7 
借款在 ρ 收款日

I 'i長 事?這 31.領 梁革主明 受中也可73七屯1f
~I.~I~ fL 表

10 J 一年(正 Tt 字 îii 2.386 
]04000807 8 t:ä 志卡 2:í1t 可奇主逢其4頁 音'~;t主明 臺中前北屯區

成
lOlif-保管 ZF i晨 2:)日6

104000807 9 '1*蒜、資*4 且3件 發送J~領 主持 F幸的 查中可HI;.屯豆豆

ili 

101 年 01\ 管w也:，Iït.字;(， 2;186 110400自807 10 f系除紡織是主 1 文 ff奇 i在其毛重 i長途明 t是中 ïr~七屯E主

J 0] 年制L 茗、字第 2.386 11 日4000807
祖先

11 E'p 玉宇 11:國 發送共領 tRJ:主的 表中市北屯E豆

IOliH~\ 管字第2~1日 ß 11 040008'07 
3AA:位L、

]2 郵政fL主蓋全簿 1 本 發送兵鐵 學生述規 直:中'i)T ::15 屯反

101 句拉著芳:第 288G 1 IUiJ 000807 
I ~It 

18 i是主k-F 15是 辛苦主主 J幸存 梁遠的 告中可廿七屯~

言語 2R-J玄. J[,39 l'J 



金灣查中地方輸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頓清冊

1,)', /i音字號 處分F予我 pit y且也t 才卸 1~~1 A'; 平高 數量‘ 3豈是 處分方式 兵在其人 地主1. H，\ 言主

101 年保管字第238日
1 日是000809 日收支表 仿真 潑三室主毛4月 J!車 f章餘 有時北京中和區

J克

It 01 年 1是刊第238日
1 日4000809 2 ikIZ 影本 25位 苦苦逕共守主 陳偉傑 有時五七可f 中手。[;&

5克

1 (j 1 Jrc j!(; 管~j: jf, 2386 
104000809 3 

本菜、 f昔緣、身
1件 發選其領 的d'幸傑 新北市中年R ill:_

就 分設立本

訂) 1 .irc 保安字寄~ 2~1日6
10司 {)O()80!) 4 商業本票 :村長 發送主'1~.~，至 1司已份傑 新北市中浮白這

tti 
] 01 J!'-(!i'; 喔，字Jf， 2386 

是(r 3l:.市中芳。還
1克

1040.00809 5 文系 2張 發這其槓 í'\\A幸fAt

10](01早管守:第 2~38G
104日00809 支票、退票 J單 25位 發送共領 j來i章傑 且有北命中尋[J~

iik 

1 () 1 主I'.!，í;這 :~f 字第 2:1日(i
本菜、(特據、身

IOt!(100.809 7 分2黃色 11主f芳:卡影 l 件 發主義其領 E袁偉傑 真可:le，市中萃"這
F本lIJtbF 

本

101 11令:寄:f音字第 2386
104000809 起

本弟、惜生!主、身
11牛 發還是斗頁 j阿拉傢傑 為f二J!;. 市中手ll_ ~豆

守在 討的_，已Arte hnff !L L 

1 {) I 年氣管字第2386
104000809 9 文菜、 i且祟學 2i'!i 空話主盟共領 R家{幸f裝 新北市中巷口區

TZLPJA T 

E 
1 日 1 31 你管等:第 2386

10400080日 10 詢~J.ú 存摺 2.本 發送共領 !誰f章程草 奇特:!!;.可于中:;fc11&
i1L 

1. 01 斗保管宇:在 2a8fl
I{H 日 00809 11 生Ef呆卡 15長 哥哥這其領 p;R. í幸，1~主 新北市中牙切 æt

101 11'-(;(;苔'~ ~J:第 2386
104000809 12 本票 IS1t 發送其領 E來j幸{梁 主持北市中和這

婦t

1 [) 1 年 j革管字寄~2G日6

;號 10是 000809 14 身分古董 B& 哥哥這共領 i來j幸傑 新北市中羊"這

