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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保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

份文 日 期 :中 華 民囡 110年7月 27 日

發文字號 :中檢謀總贓字第 11 009003570號
附件 : 如 文

發遷，特公告招領 。

二、應、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2年內，得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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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令頁，應提出委任狀並經if<..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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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無人聲請發還，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

檢察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第 | 頁共 l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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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全灣蓋全中地方轅察著扣押輯金會招聽話音帶

們~"'!' ..，...)-a.章是
1末句古? I )處安J字號 游客豆豆 翰品J各巷尾 j 數量 當受 5是海方式 晃領人 地址 蟻室主

;學銘輝 處泉是主講是那!i i 01 年保 叫51103005告75 每 叮當 電寸產抒于品已1行動|| L支 發還是聽i 
發 可古詩.} I 

已J

瓷、中有于整犀藍
;382年保電子字第 1222

1040009241 5 這簿義廿一手 13義 發還真讓 三五路炫
我

î02年保苦字第三332
自

當哥大品另一告雲
11長 發送具，學、 f 五路攏， 妥中章獲1華盛(

2克 一告

1 102年保三字第1222 電腦輸悄己|
發還具體 王軍各按 牽京市豐揖室主:1040009立是 7 1、室主

i 嚼 靜電論〉
;?!}t. 

1102年，保管字第 1222
1 日惡的昏昏宮是 發星星 B長; 發毒、異乎聽 主J藤錯 常常愛海這 ι

:192年保管字第1222
10壘。00惡2是- 金1

ig言;學(告文.1:1.
35是 發?還臭棋 、林;文銓 逢中常愛」車室主;! 豆花 丹、) (尋支票〉

! 102年報管字第 1222
lQ遙自 0092是 豆豆 身至于證 1 至霞 發護車已a嗡 :林立l瓷 中前獲1家

i 號
11位年提管字第 1222

玲在000924 23 身至于證(毒草〉 1 至是 發送具樣 !拉文;豎 可?盤.lf.‘還i 時
;';.1J t.. 

:位年報營字第1. 396
104003515 

金噪轉達i駱掉?嘉 ; ;發護其領 徐瑟發 查中敢為 5 還~ ~ 
苦走 錢

1 位年保管字幕詞意§
1040住在515 2 詩歌本 1本 發還具蟻 華告秀誦 乖，為誼建立 4

豈是

;;也算保安我寧第 13路 泊是哥拉3515
、令

也E 遙控器 :餾 發還真頸 手表3會議 持;;< -$::，各怨這主;

I J02年操著滾第 j39叫J1例OO'35l5 4 4GB記憶卡 H麗 發遂兵，親 隸主會善這 是今 2豆豆豆 z

臺爭常走這102年保管字第 144{1 !J 02自自4973ii 
舍己學痠

1 哥哥還接教 是真是幸生J 
機)罷! 去吾泰當 i 

請寄 1 萃，乎每 21



察著手扣押輪告吾吾諮領清苦苛

i示2..;岳Z丸E 守，女y-g為品iL 處分主事 5克淚水龍 給JLJ名稱 主主莖 有金委 處分方式 主斗智人 五金先主 鶴說

寺前宣告克星;i:位年器時間 104馴的i 立 竭言書 喜鵲 發至還其是愛 求美喪
音色 : 

:義制;
102平叩絡峙，豈容i 說~1是"f-

10邊的1127 寫格貼紙s 22個 神呵且嘿 查中有7晶宅區，意安護主川 市
，司，pL可er1d、4t ，由

制玄 l\02年 管字第 1855
查中常先J. 02005且是?! 刁;;1'.血奇z主d主k 忽.þ又軍缸 zg直選 發達兵唷

幸免

102年努管字第 1855
發邊是聽 露:罐笠i 金會常先莖102005惡毒? Aq ES 子率達殼 211道

~}t蛙a 

制僻的物;10字字L~ 三f:- ~20位是
電腦說錯〈攀碩

主 M 叫f-.$ i. 
峙的008是: 16 筆記還電腦〈室主 1* 發這其領 李家麓向 v

龍、毛還豆豆豆52J))
;:tJf4 

102年絡管字第2日母在
1040008是: 11 

行動電話(含5月

5文J 發1選手志報
車龍(受海草率漾鑫/的常

章是 訂單卡) 晉、屯最k j 

可們是各品是多#萃均 i 1iIOTO^'子蘊含持建
1文 發至蓋其領 。手是讚坤 替裝點投芳草議;

j 啥叫 vr: -g -:1'戶 ZU.:) 
103，聞自7告? 之}

~~t 品J=l

102年保管字第2051
10.泌的7急?

各 是NYCALL乎我及…
3 文 議請!坤 :這主要縣、投麓錢，

華記 會品 j尋

102年熱發字第2051
103.0007當?

,.,. 直TC手織合品丹:
1主 善安進共領 ?是讚沖 l 苦果是拿錢芳草鎮

章是 子長

制特 i102年保管 第2051
103.0001書? E 

個兔子細品!
1 支 發送去等領 普選乞蔣捷護主義

月 B是章是

主要聽復盤輯:10立-Í'f.-保字;第立051
103串串串?會? § 

諒自部主?機會

:文 發送豆豆，領 于長3贊沖
事'"正油是2一益 月 B長

諾主要義援義革真 d
102年保管 第 2U51

103000791 10 
即位先手議會轟

E主 發鐘惡毒頁 ;至最讚璋
E長 寫 1張

;張嘴坤!
1102年答是學?第2051 !她的你品

;文 發選其領 當桑路邊麓議各:捌附i!擠 丹:張:JJj i,.. 

2夏季按 21



壘灣牽中地方檢察著扣押輸舍身認領清齋

. 
保安字號 護主告序號j琉7拉攏! 給品名稱 數量 主!想這:... 主Z笙7_' 處含5佇立 其鐵人 地址 錯古墓

!但卒，路警字第立思51 h側的?i! iE j! 給KIA-"卡吋機-會品 I 1 文 發送嘉蟻 誤言發玲 苗子長綜復麓鎮:
號 1j 其 I 報 i

:183年保管呵字蠶豆0511103ooo7H71 1:3 苦桑蓋率投籠確:發還;其寄:這 ;張識持
5h丸，

j l來表母均1102年條管竿;葉立的] 帶→盞西 1手，機

發送去志，幫 苦果絡建轉發宇:103000799 也一了 個 L I 文
學

會品其 1 張〉
.,l""':1 .. 

