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5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1050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5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10501001 圖幅資訊 9522-2-028 斗煥坪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96.4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3355.07  N:2730102.6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5/1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6/02/13)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二河川局 查報日期 04/12/20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經查變異點位於苗栗縣頭份鎮斗煥段地號田 1001 號私有地，現場發現欲搭蓋

鐵皮棚內放置農機具，後續調查土地所有權人現勘後裁處。 

現地照片 

 

 

  



第 105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50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5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501001 圖幅資訊 9722-4-021 直潭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206.6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1382.92  N:2757685.02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5/09/22)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5/12/13)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查報日期 03/21/20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至 97 座標(x:302213,y:2757481 附近)新北市新店區直潭段磺窟小段 103-4

地號附近勘查, ,現地勘查似有建築物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5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501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5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501002 圖幅資訊 9722-4-022 花園新城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80.6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758.73  N:2759364.9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5/09/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5/12/13)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查報日期 03/21/20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97 座標(x:304589,y:2759161 附近)新店區直潭段灣潭小段 208-1 地號附近

勘查,現地勘查似有建築物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51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510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51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105101001 圖幅資訊 9622-1-025 三峽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421.3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5861.77  N:2760261.3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5/12/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6/03/03)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十河川局 查報日期 03/29/20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現場遭民眾（馮世昌 0920306142 樹林區大雅路 383 號 8 樓）租用河川區

域內私人土地，未經申請搭蓋簡易工寮。 

現地照片 

 

 

  



第 105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502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5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502002 圖幅資訊 9722-4-032 龜山 

參考地籍 新北市新店區直潭段廣

興小段 86-3 地號附近

號 

變異點面積 4307.0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802.61  N:2756471.72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5/12/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6/03/03)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查報日期 04/18/20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現地勘查似有建築物及水泥地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50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503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503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503001 圖幅資訊 9722-4-039 石槽 

參考地籍 九芎林段鶯子瀨小段 44

地號號 

變異點面積 285.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0768.58  N:2756748.9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5/11/1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6/05/13)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查報日期 06/20/20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6 月 17 日經現場勘查係爭地點為新北市坪林區九芎林段鶯子瀨小段 44 地

號附近涉嫌新增建築物。 

現地照片 

 



第 1051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5104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510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5104006 圖幅資訊 9518-3-072 潮州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02.0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2083.70  N:2496277.9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6/04/08)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6/05/26)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06/28/20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經查現場設置鐵皮工寮，未發現行為人，將持續追蹤辦理。 

現地照片 

 

 

  



第 105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5202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52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5202006 圖幅資訊 9722-4-061 哪哮(四) 

參考地籍  新北市烏來區信賢段

390-1 地號附近號 

變異點面積 526.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1598.50  N:2748060.6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6/04/19)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6/06/20)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查報日期 07/13/20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至 97 座標(x:302429,y:2747857 附近) 新北市烏來區信賢段 390-1 地號附

近勘查,現地勘查似有搭建蓬架之情形(詳照片), 本案已簽會本局建管課依

規辦理。 



現地照片 

 

 

  



第 10520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5203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5203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5203002 圖幅資訊 9722-4-037 金瓜寮 

參考地籍 金瓜寮段 435 地號號 變異點面積 433.9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7202.31  N:2755038.0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6/04/0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6/07/20)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查報日期 09/19/20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5 年 9 月 13 日現場勘查係爭地點為坪林區金瓜寮段 435 地號附近疑似違

章建築物,已簽請本局建管課本於建築主管機關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520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5203008）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5203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5203008 圖幅資訊 9722-1-012 糞箕湖 

參考地籍 料角坑段糞箕湖小段 42

地號 

變異點面積 440.8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9357.38  N:2761656.5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6/03/0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6/07/20)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查報日期 09/20/20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5 年 9 月 19 日經現場勘查係爭地點為新北市雙溪區料角坑段糞箕湖 42

地號附近涉嫌新增建築物,已簽請本局建管課本於建築主管機關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