;第 293呵，共 39 H 



牽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嬉清冊

保守F 弓.~ ~)t 處分序 ilt )JftJ拉 EHL 物 Jι 名稱 數量 三章 f量 處分方式 J~寺月 j，恥 3也址 f指吉主

1 n 1 ir-你管字第 2386
10是000809 15 本票 15長 發送具領 fkf章傑 新北守了中和昆

我

1 01 午 '(it.'ii"" :j:: >~ 23日6
10'1000809 Hì 本票 1 :íf, ft還具1;J( 陳偉傑 新北京中和這

5記

1 1) 1 .!f- (，i\ 管字芳;2386
104000809 17 1 長 11牙 1 本 發這J早在亞 ~，1t1章傑 粉1仁可f 中和巨豆

我

101 -'1'-(正安字第 2~)80
1 (41)00809 18 倍;主資料 是71牛 發送其領 I':R伴傑 新北市中和監

5克

101 1，-保管字:在 2386
10400081 日 商業本采 21長 發送其領 翁是忠義 臺中 $i青7)( 1& 

章先

101-'卡保管守， ~2386 
104000810 2 y主義時本 1 件 發送共領 事了筋、丘克 t是.1'市清水!&

h札LEh 

1 0 1 i卡 j是管士r 第 2:18ß
104000811 文乎在 3 'i長 f去這共領 美苟'f.t 至三中前北 i革

-Blt. 
1()liF- í示 1J'~F 第 2386

1040日0811 2 商業本要 H長 5去送-l'lc領 姜守村 受中-"，北r&
tt 

101 i糾正管'字: ~ 2386 
1 040 i)(l8 J 1 ;) 商業本票 5.~t 發送兵在沒 美守村 查中可，- :11: ~主

EE 
[ 01 年保管字第 2:185

104000811 是 身分設j~至本 15長 4告主義具0"主 」是守村 袋中-iJî:l己這
說:

Inl-!f~保管字第 238日
1日益。00811 日 J，1' 分錢彩本 l來 ifi蓋其λR 美守約 蓋全中有T 北豆豆

弦，
1 日 l 一句，-- j;l~ 管 ::j-:! ~ :3 531 

]OIOOß1ß9 手足的舟話 il也! 13i_ 發送共領 !I<:;lJì, 不詳

我

[\l l-ifcí正告字第 3531
101006469 2 剪刀 H賠 發送具，領 來斌 不詳

全IL
I (] I 早已長管二于第:J5:11

101006是69 3 乎全 l 雙 1苦星星其領 象被 不浮

333日頁，共 :19 ;cr 



臺灣臺中地方輸察署扣押物公告招鎮:青冊

f旱情字音ii 處分汀，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教委 會登 巴拉合方式 兵領人 地址 為 1主

I.íH 年保守干字1f; 3531 
101006469 而 j~\ 1草 1 一支 ;~fi是共領 5拉斌 不詳

aJUtEt J 
1 0 lJl'- f正若有許 芽~aJal

101006469 5 為能~~~絲超乎 l 之 {f寄至蓋其令員 來斌 不詳

tttl 
101 有保管工生:第 3531

1010064的 三拉克:他 1 支 發送共領 來~吠 不詳

~~Jt 

1 日 i J糾正苔，字第:iS:ll
101006469 9 

電子產品(無線
1 台 早去i蓮子lA頁 來斌 不詳

言書t. 11)' ) 

1 () 1 年 f芷若、宇1fí 3531 
10.1 I)Oß4 1ì9 10 

電子產品(衛星
l 台 發述其領 來京武 不詳

許知kUr 導At)
101 1汙呆著 1: ;-Y; :3531 電子tti 品(衛星

101006460 11 1 毛主 給退共4頁 來斌 不詳-

成 )~;>l丸)