為投靠在華毛主義
pü2州學字第2168

10200527是 2 
電子產品〈豆豆花

111固 發選票報 意辛格盡
器設豆頁)亨氏

:82年;蒸管字第 2168
102005274 

電子產品〈是個室主;
:台 發選主忠告夏 許忌器墓 品提議草色率真:

章主 統器主譏〉

102年餌管字第21 6-8 電子、產品(直在謊 詳細;

102005立字是 5 l 告 發還是壞、 1海投草率豆豆在銘:
~)t 蠶豆豆D蚤幕)

司已

j 攝制;的可做 ~A忍耐第 ??x~

發還要領 中寧主仁屯
芝 心吋司 j且已每一γ 心ü;J

102005080 海報 豆豆豆, 
,[di‘ a 

中'.-;乖兌屯豆豆:
l02Jp_立 .J，?: .，..:l:s-言5 哎')'.'1 ;:;; 電子產品(電動

主Yi'~草斗色品閑言f~~戶-fI'-
中 心啄管子 Z'Z~3 

1 日200508位 立 l 告 發毒品蟻
空軍告 遙控豆豆升機);':i'L 

的2年保管字;況是77
吾吾吾盞鑫聽 : 王一罷?真 常常g 呻幸扭的，學器哼一H20耳邊030 d9 i 于機殼 :82{牛

;叫T合U 

102 年i保管空是宇居 24可潛心 I i' [J 02004030 是 r一立學}".:{.生~ι 23'í卒 發逸，共塌 玉的 j 字常豆事峰豆豆

|楊振祐 j1102年燕管有~位F字剝削lh 日5003惡毒? 15 位3t"翠 22本; 發護主要發 全中?事?故;鑫室主
寶寶~iG 

督導E哥拉援建簿
1HZ年保安字第2601 1 05003Hi} 7 11 (1日發. fL 10-101 咒 E本 哥寄送具體 梅毒農、結 會會立于處豆豆

均早在已于
7. 20) 

產管啦!Hl2年保管呵章d 第可 29391 間是GQ$386 4 ' 旦掌行動電話(音 I丈 發』揖豆漿 至是高敢當;可盔、
地一f.tE- . 

:，u;t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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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尋壽命告認領清畸

102年幸發事學管我字字號草2喜鵲jiiii Z這旁B系忌絞巷 !l|f盡主5 童f 重三E軒于:物g-于S產E主I品語磁禮品爭t電名fhz阱吾話?游睡。?〈至一告1 在-iil : ! 主i主支暈 .1 暈暈
8全是正于 '5j~'ι 、e九1J 耳J、 其領人 雖說 F發言主

j 音機!鈴還具蟻 是為京當得~

當lsi102年3 發 字第可立給 104V053061 16' I (~:r=己的，丹寧主明主記 哥哥還共領 黃家議 妥晶爭會1;'可這!達 3I 型軸(酬誼

雪1) 〉

有思?年，思路申 ~~29;j會
電子產品

Ã篇是長嘉軒互支鎮心 U紅 tJ 恥 H140闖將 23 ( iphor扭轉行動: ;文 吾吾三產品報 誰嗎去
!JGo l 電話(學snf卡

10爭年雄主參 兮兮93惡 電腦設搞(悠悠 會路星"及:安裝;1 ~).& -'t- T:<1、品;;P L.;:} {1 位

104005306 是位 i 會 發逢其領 言書智雄 j 是中項特寫這:
宮是: 轉筆言乙型電腦〉 各三強

It思主令保 字第 31書生
106001357 嗎 E其 f這康裝書 E本 吾吾選手已犧 、至是中，會忘岳重

接荷豪!t :~克

槳，凱草、11 自恃無保管哈巴情叮l 哥拉
發還是毒草 全 為自 I盔;

i UL1-r"17r; .~- -r 封#。
l0600l357 2 踏_Il.~實?舟 實全岱 H函，

三奈AF守素g 3z9年比
3位

102年保管牢第3502
10基金。立在95 重

電子產品(監視
是當 A詩選手志，豆豆 懿建j器; 為?特可îj率達三

若是r
主

譯),j:-ijL 

i 劉建越 新替有T章;這
i !Ð2卒揮管字第35日立

泊是00立的主 2 
意寸產品〈室主說

發護共領
管旬五，月E笠f=1，d , 器主、隨〉

102年'þ'(:;管字第3502 電子J產品(是這身
1.0哇。02哥哥5 3 1主 發達吳方領 吝乏主義之 這告中前獲諾軍;

學走 1哈叫拉句.)

102年3系發?第3527 電子 ~C充電 , 
是中 7穹丹紅霞103002g97 17 !1'@ 發逸事l;;-J績 處尋磊、交

室主 器)
2 

p鉛字燕 第 3527
103閥2897 20 記李本 在本 醫護共接 ! 吉野草愛攀 委主化緝毒土頭榔;

;給

... \~lU 

1 1峙的第352
5且':，b;.已

103002897 21 主義言已 于子霞、 發遵義犧 論援學; 意多化縣幸之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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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灣受中地方主黨察等扣押尋有益于告提聽清畸

z 

1的示穹蹄 ，子的比說 處豆子，字號 i追求室主 :品品名稱 數鞏 堂堂 這是在?芳式 真囉/ 地址 3 發室主

11鉛字報管字第3527
1030U28971 豆豆 罪J考事，.已-是，.已4 10星星 發達3牛蟹 嗤之建華 委主化鸝社頭辦

妻之

三事先聽社頭發表;
i§2年保管莘莘:3527

103訂B立已97 立3 3 至孟銀行存摺 1本 發達嘉毒草 謝嚷著
警崑

_. I 1 Ü峙。保管字第3527
發言蓋其領 I .~~才實堯 主啟 4tJ棒、社豆葉Hl詢服897 立是 會新銀行存摺 3卒

i 我

!02年保管莘莘3527
10300立897 豆5

告'>f令全星星犧持每
3本 發達其親 玄對育堯 黨主化縣社報銷2

擊: 接{L,. 

