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61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6101007）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61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106101007 圖幅資訊 9723-2-053 瑞濱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3799.9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2372.64  N:2777926.92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6/07/3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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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9/201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未經許可於未登錄地整地種植擬函請新北市政府查明妥處 

現地照片 

 

 

  



第 106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602008）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6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602008 圖幅資訊 9722-4-052 烏來(二) 

參考地籍 新北市烏來區西羅岸段

666 號 

變異點面積 413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4254.19  N:2750210.9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1/0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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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4/201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現地勘查,發現有開挖整地及建築物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62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620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62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6201001 圖幅資訊 9722-4-010 火燒寮 

參考地籍 大舌湖段乾溪小段 25-

11 地號附近號 

變異點面積 7978.2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3581.78  N:2763349.2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2/1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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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2/201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106 年 5 月 12 日現場勘查疑似變異點位於新北市坪林區大舌湖段乾溪小段

25-11 地號附近（TWD97：X324413、Y2763146），涉嫌整地（詳照片），本

局己函請新北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62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6201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62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6201003 圖幅資訊 9722-4-010 火燒寮 

參考地籍 大舌湖段乾溪小段 24-3

地號附近號 

變異點面積 2583.1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4065.01  N:2763439.9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2/1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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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2/201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106 年 5 月 12 日現場勘查疑似變異點位於新北市大舌湖段乾溪小段 24-3

地號附近（TWD97：X324896、Y2763236），涉嫌開挖整地（詳照片），本局

已函請新北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62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6201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62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6201005 圖幅資訊 9722-4-019 樟空子 

參考地籍 大舌湖段樟空子小段

65-29 地號附近號 

變異點面積 2947.4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204.22  N:2762761.57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2/1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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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2/201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106 年 5 月 1１日現場勘查疑似變異點位於新北市坪林區大舌湖段樟空子小

段 65-29 地號附近（TWD97：X324413、Y2763146），涉嫌（詳照片），本局

己函請新北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6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6202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62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6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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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地號附近 

變異點面積 706.0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959.08  N:2756459.71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7/05/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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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201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涉嫌疑似整地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6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6202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62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6202004 圖幅資訊 9722-4-042 烏來(一) 

參考地籍 新北市烏來區忠治段

476-7 地號附近 

變異點面積 1086.4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4522.52  N:2752747.17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4/0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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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201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涉嫌疑似整地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6108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6108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6108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6108002 圖幅資訊 9722-4-042 烏來(一) 

參考地籍 新北市烏來區忠治段

568 地號附近號 

變異點面積 879.7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4356.33  N:2753191.83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7/1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7/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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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201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現地勘查發現涉嫌疑似整地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6108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6108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6108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6108003 圖幅資訊 9722-4-052 烏來(二) 

參考地籍 新北市烏來區環山段

361 地號附近號 

變異點面積 83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4198.39  N:2751092.7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7/06/0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7/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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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201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現地勘查涉嫌疑似整地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611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6110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611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106110001 圖幅資訊 9622-1-035 大埔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891.6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6605.40  N:2755548.78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7/08/0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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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01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變異點位於三峽河河川區域內係屬整地.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