1101 J~'Oj~ /!f. 宇吾吾:1 5 :1 1
101000469 12 

電子產品UH-
1 台 發送具有頁 未斌 不幸手

1ji Ol 年{革管號字第 :3531 紀錄器)

電子產品(草色電
10100646!l 1:3 l 台 4寄送J苦頓 來1λ 不詳

izt 
i 101 年保管不 23泌的

102002359 3 
電子走品(LG 于

U, 發還共領 不吉于 不詳 合SIM卡
我 機)

1 (} 1 有一你管字第;15日 2
102002359 5 

這絡技偽(華:3已
1 台 吾吾主蓋其領 不才子 不詳 來芝將

},IYi. 哎電腦)

1 0 1 ':H~' i\i' 字第 3582 不詳 不言羊 令全是甘、--J:c 1 于長102002:159 有-JH 1 本 發還具吸
~tt 

101 句保管才二第 3582
102002359 oIR1t ]本 哥哥王益共領 不3千 不3千 含金融科技

tt 
lOliH句:告字第 35日2

1 ()2002:159 自 存j當 1本 4惜這其領 不言羊 不詳

E此I』UL 

1 () I 句 i丹:管字第 0;-;82
102002359 自 i千年總 1 本 發逕JHJ\ 不詳 不詳

~i!t 

刻，;3‘ E軍費 Jτ~:- ~~9 :Þi: 



臺灣查中地方按察署扣押輛公告招明清冊

f主信，字~!;主 JEL 兮汽• :~:t ;走 1)、~，v!: 物品名稱 數量 重量 處分方式 J(.毛巨人 Jili.~止 才站 1上

訂[) ]lf- 說:管t兒字第 3582
102002350 10 存J習 L本 吾吾送共領 不言干 不祥 J含金議今l 宜之

íl ()]JH法茗，字第 3582
102002359 11 千年犯 i本 fEi草兵毒草 本主手

不詳

就

101 年{系介于守':: li~ a5日2
lü20ll2 :J;'i1) 12 好;:) ;{.子ì'n 1本 發i乏其領 不符 本主手 令全晶Jt 才~~ l ，~fz 

我

Hll 年1:t 守:2' ，~+第 ::;582
102002369 13 重，\ J.，--í存摺 i 本 苦苦這共領 不詳 不詳 合食品由卡B1'之

ft 
, () , 斗 j括:正在三第 ;]582

!02002約9 14 
電子泛 Jb( 中國

2~， 發送其領 不詳 不幸羊
;.;Æ: 大陸SIM卡)

HJ1 _;抖';i~ 巷，字第 3582
102002359 17 ~llt-ll哥 3本 發送共領 本主手 不主于

~i~L 

10151'- 1!"'1去，字第 3606
~] II唱片

102002820 I I :全佛絨 l 台 苦苦 5乏其4頁 錄音帶有 高雄市三[弋區
說

限公

102 午4手 fjs 字:在 3Gwt 10200101 :1 日 』i井去~~. 1000元 1普選手L領
全福氣:1直

:是中市i{il 1jf，_
j郎 j換

102年f系管毛主第 3的
l020()0435 斜，全繁 1000元 i奇主主其領 許是‘美 t在桌且已純是對真

君主

I02 iH!I\'音字第4760
1020日 6317 l 營業械部f 1 本 發還真4頁 l球氏白雪 是中可怕七屯亞

告ta

102 if-f;正發宇:ij\ 4760
10200日317 2 新3~ 呢? 8001(, 已寸進具領 陳氏白主主 益:中甘于沈紅恩

~~rt 

1102年，你告字第吐760
102006317 3 a衣物 11'牛 發i蓋其領 陽智 ZZ 查中 1官久鋒這

~I吋~r;L

1 日 2 年保管字支持4700
1 日20[)G~117 4 黑色_L衣 l件 發至是兵領 N主屯，雲 去中京大牧區

到.~，任L 

32 豆，只 39



臺j彎臺中地方槍察署扣押物公告招續清冊

保管字 5克 處分 F字號 f品L7}~ iijt 物品Âi 稿 數量 重量 長兮 7; 丸 共領人 地址 f品 1主

Il1:3年f丰台守:第 974
'il!: ij站設做(電腦

103001788 (主絨、螢恭、 i 台 發選手L領 ，t是玉3幸 、 去中 ílf j;;.一雅豆豆
切bt

對至于是、 j骨氣))