2 ilS2年保管字第a527
103002897 26 

中圈您說張J于是
3本 發還;其頓、 謝主f堯 意志、化學事社報釋:3i~ 郵局毒攜iEbL 

1102年保管字第3527
1030028'97 27 

電子產品(充電
;才罷 發言笠真讓 詩持這是喜 毒手;.!匕蟲義社續辦

奮之 ~ τ現n弓ì
B 

電子產品

102年鋒營字第3527
J030028會7 28 

(S主立su盟在
2支 發逢其穎、 萬?通攀 毒草能惡毒、在土豆夏辦

豈是 GAL主互了頁。TEII

乳白

:伊拉付酬可向們 l 電產品(丈電

3個 發還真續 :~品3主f局fιF魚E缸E 離奇匕蟀社繽紛JiL .l'f-均氣。當寸T "17 <.!J L..! 踩在的28音7 2.9 
器 j孫5't斗

102 守海 ?章33527 電，路設{請(電掰
管這其痛 周攜言主 查中帝王七盛 : 103的ZS會? 3U 1 告

要是 宰殺〕

102 年樣告蓋營字字一車 3527 石皂、，~益空各樣 f財路
發還是領 路線:豆豆 受中tjT3t 室主IlK3002897 3是

屯，"，"Jl!:J: ~V~_ 也

都主主〉
4、 1

;如豆豆係 講嗎?? 電腦說鑄〈蔥、要還
發至整具有葉 i j導總產 牽京市先是三 ; 

呻制毒 品，_k 缸

103的2897 38 3個
j!l?t 鍵盤及海鼠〉;'Yn.,; 

學拉攏幸主頭輯.~錯芳是|
102年附品從多空γ?

雜草;己 注張 ~-:::莘空著奇品苦iU.L::tf:'-4封之路世弋i一敢如 10300立897
-... 

5學
3 

品i?

jimdhwi :83昏時乎是rrl 惡毒 車長3己 發星星接領 實主主 意多想主義社;現辮恥 11UôIJUZö'tl i 
1 ~~ 

三簣，共計



保學字號 處分.f;手曉波三位置是 給品率。聽 ;數量 受苦 5是合方式 :共領人 主色i告f 罷!誌

102年謀管章是 第3537 ji83882897 49 穿長主主 2張: 發邊接J噢 的( 替他丟掉頭轉 I
102年品管"IT~字畫~3527ho3的主惡H7 50 支票 發遲至其蟻、 |約是 i 率低韓紅頭鄰:

就

2年靜、學字第 3527
103002897 51 存巨星款豆豆{t最 2J長 發至豈是漿等 車去死，報社頭辮

草色

102年總管字第3527 諸實是:時3自在2惡習7 52 司等盛教j萃峰 怒哀 發逢其頡 毒主化毒草莓乞頭發p
章主

i Hl 2年絡管等:第 3527
l 說 i臨時立底前 53 有》喜主教學接 15主義 發選其領 主靜霄堯 學社早在社續繁~I

ii52年時時3527
i 豆豆

10300立897 54 存靈主教翠綠 21 張 發?還;其親 言當實主 著手化縣尋紅頭縛:

jig2年保持3527
1030日2897 早早 i墨桑革史m翠 B註 吾吾逢其領 寬義 美學化籐幸土豆葉轉

忘記

W2年除字蠶35立了
10300立起身7 56 交，5J 謂知表 1 本 發護共極 玄學芳、瓷 辛苦干拉攏社類將 a

司唔.，已，'，言J 

102年保安字第 3.527
10300289了 57 交易總細表 :本 發還真毒草 I 聽音龜! 毒草花聽誰頭鄉;

說

102年鋒學字第 3527
1030028替了 5'8 交轟鳴 v本 發、選手早磷 d社d句rlZhJdE3z 輩革;1b縣、社主義辮

登記

:在2年鎮管字第茹苦?
103.0 02車27 59 交轟鳴 1本 發還臭"蟻 ;話?實瓷 學-:1t.;揖誰寫榔

吾先

1102年，話管字第3527
L0300立897 60 文嘉明知表 1本 發玉還真讓 護?雪亮 這蔡先華主社、頌詞~ ! 

學dEF{EEa 

諸實堯 i102卒于是管字第 3527
103002喜喜7 61 交易騎車帶表 1本 發進去藍領 學化，峰、社驛鄉;

號

!f: 位帥年係叫管童設足 萃約蜘3認5 :在:30位2897 文海;經 L本 發護;其犧 諱言幫手全 舉拉攏社讓鄧

已

且一…一一



牽灣蓋全中地方輸i著尋著扣押物去告摺續發時

保管字號 ;處分序混!澆水號 i 是每品名義 審定華 這全豈是 義分方式 :美鑽入 地蛙 喝拉

H12年路警何悟字第3527:83BSESg? 5 63 支票專程
:咐;.W~ 

1本 發選手已讓一 i 的 智紅攤主主豆豆豆詩:

10立令 f呆 說目前咕FE喜 3527;! 1 0300這苦思? ß是 文幸存較 1本 發送兵蟻 j 軒堯 學化是學社豆豆飼's; r 

:在2年。能管字畫;;3527
l030!)2891 在5 存摺綠豆豆 1本 發護其領 謝了5堯 學位聽社窺釋:

號

W2年3系管字第3527 1103日 02897 電子產 電路;
苦苦花聽孟之驕禪:志6 :張 草委主蓮英領 謝寄:

i 意足 ;建錄充樣)

前2年樣 字第a527
1030028穿了 的 通訊錄 1本 發這5年積 勢和專車這乏其員、鄉 : j 

意惡
ji 認令保管字吾吾 35立了

1 日30詔書.97 70 文祟:存經 一三J主 發至還l!-，'蹺 諸實是 學位是產主正報銷r
叫E之F弘b 

: 83年報管字第3527
毒手化縣委主主義辯 : 

