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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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2003 圖幅資訊 9722-4-019 樟空子 

參考地籍 大粗坑段大粗坑小段

228-82、83 號 

變異點面積 1640.2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661.73  N:27607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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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 

內容描述 108 年 4 月 26 日現場勘查疑似變異點位於新北市坪林區大粗坑段大粗坑小

段 228-82、83 地號土地附近（TWD97：X323493、Y2760548），涉嫌茶園更

新（詳照片），本局將函請坪林區公所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茶園更新空拍 

 

  



第 1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0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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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2009 圖幅資訊 9722-4-039 石槽 

參考地籍 𩻸魚崛段𩻸魚崛小段

348-8 號 

變異點面積 2342.5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1206.54  N:27554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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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6/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108 年 5 月 6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𩻸魚崛段𩻸魚崛小段 348-8 地號附

近（TWD97：X322037、Y2755237）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涉嫌茶園更新，

本局擬檢具相關資料函請坪林區公所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茶園更新 2 

 

  



第 1081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813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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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813009 圖幅資訊 9723-3-095 深坑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81.5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1467.41  N:2766084.9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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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河川局 查報日期 05/27/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種植 

現地照片 

 

  



第 1081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4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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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14002 圖幅資訊 9722-4-019 樟空子 

參考地籍 大粗坑段大粗坑小段

228-59 號 

變異點面積 3997.1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839.89  N:27608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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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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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 

內容描述 108 年 7 月 30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大粗坑段大粗坑小段 228-59 地號

附近（TWD97：X323671、Y2760613）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茶園更新，本

局擬函請坪林區公所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茶園 

 

  



第 1081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4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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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14003 圖幅資訊 9722-4-020 漁光 

參考地籍 大舌湖段大舌湖小段 44

號 

變異點面積 387.5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3950.21  N:27626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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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 

內容描述 108 年 7 月 30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大舌湖段大舌湖小段 44 地號附近

（TWD97：X324781、Y2762442）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茶園更新，本局擬

函請坪林區公所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茶園 

 

  



第 1081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814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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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14009 圖幅資訊 9722-4-027 灣潭 

參考地籍 灣潭段幼瀨小段 35-22

號 

變異點面積 5425.1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7827.72  N:27584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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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 

內容描述 108 年 7 月 30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灣潭段幼瀨小段 35-22 地號附近

（TWD97：X318658、Y2758236）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茶園更新，本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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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5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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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5004 圖幅資訊 9722-4-018 磨石坑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坑子口段

樹梅嶺小段 91-4、93

號 

變異點面積 1857.8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9476.44  N:2761490.67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6/2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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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108 年 10 月 28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坑子口段樹梅嶺小段 91-4、93 號

地號附近（TWD97：X 320307、Y27612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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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5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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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5005 圖幅資訊 9722-4-018 磨石坑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坑子口段

樹梅嶺小段 8-14、8-41

號 

變異點面積 4565.5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9163.25  N:2761941.91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06/2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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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108 年 11 月 1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坑子口段樹梅嶺小段 8-14、8-41

地號附近（TWD97：X319994、Y27617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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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5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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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5006 圖幅資訊 9722-4-018 磨石坑 

參考地籍 新北市坪林區坑子口段

樹梅嶺小段 8-2 號 

變異點面積 2826.5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9251.07  N:27618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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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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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108 年 11 月 1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坑子口段樹梅嶺小段 8-2 地號附近

（TWD97：X320082、Y27616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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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5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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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805007 圖幅資訊 9722-4-025 竹坑 

參考地籍 新北市石碇區小格頭段

大湖小段 45-1 號 

變異點面積 1210.7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2986.14  N:2759704.34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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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2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108 年 11 月 7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石碇區小格頭段大湖小段 45-1 地號附近

（TWD97：X313817、Y2759501）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茶園更新，本局函

請石碇區公所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茶園更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