1 !l8年 j呆管字;在 97是
103日。 1788 2 

電子是JL({于動
i 支 發i是其領 丟在A 三且 3幸 袋中可了大司在監

zt 電話(;往日IM+ )) 
l lJ 3JH，ì~ 管字第 D7司

10:1001788 3 工具 1 包 給這其在耳 越玉碎 查中可大哥拉巴
告.t

1 f) ~l句。保守音字第 974
103001788 4 'û.1豆葉 1 文 發選手完領 越三且正幸 若是中市大雅這

號

1 U3'.r"保管宇:第 il74
I OilOO 1788 。 電動起子 2支 f奇主盟共在自 越_li J;幸 蓋全中lj1太牙ftl在

我

10:3 牛你J音字第 974
103001788 電鎔'J_其 1m 發送共領 越三日幸 全中可r)，.)1在這

10:1 年我:管弓占 3名 974
10:3001788 7 扳手工具 1_f在 哥哥玉皇3年領 越玉碎 查中市大早晨星

就

103年保管字;其 97是
10:1001788 8 發詞扳手I.共 1#1 發送兵毛員 趙玉王t !逢中芳:大Zít~

{~t 

iIO3年涂料就第 974 103日01788 g 會生;'l.:l:_ 'if;j畫著帝i l é, 發豆豆」毛尋覓 幸在玉王草 金中常大芳在區

10:3年係管字;在 974
1030日 1788 10 直覺主瓦 l 箱 拾遺臭領 趙主主幸 查中市大雅區

說

1 () éj年係苔，字 ~974
lO:JOO .l 7日8 1 ] 

有輩子產品( ì~11微
i 文 哥哥這其是置 越玉E幸 至是中市大絡處

t ~It五 iJU 
1 日 :3 年 itf;、字第 974

103001788 12 ß年採卡凡 l 文 發送共領 越玉玉宇 金中常大哥拉區
Tt 

1 OH~i~~ 安宇:在 974
103001788 13 五元主二刀 U .. 發i萃共領 越玉豆幸 全中可f九Wtr&

-~r，1己

法 33 頁.11，:- 39 但



壘灣查中地方槍靠著扣押物公告招續清冊

{;(;管字號 處分序號 立[Jj(_音記 物品名稱 主主童 重量 處分方式 共領人 j也』正 借古主L

電子產品(1站在身10:1年保管字第 974
l0a日 01788 14 1 台 發i翠共領 趙主jf 全中市大驗區

3三4JL、 樣)