:學各戶“ 

W3002S'tn 71 太可主干h芝 :2豆豆 發豆豆子已J嗔 言a院語苟幸嫂 言，通f 
主法正是E手a 

dB2年保安寧35:32"
革 茹.. ，;~< 苦u 

1030加這7D 教育，心頭書義 5本 發還真繞 料辜! 令了官$建立

1023予保管字符32
1 D30005.71 心理鑫番審 藍本 發還具嚷 操!這擬 對司令嘉委會特五七咕 : 

設

I HJ2年各茗、字第3532
:每3日00571 立

資料 (8袋塑膠
各餾 發送主要讓 練鑄哦! 是好竹鸚持走?事!投 袋〉

102年保字第3.5~:2 知道時接 j l'本 聽玉立兵鎮 j來混凝 尋\fi:什躊躇先前 τ1030(10571 。叫 2 

室主

1 02~1f- 1海主管字第3532 3著科〈在袋塑膠 間 i 義?持基本fr汪紅字 : 1003000571 6-ðii藍 發還裊，總
蚓;:D.J t.，、 袋 3

;自2年 1軍管字第3664 球怒聲!辛辛逆轉諸法絡會 發主義共題 均可色還10善惡。2632 29:緝
議管&t

102年 發第36B是
104哥哥2632 2 還豆3革" 105趨 發還真正纜 i 綠軍章。車全 中立君主主這

長2

了憲電真 23



壘灣是中地方槍察著扣押尋雞蛋話告怒:績清聽?

主莘莘v字號 5是會主字號 :哀求言之 物品名義革 葉之苦- 重量 處分本主 三毛親人 地，垃 d嘴說

í02年係管了t豆t豆字， 第 366是:iiO基金位立車3立 3 記帳本 I 1 本 i 發遺臭種 陳露銓 中;軍止這塊:

102年部發:宇:事3織進
10是û02632 是 立學?長本 :本 發悉，接頓 j眾宣言錯 中爭先室主

雪花
主

! 1 位年係管一字;藝品64 1 .1恩達姆2832li 5 咕:賣車 7張 會遺臭領 主義述:誰 是全中軍也還
說

10立正予保管三字:毒品
3 

立義 i 1 師銓1 日是00立志32 自 產品責任保撥單 發述其纜 蚤爭曹先這三
章主

的3年保管二字第3悉的
]自尋思02632

門

愛;騙子在海資科 n張 是著星星點幫 i東蒞銓 逢中會主紅道
吾先

l Ð2年鎮管寄:第36誼是
HI是00立632 s 電露這終身苦?科 ?早晨也 齋主蓋其幫 套設冠餘， 蓋全于 T利益毒室 5 

5克

去102年保管字第3喜悅
1040026:.32 重 設鳴豆豆 1]餾 尋哥還真領 器是站銓 中可哲先室主

5度.

102年自然 J管字 ~36ß4
奎中1fT北

雪記
10約在2682 i告 論體 1 包 發送、各領 ?東‘寇盡全

蓋全會常她是丘之主義也可T

10立牟 71莘學之宇葬品的
lû500.6120 

其主論言?宣誓豆豆嗓
EJ萍 發選手忍讓 讓!t仁主義 受先前大安盔

j 號 5至于~，~p對這qlOO

J學5月 25 遐

10守告立 J五::.;;注 :事 4303' 電話訪客留言簿
扭吋禍 ]*1事 d 

105岳06120 茗古、 E本 發還具頓 義?錯嘉 查中牢籠持這J
5克 (-) 

乳白立學保 字第恰如
J050日m20 是

'，1也寺(叫~t1ì 的聽-*""母 主吋義 ?i 1本
發泛接種 吉普錯嘉 ! 中前寵若于這三

忘記

j jig3 年保管成~'=-字藥是m-Jj! BSGG位立自 安銘嘉議還 J詩經

ai 
告本 發連接領 灣主義嘉 中意籠子手這

表

第 5
令:

9…一



產灣查中地方:撤察著扣穿軍輸告奇招領清畸

戶F可f$伊~~開哼.":;唱一A團t唔明，HJ-E也b 5遠合本景色;或本龍 物品志講 是主意去 了靈童 鞋、分方式 兵，讓人 Þð主主
3 
s 備室主

jiM抖書記薄弱倒f一n侃心侃仇目的r 
電子J豆豆品(lG1-r

l 立 對電話及訂單卡l L主 發送共領 '1車2章發 有于東道

主長)

p02年的~)::..字章是各位 i 195在Q6721
主

j 子的知于
13 ←撥電話及SUf卡1 I l主 發至蓋其嚷 !刷發 是中常;束這才

i 忘記
張〉E 

102年，路 ?第品84
電子產品〈勞動

!接唱主垂105位白白守21 14 電話及割草卡I 1 支 發送J要纜 受爭帶走草堂!這已

豆豆〉

j;iszt予保管說亭盞是701 103007058 舞春風樣靜資料 1本 發還具槳， 發7攀援 蓋全中常成;正義f.i_ l

I i 02年，路管字讓約1
103001058 2 吾吾吉5&婊子?會質科 1本 是安玉還具稜 中常大躍豆豆:

!我
ii位年僻字嘉軒01 103007n58 苟曾J告

電子、產品(告司

3餾 發還具領 將銓| 中常;三足繞這已:
i 蠶豆 隨身嗓)

l iB2年的的
號

103007058 是 f管三之三字 :本 發選手已領 著急靠攏 逢中有T大路豆豆 i

查中本文;誰室主:1 102年蝶管字讓這701
l0a00105尋 ~) 惡報表 I本 發還真，讀 鑫霏提

號

i 即將絆腳01
10300705草 告

其他它在祥(辦事
5張 發送桑、壩， ，努?全亡乎 2意忍F、~，"$.J.呵E 全承常大革主嚷:

~t 館設全i倒車〉

1 1閃閃童電閃 103日 01058 了 的3年6月諸文革 :張 發言客隨 中、市丸牙韋造

! 102年保蕾"字第47的
2倍

金可注意王太華語室主;:在300705惡 5 98年5月 j著支萃 1張 發還真親 餐露，使
號

中敢太難Eij102年操著字黨是1úl
I030fJ7058 g 答:陸軍 n最 J發還兵在霓 進忌諱樣

說



受灣蛋是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紛發學搭聽著母

Jj吋苛Z 乏E主証主 前明了苦儡 eZWth E j 處分序號 i澆水龍 論品 J名稱 數量 三靈受 從p早已 背" 功-"晶一乳'" ;其聽人 抱起二 石器設

102年保管字第是775
i翩翩lj

|岫主公司蝴
:每每客海申請言是接諧與 E本 發至還具嚷 是中京海軍

品仔

百足，
的

) ]也非保科普~4T15_ 封寄:王發句真組j

時惡的5811 2 了高爭 豎經銷槃 :本 發玉室接領 量單路;三玄 中可T品還
單晶苦

去i~
約 1- 2.

