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2001 圖幅資訊 9622-1-040 大區田 

參考地籍 秀岡三段 31、40 號 變異點面積 2202.7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9066.72  N:2756965.42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8/12/1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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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3/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本局已於 108 年 1 月 29 日前往現場，並於 108 年 01 月 31 日水臺管字第

10802002760 號函請新北市政府辦理後續事宜。(檢送新北市新店區秀岡三

段 31、40 地號土地，涉嫌開闢土路等照片，依據秀岡山莊環評開發單位聯

合管理委員會 108 年 1 月 11 日秀岡環評聯管字第 1080111-1 號函說明三辦

理) 

現地照片 

 

 

  



第 1081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3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13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13006 圖幅資訊 9722-4-028 水柳腳 

參考地籍 𩻸魚堀段仁里坂小段

109-27 號 

變異點面積 2837.6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9003.85  N:2758194.18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1/1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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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8/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5 月 24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𩻸魚堀段仁里坂小段 109-27 地號

附近（TWD97：X319835、Y2757991）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涉嫌未經核准

擅自新建擋土牆，本局已於 4月 19 日水臺管字第 10802009020 號函檢具相

關資料函請新北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新建擋土牆 2 

 

  



第 1081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4008）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1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14008 圖幅資訊 9722-4-027 灣潭 

參考地籍 灣潭段粗窟小段 35-3

號 

變異點面積 299.5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7868.19  N:2759796.61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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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1/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7 月 30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灣潭段粗窟小段 35-3 地號附近

（TWD97：X318699、Y2759593）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一水池，本局擬檢

具相關資料函請新北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水池 



第 1081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4010）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1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14010 圖幅資訊 9722-4-028 水柳腳 

參考地籍 𩻸魚堀段仁里坂小段

109-27 號 

變異點面積 1474.4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8997.39  N:2758149.88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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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8/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7 月 30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𩻸魚堀段仁里坂小段 109-27 地號

土地附近（TWD97：X319828、Y2757946）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建物，本

局已錄案並依建築法即違章建築處理辦法等規定續處。」 

現地照片 

 

現況為建物 



第 1081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401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1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14011 圖幅資訊 9722-4-029 坪林 

參考地籍 𩻸魚堀段𩻸魚堀小段 4

號 

變異點面積 280.1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0804.94  N:2758755.53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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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9/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8 月 1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𩻸魚堀段𩻸魚堀小段 4地號土地附

近（TWD97：X321636、Y2758552）疑似變異地點，現場有一鐵皮棚架，本

局擬檢具相關資料函請新北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鐵皮棚架 



第 1081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4015）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1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14015 圖幅資訊 9722-4-038 九芎林 

參考地籍 九芎林段九芎林小段

218-11 號 

變異點面積 195.8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0397.68  N:2756623.72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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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9/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7 月 30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九芎林段九芎林小段 218-11 地號

土地附近（TWD97：X321228、Y2756420）疑似變異地點，現場有一鋼骨結

構，本局已錄案並依建築法及違章建築處理辦法等規定續處。 

現地照片 

 

鋼骨結構 



 

  



第 1081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402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1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14021 圖幅資訊 9722-1-013 太平 

參考地籍 新北市雙溪區溪尾寮段

溪尾寮小段 

變異點面積 146.3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1821.60  N:2762809.7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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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1/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8 月 16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雙溪區溪尾寮段溪尾寮小段 45、59 地號

土地附近（TWD97：X332653、Y2762606）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建物，本

局已錄案，後續即依相關規定辦理。」   

現地照片 

 

現況為建物 



第 1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4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4002 圖幅資訊 9722-4-019 樟空子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大粗坑段

大粗坑小段 228-59、

228-39、48-9、44-14

號 

變異點面積 7825.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867.48  N:2760841.9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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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7/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8 月 21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大粗坑段大粗坑小段 228-59、228-

39、48-9、44-14 四筆地號附近（TWD97：X323698、Y2760638）疑似變異

地點，現況為茶園更新，本局函請坪林區公所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茶園更新 

 