103年你告﹒字第 97，1
[03001788 15 立『主t. 1 t!, 才告送共領 丟在玉，;'f. 全中可f大牙在這

~~~ 
10:3 JH平管守主第 974

103001788 IU 衣物 l1宇 .~f-.iË具有直 ，t童玉玉宇 全中-rIï大哥ft 1&
5克

j 1 日 :3 午f芷若﹒宇:在 97吐
103001788 17 里且是要4平 lj固 發送J幸存頁 趙主主幸 受中可7大牙紅豆豆

i ifL 
103年保安字第974

1030日 1788 18 電子遊穹吾土持 Zt 卷 16張 發送兵領 越 .:&J主 是中 ïji 大雅ê;
~i}t 

I03 JF- iJ!'，舍己手;在 07司
103日。 1788 19 水療養生給祟卷 125位 發送具有其 趙主主章 受中可f 大牙企區

它3，dιif... 

1.03 年你發牢if， 974 
j)Jt 10;)001788 20 筆記本 主本 ~f還共有頁 越_'f，3幸 .{í-o/布大司主區

IO:ìJr 保管守:if， 974
103001 788 21 :li丘吉凡ßfJ'ê B長 投送其領 主主.Ji J，年 袋中甘于太哥拉豆豆

Btl \ 

I 1 0:1年 CEzJt 二字第 fJ74
電子Æ品 L 行車

1030日 1788 22 紀錄E-( 含記憶 l 台 有安選其總 越玉瑋 金:中市大哥拉~

卡))

1 0;1 年均!~.~2，"t.芳:第 97是
103001788 23 

電子正主品(CD/MD
l 台 平身主主共領 越玉E韋 蓋全中'fî }UfítG豆

也野心已 -iz 式半學校語)

1 [1:]年保管字第的 1
1030日 1788 24 材1d辛 29文 發豈是具領 越玉E韋 主，中 t大司全區

也?
刊的年保守辛守:if， 974

103001788 25 吸嘉w共 l~在且 發送其領 趙主J!f: 吾吾中可7 大哥拉豆豆

I ~t 
j 03年{革苔，字第 Ðï4

1 日3D日]788 26 
電子產品(t竟卡

111臼 發送兵投 越玉f幸 查中了F大司主 EE
幸生 機(含 IC-，汁)

三玄 3'1 意共 'nç主



金灣牽中地方撒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頓清冊

舟、 ft';. 字號 長兮J言，我 )ffl水首先 4均品3 名早在 設有幸 重量 處分方式 晃報入 }4:J.t!: i論言毛

I 0;1 勾 1~，辛辛字第 97，1
10300178日 27 寵物:這照 l 本 給這共領 ，11立三已成 受中市大5liF.區

早已

10:3-'長 (i~ 苔'~ :f:第 974
10;ì0017白白 28 學記本(htit 〉 l本 發還具有頁 越 3iJ章 去中可f 大誰也

4A4 L 
10;l 年 1果發字1it 97是

103001788 2日 f~~ 金廿五泌的主〉 1 個 發送Jt~領 趙主主韋 查中市大司主區
丸嗎，1ft

103 年{羊毛\':F tf， 974
10;)日。 1788 ;)0 煜1t( f_L\Y闊的 3個 投送共領 趙玉諱: 查中市大雅亟

fta 
103年f泣起" '生~日7在

103001788 al 小筆記本(反正主) 1本 發送兵領 越三的幸 去中 íf了九牙住處
拍'"些u 

I (): J if- (ij'， 舍不幸災17司
103001788 32 幸的 t+ ].個 f奇主主共4頁 越王海正主 查中市大牙在反

~t 

lD :3 "ι 你是~'<-f:第 974
1 自3001788 8~J fQ{且是L水 11耳 發豆豆共領 越玉Jt 袋中市大哥拉盛

叫")'iL 
10:] 色~(;刮去守:2名 974

1 日3001788 3吐 fIj:.i不 3側 吾吾進共有直 越玉立幸 主:中可了大雅區
f,t 

10;1布，你 1t :j= t主 fJ7是
10;)001788 35 經蒂 51，詞 3哥還具品質 趙主正拿 是全中可有大牙企區

n賢 tf, 

10;3 年 ihl5管t字第 97哇 103001788 36 安全性{ 1 個 發送J~iJt 越玉E章 蓋全中可于大雅區

10:3 年你管!爭議 974
103001788 37 4色鞋 l 雙 ~b是兵、4頁 起玉碎 臺:中;Jr大雅 Ei

訊巴

103 年保管字;在 974
1030()1788 38 7)'-#瓦 圳海 fEi望共領 恕三五3幸 受中京大牙企區

吉尼

10 ，1年獄長學字第 974
103001788 39 1111 1f包 1個 里去這其領 趙J且主幸 是中íJf太可在這

5克

訂)3年你告宇1;'\\)74Il 日 ;-10 日 1788 心 羽 Jj)è;f!l 袋 H朋 發送共領 趙一旦三正主 受中可f 太可主 i主
55; 」

"一L咕-

第 35 哎，三七 39



直是灣臺中地方槍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頓i青冊

{芽、管宇吉克 處分 1字號 iik水 EE 4bJ'，~_， 名給 事史最 含量 處分方式 共領人 主色址 滿志主

!自九年 1吊起、 7字1ì\ 97是
1 日3001788 司 l 黑色背包 111鷗 苦苦追共領 起J五瑋 受中常大雅 E主

j}j!倍U 

] U:J _;H;t，管工;二商品 205日
1030033沁 9 在'r金幣 1000元 <~逢其領 ，~N !;3抽哇Z《, 金中可f 大里fij;

位t