:您年在其管6定三家算是775! 18388531: 
5 

3 會員名于芳:一3 1本 發還真聽 1告b弋λ~~社:;.. ~論當于/ 全承布?為這三

Hl2年{莘學字黨是775
103005811 

獎金發放略知16
1 ，字字: 發還5年姨 主鵡喜 牽命令晶盛

我 !誰?

自立年保管字算是775
1030058.11 5 

輯:金支出縛桑?
主俘 發至還真聽 三五緝毒 蓋全中常是海軍

可能 告會

HJ立足予保管三字萍是775
103的5811 B 商品嘗了講率已3 工個 發還:真;'~~報 主;游客 袋中常遇還 ; 

委主

i 位年報管字第進175
10;3005在11 扣在站獎金2-4 L牟 發星星接領 三乏其塾喜 蓋全中爺聽還i j 

善之

:在2年、i是管寧;真是775
103自由5於 1 8 得;鑿黨專獎金2，=5 1本 發至蓮英髓 3三路喜 查中?拳頭還

妻之

;學2年保管字濤是775
103005811 g )}訂本主占名持2-，:6， :本 發達共領 主r賜 中孝通A壤

EE 
102年涼管宇:真是775

103日昏5811 1 日 鏽冀朝知求立恤7 1本/ 發至蓋其領 正直毒喜 查中增多自豆豆
雪豈

受中事龜鹿 i lO2 五f- 1，莘學字裝進775
發還真聽103的5寄 11 豆豆織表2-3 1本 主多海軍

章是

po時保管字算是自15
§記

i酬叫 揖播音菩 l 色 發還是發 i故驕子接! 高達拉前前鵝囂 i

1ü2年錶管設室主講締結 il翩翩SEj| 客戶 的書豎識
2 ~ 1 色 發送一豆豆-嚷 還長躊子f韋 言是誰敢當主義建 i

高吋幹育

手才是



受灣蛋是中越方槍!察著扣押物合告緝毒莫清畸

保管字號 !處合F字號:丸是三號 物品;g韓 數學 三盡量 華主苦苦苦支 3年報人 正色;tJ主 姆拉

;誰2年保管弘竿一讓給15 1] 03巷口3是88 3 客戶洛商:資料
坦克

1 色 發還兵，變 是主義妻子J諱 姦逮住了p :i，意罐車ii

3 

102年保管字裝扮15
1103005488"是

:信寫卡網路剝卡
1 缸 發玉還接報 歡躊子，母! 亮晶黨眾議!聽豆豆;

豆豆 持;權問

甘ι 平

102年錯管字萃的15
103日05是88 :::J 存擋

t 1本 發還真報 說婚手r律! 高諱:敢惹主義這也
藝之

i lS3年海管字第'í915il0可能是藍藍
i 吉克 r u 5 至全~糞工通訊主義、 15'長 發還持續 敵J苦予{韋 姦雄事?當聽豆豆

;1。一韋拉15 103005是88 ? 遲遲表 E 色 是去選手令蟻 歡譯音子蟑 高雄韋爾蓋章還
~t 

;;83年報警字葬品15
1(13串的是88 8 

每寄電主意翠錢詩
l 色 哥全透兵、報 i 敏躊弓:".1章 語言緯申請言鎮豆豆

也可去可啥? 、iE是

高雄守主言:主義還多
102年保管字;真是當15

吏，

墨支揚子煒、10300忌488 g 還-P 是是2年受 1 龍 發選手L領-、 :if皂誌‘回 、 官軍i'f
幸免

1 1 迦牟絡管字第是915 為誰會主?錢還 4齡化斜 Li 發送率領 還是i毒手撐時3日在言是誰忌 10 哼:Þ 等三
j B支

老?---) 有J、吉達

! 

1102年採學字第49時
103005是88 11 教導支守則 5議 發玉還具聽 歐驕子接 高雄才字寬亨鎮單 : 

i 室主

t 1 年保管字室主要915
1 日3ü05是88 12 每通電話翠 1日提 發逢其領 達iL落子，諱 高雄申請鎮遠

號

102年氣管字第蓮說一封一 103自由54遲遲 要花鏡還是龍海繫 歡喝子瑋 i 這忘掉常常主義是 413 2>'ltf. 發主義其領
安定 緝毒

102濤之繹管:宇:表銘:泣
103位的是在惡 時 率先報守則 豆子長 發玉還幸存頓 i肘子搶 高、誰會章含辛章還

;競

高雄才爺聽;監;r 102年保管字軒的 辜會、哼了安遲得調
:本 營造共領 數i聾子樟103005是告草 15 

我 可如仲，呵 ，3令年扎

j 陳鑫論! 高誰0/苓雅一1] 02年j莘學字第必IS jIQ阿拉拉γ是89 i 接會報泉州立學
61'!f 發還惡報r v.'也~ P 1) ，j UliO 飛 ;一在持槍)、'2.~t 