  



第 1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4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4003 圖幅資訊 9722-4-020 漁光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大舌湖段

大舌湖小段 45-20 號 

變異點面積 732.5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3833.83  N:2763014.56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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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7/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8 月 21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大舌湖段大舌湖小段 45-20 地號附

近（TWD97：X324665、Y2762811）疑似變異地點，現場有一座墳墓，本局

擬檢具相關資料函請新北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現場有一座墳墓 



 

第 1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4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4004 圖幅資訊 9722-4-027 灣潭 

參考地籍 新北市石碇區小格頭段

直潭小段 19 號 

變異點面積 951.6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5737.87  N:2759232.3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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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4/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8 月 27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石碇區小格頭段直潭小段 19 地號土地附

近（TWD97：X316569、Y2759028）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建物，本局已錄

案，後續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續處。 

現地照片 

 



建物 

第 1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4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4006 圖幅資訊 9722-4-028 水柳腳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𩻸魚堀段

仁里坂小段 109-27 號 

變異點面積 1441.1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8984.13  N:2758152.1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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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8 月 28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𩻸魚堀段仁里坂小段 109-27 地號

土地附近（TWD97：X319815、Y2757948）疑似變異地點，現況查為 103 北

水使字第 003 號使用執照建築物，涉及二工行為一節，已依規定查報在

案，後續依相關規定續處。 



現地照片 

 

建築物 

 

  



第 1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4007）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4007 圖幅資訊 9722-4-028 水柳腳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九芎林段

九芎林小段 38、47、

47-1 號 

變異點面積 568.5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0453.73  N:2758003.0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3/2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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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9/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8 月 28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九芎林段九芎林小段 38、47、47-1

地號土地附近（TWD97：X 321284、Y2757799）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建

物，本局已錄案，後續即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續處。 

現地照片 

 



現況為建物 

 

  



第 1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4009）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4009 圖幅資訊 9722-4-037 金瓜寮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金瓜寮段

68 號 

變異點面積 210.4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7877.46  N:2756354.33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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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4/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8 月 27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金瓜寮段 68 號地號土地附近

（TWD97：X 318708、Y 2756151）疑似變異地點，現場有一鐵皮棚架，本

局業已錄案，後續即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續處。 

現地照片 

 

鐵皮棚架 



第 1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4010）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4010 圖幅資訊 9722-4-049 磨婆寮山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九芎林段

石嘈小段 120-11 號 

變異點面積 1580.5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3141.62  N:2754433.6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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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9/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9 月 2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九芎林段石嘈小段 120-11 地號土地

附近（TWD97：X323972、Y2754230）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鋼筋結構物，

本局已錄案後續即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續處，係爭地點新闢水泥鋪面部

份，本局擬檢具相關資料函請新北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現況為鋼筋結構物 

 

  



第 1081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5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15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15006 圖幅資訊 9722-4-020 漁光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大舌湖段

大舌湖小段 204-32 號 

變異點面積 6486.1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3834.40  N:2762608.11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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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10 月 1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大舌湖段大舌湖小段 204-32 地號

附近（TWD97：X324665、Y2762404）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茶園更新，本

局函請坪林區公所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茶園更新 



第 1081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5007）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15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15007 圖幅資訊 9722-4-020 漁光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大舌湖段

大舌湖小段 204-32 號 

變異點面積 599.9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3758.97  N:2762529.52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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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10 月 1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大舌湖段大舌湖小段 204-32 地號

附近（TWD97：X324590、Y2762326）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茶園更新，本

局函請坪林區公所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茶園更新 



第 1081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5009）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15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15009 圖幅資訊 9722-4-027 灣潭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灣潭段幼

瀨小段 35-7 號 

變異點面積 1085.0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8096.03  N:2758304.4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7/2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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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10 月 4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灣潭段幼瀨小段 35-7 地號附近

（TWD97：X318927、Y2758101）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茶園更新，本局函