103 j'þ.保苔'~ ~生二首; 2.298 

10:1 00司 DJ2 4、3LS 剝去 ι辟 1050元 ，~}m共領 ~:;t忠 EL 桃益)市 f黃梅 EI
it 

10:3 4-保管等:第 32日8
10:3004952 4 前去且有7、 50元 發進iL領 劉秋芸 查中吉布北屯 hli

5E 
103 年(本管!于第 2298

10800 <1 1152 ;) 手'IJ'全幣 100元 發選手已領 洪明:r*， 受中<t> ，1七這
)~，IG 

lO:3 iH示贊字第 2801
103005518 2 #if 壺，接 600元 發送臭棋 林做君 受:中市科!有r.ii/

就

1 日;1 年保安﹒芳:第 :mi7
1030070哇5 2 料是幣 80元 哥哥這共領 3共正是由 全中市西屯豆豆 主

時t

1 ()吐.il- 訊'~ /i~ 字 3名 1178 
1 ()4006437 15 f〕f 釘] 111萬 發送具領 王道f主 主任中司了太平這

豈宜1

![qJ'è- i咐就，字約173
104側的3ï 1(ì 包包 1 f!的 辛苦遠共領 玉i草受 金中市太平豆豆

1 104.年 1? 第 117:3 1日40日6吐37 2日 平 1三外套 1件 學+1- 1豈具有見 主這萱 查中肯7 太平豆豆

1 ()Ij年一保管守主言" J()81 
i 口40028日3 }!，[_泣 l 雙 fEiE共領 莊文勇 是告中常大在拉~

g\fL 
110而 ifc (，'J\、管字第 2 ，113

1 日，IOOßß50 L;(Z 11牛 ~~、 1乏其領 安巧克仁 受中市太平在已
就

lO4年4九(; 'Í~，.字第 2413
1 日是006650 2 4之手主 1 發 ，~fJ:造共領 資，;H二 蓋全中可T太cf'-Tzf，

虫江"佐、A

1 04 .!fc i;(; :~;‘ 三字 :在 241:3
1040066;50 。'0 t庫寺 1 乎{ ~t這臭棋 黃教仁 全中市太平在1

~(r}G 

倪鴻菜， 'J其妙:芯



牽灣臺中站方檢察署扣押輛公告招碩清冊

保管字號 處分J}~k. 說1λK )i!G :f_bJ 晶名稱 數量 語言是 處分方式 -f!.領人 f e,JJI: f甫詩三

1 04':]'- f，'f.管字耳\2496
it 

I0400G2B(1 2 白色安全'J1Ja u囚 才寄送 J'.領 能忘宏 全中市!笙憑這

104年保密字第2日 15
105006690 

電子產品(PDA ( 
i 台 發送兵領 tt- _lk拾 主‘中市大盟在主

~VG "1 1I'il Q7 )無卡)
iH41FiRJ管字第 3789

105003228 級手 3_t 持這共領
邱紹'tl.家

笛乘車主主1']錄如 i
tfAA 1m 

刊)4年保管:字第3789
105003228 2 中心汁， ]文 發送Jlt-領

ßlí紹君家
苗泉縣，你3至1草古部

我 人主呵,,"! 

I04 JH品管弓:第 3789
10500;)228 3 i:k 刀 l 支 發送兵頌

五F紹全家
首象將‘約主拯綺i

5克 1員

](H 4- 保守?!于第 37日9
105003228 d 六均純手 1 支 發主主主等領

丘11紹君家
站去是縣至1斜.fit綁

1比 Y品

1041仁 i早告=生了 第 3789
1 日 5003228 「υ 螺絲起子 2支 給這主l-1足

身i紹念家
8l男EJEft銅鑼你

Ttt i益

10'J年你告字 2名 :3789
I0500:m8 日 鈴子 2支 發玉立共領

,1Ífl í3寫家
話 EEj誌鈞綠豆月1

主mEuF 局
10是午在正是，字第 378f)

105003228 B 織品主 i 文 qJ-選主~1iì
邱紹君家

笛率將1年j直接與l'
hlFe几h j革

! [H ]f 保守去字第 37且9
1050日 3228 9 斧且頁 1 支 發送J~領

邱絨君君在
苟且興縣銅鑼綁

5兒 f是

1114 JH正管字第:3789
10500322日 10 草草弓『 1 文 發送共領

邱紹君家
苗裝革主鋼絲鄉

"謂ι一 屬

104年舔管宇:在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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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1I 紹芳草之
t毒 ~且子、約鍛均1

,,!(. 1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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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查中地方檢察著扣押輛公告招續清冊

保管二字號 處分f}說 #ii~拉f成 物品名干品 數量 "w逢 處分方式 兵領人 E包划二 f品…守主

105年保管字第 60ß
105005343 T等::1反手 l 文 發還真領 茶水管 ~中市太平E主

鈍

1 的iH早苦='[:: 1，在 1161
105002011 牛j于社F J í'學 發送具毛員 1本4主氏 查中市ZEIF、巫

奇主

105年保管字第 1 1lìJ
105002011 2 墨綠色土衣 u牛 去?這共領 材、f主K 這是中常笠 ~'l&

就