窮;三 zi 烹



全灣查中地方撤察著扣押物:告告館議請畸

品管字號 處命路號 i夜之耗量主 物品J事務牟 教董 事主量 處分方式 具體人( 地主主 1音室主主

:182年保絆腳時1103在05是89 干〉 丟盡殺袁紅的 12一多長‘ l i 發還兵，裝 i章發給 高雄市主事惡意還;
~ ~余M l I 

卜但是份) 11 
3 可萃，叫字第，:191 一 i

陳桂、繪 為是事可苓誰還 j~U心 f-'í*，品之 心 10300.5是89 弓U 客戶紹 'f衰退度表 招手令 發逢其蟻
~~~t 

'Í:莘學?第 4915
103巷的惡的

詩三至1品寫進吟唱
5件 發護其蟻 i京雄是每 高，雄常苓雅麗;

Z羊E毛子 如表

102年保管四避免等-主華是§15l 193885是89 5 學習電語言言均主義 主張 發邊接接 陳聽論; 高緝令苓棒、監;

102年保管字第鉤15
1030日5是89 自 教寧主守則 3吽 發護主已接 陳罐車每 高雄市苓雄區:

; 有許

I i 闊無佛學字室主持l5
103005是90 l 事本 1，車 發至還具嚷 吳三字鑫; 高主義市諦。結~l

I 耳'';..'1語L 

1102年，保管字第是915
103005490 ') 救護主守則 主張 發至蓋其種 品芋鼓 高雄市當鍵要豆

t4咕E咕ldEELL-F 』-

102年保管字婆是915
1030日5生且在 3 獎發表 125長b 辛苦還接壤 吳芋蔬 高雄市諾言錢這~

電:問:ifl[. 

102年報管字菜絲路
l03lJ 054!d{} 是

~~ j是協海主革持嗯
1 色 發至還具規 吾吾竿豆豆 i 高雄市、會蟻還 i

W自~t 知表

102年好管字;舊是915
1030D.54f)2 教車主守星自 豆子長， 哥還要聽 吳鑫娜 晶晶前主義山嚷:

色色
102是乎無管字第是寄15

發至還吳學侮 妄言還鄉 這是誰守主及公室三同1030054豆豆 2 安將 H半
志F 包

A令b

102卒i芽、管寧;言論
10:3005通車室 議。寺 實科 定-:-.，1)還真L 品主哥ζ哥;已法習是、i 戶f戶T之 接謊都 為主義事敲出迄;

號

:;賠本錯 字;震撼15 1103章。5是52 美麗糊了 毒品盔甲J繞山豆豆;是 辦? 工件 發建兵、發
;有[);

的站

為是真可"' ，豆豆，"，-dJ， 是
1102年絡管竿葉是915

jA司已 裝j麗梅
j 縛 1030替她:i ;) 

JlP" ...... 



牽灣是中地方車長察署扣押輯發告招，聽清畸

保管字豆豆 ! b是合序號 三這本豆豆: 物品這嘻嘻 j 歡音 重量 這i命交?式; 其惡旻λ i也主主 1t-~:-á早早t已

1102年舔管第4915 !接麗梅 高雄市鳳山還103005還會立 § 資料 發還真聽
豈是

首

102年保管字;誰是915 1持 i
? 

，1 03自容5是喜2
學愛

尋呼 會抖，進兩去叫冬蟻一 接麗;娜 。為雄常處‘五弘達孟 2
昂'J.'J起G. 1 

1Q2年海誓守主;第 4915
高雄芳草竄由這三:l告30在54宮2 s 會斜 1、手參 芳芳還真聽 乎每麓都

1川~仁

102年每學第，1915
踩油05是普立 告 吉普科 1，摔 發星星一具纜♂ 失;麗娟1 這§操場時鳳山還;

各~t

102年腎、管字第 4915
:d就d乳

時3005是當主 10 3奇特 H牛 發還是蟻 吳.麗髒 亮是真有7逐出道:

日J2年講管字第5179
電路哺乳制筆[

18398135會 。'('等 記室主電腦(袋子 發送共領 星星ß.識 品投草率觀娃掰
景色

是Acer))

102年保管字輩5179 電子d產品(行動 2 

長每援基表團經辯:
警主

102;0位1 :359 是
電話(接SIM令刀

L文 發逢星忌繞 主義民識

;自2年吾裝著三f= .ß直到了車 電腦設龍 (tJ冶華
H)跡。1359 ~ :台 發玉還兵種 華民-誠 喝拉縣圈姓姆:

室主 電〕

102斗器苦字第5213
103目的 525 7 

電子產品(蓋章說
1 會 發還是領 這本鑫 逢中曹先進a

意足 器，發暴3

102年發管宇:第 521 :3
103日的 525 5 

電子豆豆品〈監說
111齒 發三逢其領 林鑫美 ?亨1月色屯豆豆;

設 器 i鏡頭〉

[0立身系管字第523是
時EB85533

F利L營銘心
、3 不鏽鋼器具 協調 發護主吾l~;績 五辛辛童基 的單 I

102年樣安寧草成34
1030055331 5 紅色變路豆豆風 :個 -發至蓋其發 4 玉祥室主 查中?會轉 j哥這三

號

1 102年保安景色字第 52會是
103位0:339是 自 國 買主車長 的ro 發護其讓 海 中常命也軍

窮 13 選材長 21



委主灣牽中地才祿察馨、扣押輯發告招續三會聽

~f系學字號 處分F字號 :哀求吉克

102年保管字第5294
§克

103吾吾:339是 7 

， 102年儀等吾先字:黨 5304 10.100是喜01

I 1 在2守時間306
10吉思路口10 立自

I ~1主

!!但是各樣學字第 33位在
E在50惡毒010 已 21 

友是

1lD2年鋒學學 5306
: 豆豆 105替自臣的自 q￡aeE￡E a 

::酬~i丹寧草棚iEIG5OBSBIB 23 

I!您是手.;'I
t

芽、 牢靠 5.306
W5章。島的。 24 :3琵

1 102年保管設字第泊在
g
10300在û83

102年錯管三字第路是位
10釘)亞

革;J;)軒[.. 

102年係管V字S 第卅 56到日| 。基金白是誰76 2 
I~.克

!仿.羊絡發字第 3藍4U l側是惡75; 3 
說

物品名稱 數量; 靈受

盟黨品i政

義丹:全帶

金溢議發言哥華主已
的長

3奇特

3倡議拾起報告 ! ]主張

J.辛苦尋告再錯:贊賞

5時
是聽叮

存j翠(金遴謊兮
2主之長

司)

部幸 是個

手機玲是主 思主于國

千李草綠 1 至司已

言?算機 1、件

毒幸品喜已至LIKJ長L2 是」零當令世已 1丈

戶、電

Ll 

豆豆豆計方式

發這真是露

發選其親

發還是J犧

寄去選手等領

J黃:..'豆羽毛長毛喝道遠尹品立J蓋、一定、:ìt

發?這乎每領

發護品發

蜂王還是領

發選手F嚷

品'_!.;零為L 別L弘琴至一是三~、 A‘~.苟，

主要領人 正色色色 , 權主主

i 的 查中了甘南屯露:

最幸主是L 受中計J，太平還手

查還混合

業有j滾蛋b 學可宇先屯盔

司

金2孟混合

鑫菩每提Gbji .p字注色道。

的企(
黨、書罷J告 查中 1宇先龜鹿;

司

、金退路企

的主屯益;黨害Jf[t，告

，每

金鐘海、金
當事、提瓷、 袋中哲先

這3

拉格蟻 是全命令:率達主

才可之三宮 還是會智大主豆豆豆:

街走 ; 
JEE 查中1JT'大;軍最

梅花宏 中穹的女王軍;還



受灣蛋是中建立F是當察著扣押輯合金招聽清姆

f;!f.:管字號 處分序號 j 流水號| 物品名譯詩 數吾吾 靈受 積當全泛、:1府'\_-正←F 二-內k ，共領人 地垃 ; 喝拉

!1 1J 2if-心想麓的?
iwmi 

可
i 電子產品(總我

發還要領 j智主仁義: 查中本主仁屯墨 j
ι..--l !I"們善，什

室主
1 12 :放音j吾兒〉

102年時村的7
104自在0156 2 

編載1、8 :太陽單是
互支 發送接聽 "她仁諾言、 壘中會主仁、毛豆豆:

j 殺 。最

1 102年努管字第5777 1040在8755 q tJ 
iL論是主給 1 音樂時 i

if鹿 發還墨鏡 (齡拉 中可七屯這;
設 i發』

102年駕管字第5T77 毒品說15 :神奇發
10是自串串756 4 3 文 發還5年領 機仁達2 多 品也室主‘

至是 f子
11 蛇年保管字輩忌了?7 編號i:G?實:黃本色〉φ 104自00756 ;) 

譯為
1 主干 發送持續 持吾吾二忌、 命令拉拉屯還 i

1] 02年海警字第三777
HJ40Ð0756 晶 編號17 :護主脾 乏主義 發還真頓 巍?仁豆豆 受命令止這已逐;

J ~色

102年鋒管字第5777 電 品(編章主

1040的75，6 ? HI且 發逢其領 桃仁蟲 中管其屯盔，
量之 問:行動電線〉

iIE立的字第耐
凳子產品(編號|

