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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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2004 圖幅資訊 9722-4-020 漁光 

參考地籍 大粗坑段九芎坑 64-3

號 

變異點面積 1218.0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3231.93  N:2760933.74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1/1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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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9/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108 年 4 月 26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大粗坑段九芎坑 64-3 地號附近

（TWD97：X324063、Y2760730）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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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 2 

 

  



第 1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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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2005 圖幅資訊 9722-4-020 漁光 

參考地籍 大粗坑段九芎坑小段

33-3 號 

變異點面積 2045.1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3813.86  N:2761251.17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1/1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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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9/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108 年 4 月 26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大粗坑段九芎坑小段 33-3 地號

附近（TWD97：X324645、Y2761048）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開挖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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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挖整地 2 

 

  



第 1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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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2007 圖幅資訊 9722-4-031 小坑 

參考地籍 新小坑段 變異點面積 751.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0947.32  N:27562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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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6/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新小坑段 61 地號土地業經本局 108 年 4 月 29 日辦理違規會勘，現況查

有種植小苗，無明顯新增開挖整地之情事，惟該地號之上方土地，屬新

小坑段 50 地號土地經本局 108 年 4 月 8 日水臺管字第 10802007950 號函

請新北市政府依權責辦理，新北市政府農業局於 108 年 4 月 16 日新北農

山字第 1080615191 號函請本局辦理會勘，經業本局 108 年 4 月 18 日水

臺管字第 10850024270 號函訂定 108 年 4 月 29 日辦理會勘，是日查有構

造物一處及水泥塊堆疊(最高約 3m)之情事，會勘紀錄將函覆相關主管機

關請依規妥處。 



現地照片 

 

 

  



第 1081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814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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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814001 圖幅資訊 9622-4-070 十一份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650.2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5205.96  N:2748995.2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4/0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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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6/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現況已函文桃園市政府查處在案 

現地照片 

 

 

 



第 1081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4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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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14001 圖幅資訊 9722-4-017 橫坪 

參考地籍 灣潭段粗窟小段 29-19

號 

變異點面積 4909.8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7692.20  N:27606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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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2/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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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9 地號附近

（TWD97：X318523、Y2760432）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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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植生 裸露地 

 

  



第 1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4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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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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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1 號 

變異點面積 2406.6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9018.76  N:27582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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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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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1 地

號附近（TWD97：X319849、Y2758026）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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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 

 

  



第 1081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5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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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15015 圖幅資訊 9722-4-038 九芎林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𩻸魚堀段

𩻸魚堀小段 378-4 號 

變異點面積 899.5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9070.19  N:27567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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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108 年 10 月 4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𩻸魚堀段𩻸魚堀小段 378-4 地號

附近（TWD97：X 319901、Y2756583）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疑為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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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 



第 108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806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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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806001 圖幅資訊 9622-1-051 內柵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3645.8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7262.34  N:2751256.97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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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河川局 查報日期 11/29/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現地有似有整地情事，未發現行為人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