請坪林區公所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茶園更新 



第 1081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5010）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15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15010 圖幅資訊 9722-4-028 水柳腳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𩻸魚堀段

仁里坂小段 109-27 號 

變異點面積 1546.5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8945.54  N:275814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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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10 月 4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𩻸魚堀段仁里坂小段 109-27 地號

附近（TWD97：X319776、Y2757942）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新建擋土牆，

本局檢具相關資料函請新北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新建擋土牆 

 

  



第 1081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501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15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15014 圖幅資訊 9722-4-038 九芎林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金瓜寮段

12-2 號 

變異點面積 1372.9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8478.40  N:2757437.06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4/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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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10 月 4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金瓜寮段 12-2 地號附近（TWD97：

X319309、Y2757233）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茶園更新，本局函請坪林區公

所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茶園更新 



第 108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5009）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5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5009 圖幅資訊 9722-4-041 烏來(四) 

參考地籍 平廣段 3-177 號 變異點面積 2686.6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1123.38  N:2753500.68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8/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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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現況為清除雜草及設置木構造設施、石桌之情事，本局擬檢具相關資料函

請新北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8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6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6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6001 圖幅資訊 9622-1-090 福山(一) 

參考地籍 福山段 0632-0000 號 變異點面積 2968.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8634.77  N:2741473.2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9/0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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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本案為自行空拍已於 108 年 11 月 14 日水臺管字第 10802032600 號函查報

至新北市政府，並訂於 108 年 12 月 27 日辦理會勘已釐清是否有違規事實 

現地照片 

 

  



第 108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6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6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6003 圖幅資訊 9722-4-019 樟空子 

參考地籍 大舌湖段樟空子小段

0020-0001 號 

變異點面積 1090.6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712.17  N:2762822.34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8/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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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12 月 12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大舌湖段樟空子小段 20-1 地號附

近（TWD97：X323543、Y2762619）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茶園更新，本局

函請坪林區公所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8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6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6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6004 圖幅資訊 9722-4-019 樟空子 

參考地籍 大粗坑段大粗坑小段

0228-0082 號 

變異點面積 1302.6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653.84  N:2760748.92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8/12/1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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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12 月 12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大粗坑段大粗坑小段 228-82 地號

附近（TWD97：X323485、Y2760545）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茶園更新，本

局函請坪林區公所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8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6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6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6005 圖幅資訊 9722-4-028 水柳腳 

參考地籍 坪林段水柳腳小段

0223-0000 號 

變異點面積 1159.2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9637.20  N:2759823.31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7/2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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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12 月 6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坪林段水柳腳小段 223 地號土地附

近（TWD97：X320468、Y2759620）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建物，查案址於

新及既存劃分日期(101 年 4 月 2 日)前航空影像即已存在建築物顯影，後

續即依建築法及違章建築處理辦法等規定辦理。  

現地照片 

 



 

  



第 108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6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6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6006 圖幅資訊 9722-4-038 九芎林 

參考地籍 (魚逮)魚堀段(魚逮)魚

堀小段 0445-0004 號 

變異點面積 1737.6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9452.95  N:2756717.3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9/0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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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12 月 2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魚逮)魚堀段(魚逮)魚堀小段 445-

4 地號附近（TWD97：X320284、Y2756514）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開挖整

地及伐木，本局檢具相關資料函請新北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8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6007）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806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806007 圖幅資訊 9722-4-038 九芎林 

參考地籍 (魚逮)魚堀段(魚逮)魚

堀小段 

變異點面積 1243.1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9553.42  N:2756970.07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9/0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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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8 年 12 月 2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魚逮)魚堀段(魚逮)魚堀小段 378-

20 地號土地附近（TWD97：X320384、Y2756766）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鋼

板鋪設，前經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於 107 年 10 月 29 日新北城開字第

1072012036 號函勸導在案(詳參考資料)，未於勸導函文核發日起兩個月內

恢復原狀，本局檢具相關資料函請新北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