!攏仁義104000756 喜 l 章 :ji支歌，諧有'f\. ( 111臨 發玉還累計領 命令北克還

持會妨J爸) ) 

1 1畔的字斜了77
草莓蓋章立自;主主型喇

義事曹先進i鑫?10是00075ô 思 唔九 (HELI丘 去觀 寄去選其續 線仁，主
; 長足

KJTTY) 
紅色2年瑟發?誰叫77

104的11756 10 
電子產品(2為蓋章

v純 發還真礦 她仁慈主 中寧主仁屯豆豆

j 麓 21 :迷ffJ~喇叭〉

紅色2之斜著 算好77
10進程思。755-i u j 編號22: 手腳

N國 是寄至逢其價 殼的主熹 中宇先進;建立
三已l:t, 苦學(零錢是l，)

門叮叮 ; 主為鏡10 : 總紅紅! 金字可宇先屯盔，1餾 發選手L續
5 

;叩門管號字W:Sii zg泌的 ￡ 正~I
騙我11: 茅音 fi lf蠶 發還J耳聽 海休克 j 至三中會主色遲至

相

15 瓷、提委主立;真



J吳三管字號 報合告主 h'.ß亨‘」說F苦斗苦 話兒:1立學是 物品名稱 數量 j 笠章 ! 處安方式 其攝入 地址 喝拉

l02if- 1;辛苦字第5778 織載12: 青箱 i w :底是白色金758 3 .~ξ護其親 攏﹒么來p tf'罕至七屯這
}當AL 

iiS2年保管會會字簽訂75;iIG是000758 是 結說1:3 :讓丸J萍 3 割、 發選其領 點蟲 i 全常常去年屯墨

102年品管字第5778
104肘。758 5 總是:t14 :子主義 :文: 發還具體 品叫二乏主 查中索拉克軍;

號

;1恥耗時間 l附防毒i 5 編號曰:于事長
了草[.

l 丈 發選手L報 路子工品 : 袋中卒于1己也匿吾

102年保管宇:第 57'78 毒品設服:安全鬥 始于二忠、 i1 日是00075惡 1::1蔥 學豈是真是實 查中可11忌宅區;
罩己去了」、 〈發益于t 

6 

}02年茹苦茅草訂了8
1 郎郎。758 在 編號)7:說品率 1個 發護主思議 機是二攏 今寄:先屯這:

血的斗

102年保管字第577惡 , 
10基金。自758 9 其為章主詣三小 i夜:遲至 l個 發主產品嘎 她仁卓 愛中乖地進軍

主荒!丘íL、

ìO立三字條 寧;事 5'778
:悅。00758 10 毒品豆豆]寄:青箱 H學 還要忘研 妻子1至二蟲 查中本主色色麗

佇的5Nt泣

1 102年銀發妻笠字第 57'78 104日007忌器 II 
編室主20".33 :鑰

E通緝 發邊要練 線拉蟲 先匙這;
墨色霞

j;:82年j莘學星星字第 577直 1 Q!~.000758 E立
編號3是弘 35 : 

對國 發送誨，繞 她仁山東 有了先進ι達 1
USB~番苦L

!102年張三 字 tf; 5778
!EtLiib 志 1 日益的0758 13 編號銘: )，豆子筆 :對 發還異議 路子二許是 中本主已屯豆豆、;

102年熱管字第5778
時4000758 :是 論號37: 青 發主意與親 隨手二來 本主乞 室主

賣主
這

1102二f- "b呆 鑫 5779
H1是00078發

電子產品〈編號 5
1 會 學選手等領 媲止進 是中常兌屯盔:

]心h 3: 音響)

jiM僻 當

;在基金007惑。 2 編號::J '馬克都 H周 發至軍兵發 !雞子二忌、 中亨、地玉立這
啥3?Z瓦F主- 一 講講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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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蛋是中地方輸察著扣押輸告告諮議請持

, 1:系管字號 i 處，生于序號 ;在本幸免 物品名、講 去摯愛 童裝 處分方式 主志親人 地址 L ~驚~.主管羊」於毛

] 02年保管字第57'79
1 日益000760 9 、

搞謊lH " 20 ;香
立于簡 是寄至還具頸 長克仁d三 愛京市至七宅區

吉t甘A心L 
tJ 

1 位卒'Í:系 j音字第5779
10是OG07的 義

編號21 、豆豆:手
對海 發選其續 娘叫: 蓋全中可?先屯藍:

豆豆 機:發 9 
品

102年‘保管字第三當 結號23: 電子，立 始社I是 I104000760 ;) 111盛 發還要。氧 金中*:3己也豆豆
其." 主了大機~ÿL. 

il位年詩管號字:第577哥 1040007601 § :為我已是:為文杯 111臨 苦苦還真纜 總4斗志， 蓋全中可貫注屯豆豆;

102年，保安莘莘位給

號
1040007約 '7 總設立7 : <}，~孟晶 111童 發進真讓 〉織社 金字會去年益鑫;

3 位年 i軍警字第5779 孟晶設立5; 黃色小
、受中敢去ι屯遠:10是0007在自 5 11i困 吾吾蓮英續 雖千三處

5克 鴨緩變

! 102年f保管字第577♀ 編號立告:海威主

10是慧。 076位 自 1個 發?還兵運要 姚千二是 瓷中敢去匕屯遠;
1九:;->雪J古白」已

H}2年3系管字繁衍79;;也是自由在7的 電子產品〔為龜殼
查中前先屯EEj10 L支 發還是毒草 毒品仁、豆豆

5克 30 :手主義〉
1102年錯管字第衍了g 編號:31 : UELUJ 

中哲先進J 區 j
10是00076位 n H遲 ;發選其嗡 他:仁卓i 苦命 KITTY<合仔了每1)1..... 

? 

102年鋒管字第討論
:替你想07剝 12 

電子產品(稱號
l"~鷗 競選手L韻 總紅車 金字苟言3t屯盛

幸3福2說:這藍3 、芬奇鐘:喜之愛i 奮起

1 
ì 02年品的問

104000'7的 33 主錯 發主鞏誨。讀 發守主軍先進;鑫;
rJ一khkt個已包 克牌

p02年採字第57叩

蓮花
10善惡ü076 Cl l 是 總賣主35 : rfi'錚 11關 發達主各樣 女是

d

主二是去 金中哲先屯龍:

b 

:n9年拉拉申金會f了§ 毒品籠絡;安全門
H~ 發至還兵，讀 混仁是 是中市立:毒品 s\J:: 叫、堅守品均可 l 

時是000760 15 
雪是 鑫

1 伊拉裝部，你去書立?可惡 i
論發37 : ã奇裝異、 1館 發選手志發 中俞正匕屯盔，品于1 位于 d i HQ是00076容 I 16 

罷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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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灣受中地方檢察等扣押輪告告語纜清苦哥

保管字號 這合J存號 澆水龍 物品名稱 數量 會鞏 處長?方式 果積九 j 主'Ik.主1主 J嗡拉

請需難!1 1紳僻字第306
10是.005810

文鑫〈幸?多蟻，傳
2本 發還真頓 查中市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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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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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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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這真頓 守主義對
;有~li芋u 

1 位年喜喜管字萃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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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思

I .1 儲存保管字 ;r; 85五
暈、中，本最屯豆豆;I 時恥心 :已是005075 說 褲子 1 ví司已 發蓮，其轎 林承對