IO，1 iH早安宇:在 1161
105002011 3 主t草生、 l~主 發3乏真總 林11，二 R 金中.'l1監獄這

竺~It

1 日;)牛Ii~ 1\' 字第 ll61
105002011 6 安全總 11茁 發送去、頌 4本f主氏 是中市蚊1車這

5克

IO~年寸早 iif 守:第 11 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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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10 月 ir- iif、管弓1 第 1946

1 日忌。自76日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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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5i利:;f- 'Ì~，. ~.宇~ 1 !l是6
105Q07Gf) d 2 分裝夾鍵袋 i 包 發送3年領

絲路~t家
臺北市主L 華 E區

;改 f葛

105 1H旦發 :3: 第 1 日是6
105007694 3 {.s主!咱 1 主且 發送共領

林瑞麗家
全JJ:;可73克華盛

就 l尋

j();) 1[-{;芷若-字第 2506
105006967 

電子產品(電子
l 台 發這其根 球i真正主 三是中市大維亞

Qft I>fj 秤)

;:!)九年 1月1 若干第 2li89
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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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克

1ç-SIM i'-) ) 
1 mj-'H;f;、音字第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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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品

1 文 發送共領 感H毒1l'. :主中 τJï:l七在1
5位 (IPHONE手機)

II的呵?!3IO1 日50076→221 <1 

電子產品 1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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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L心

實i 添翼 1 乎， 3\1 :i'J 



臺灣查中地方檢察著扣押輛公告招領清冊

i早 :if 字號 處分 }}~l 流水也已 物品名科 數量 君主最 處分方式 其領人 s~王土ù: f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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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注品(ASUS
1 台 發退路領 5手給賜 建才*-馬克i之J皂乎其

就 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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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

i 的 Jf:._ 伯，_ ;管字第 515~
106000970 9 

電子產品(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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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脖子機)

i 10持一保管守:第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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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lOHjrcn，管字來 IHì 5日 -，ll;子 ii 11~1 (行動
我感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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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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