iEG4年僻字剃了思 107000025 還支本 1本， 激F丸化手J毅?軍司可FS愁嗡苦 邊拉拉總 將轉時翔~
至是

11胖胖字約78 之，

嘉義縣竄去雄雞~ ! 107G00025 立 CF卡 1100 苦苦還是聽 難免聽
I 豆".的t

j i g是￡吾吾主管寧寧]是31
105002~j82 立 薪金瞥 26也是喜 發送鑫纜 孔基&長 中京大雜還

替之

hgri年保字第i532
籃球鞋 3雙 發這叫主主續 豆豆設備 辦.'吋蟲哥?廿七千宮1.050位是943

1 青豆

fHl4年，採管字第:2'0 76
33;己

1 日5003133 率可是警 是1日8元 發三鑫具體 張;替 是中京大退還

10是年保管字萃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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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lt1針線吋咿支吾月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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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告中地方喜歡察著扣特輸合金招親手奇躇

保管字號 處分序號 ?車水繞 物品♂名稱 敬愛; 童安 處:卦方式 共蟻人 主色主玉之 體諒

I ! 04Jf.保管制73 電-1-產品(SIM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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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古龍

105005527 j'-!1l0tH le ):J手里 噎式防ζι ‘ r 

卡射門號3

i 峙韋I lO丘之，保安?第 2958 手機(濃重L 曳會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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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會 j104年均叫抖抖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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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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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逢年保管字第2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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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 

字第31 惡的110500509立 系機會議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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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xtll 

職凱 i 書惡化縣和主主鎮:1 104卒于華管字第3555 電子產品(S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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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之 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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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立學i一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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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f-:;芝

在 苟，

1 

J 語叫苦字約907
1070007露了 1 

喜兒獲釋喜要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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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3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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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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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眾i~ :S~寸:+!?L、 處命學室主 古長求量是 才如品品講

喜兒墨綠嬰m品j1 Ð是卒，j辛苦字第誨的
107000787 

tiEdtSt已L 

;) 
孟子L惑'J -γ』斜實

I 喜兒翠綠舉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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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 10是J予保管字、鑫 3907 喜兒，還婦嬰閣、品
1 1) 1在D{)7思?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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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2310 

莖t告 電話(SO肝泣苦~"'G

10每年懿管字第是457
107001383 

她一提輯品

(唇邊是7! '*~食)吾吾告
?守均可J:眠哇，

10是年報警字第46做
105白色 1988 這已繞

i 意足

(384年的關單是
~~i用，Þ‘ 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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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紳 金會替大雜豆豆》

3三是露:即 、金主社會夫是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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