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901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3109013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9013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3109013006 圖幅資訊 9521-4-089 后豐大橋 

參考地籍 東湳北 變異點面積 814.2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1474.59  N:2686253.8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11/1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19/12/13)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三河川局 查報日期 02/04/20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未經許可填土整地，已製作紀錄，依辦理後續事宜。 

現地照片 

 

  



第 109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905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905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905001 圖幅資訊 9622-1-070 喀博山

(一) 

參考地籍 信賢段 0388-0000 號 變異點面積 1512.5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0470.00  N:2746734.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1/2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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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8/20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現況查有伐木之情事 

現地照片 

 

  



第 109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905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905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905003 圖幅資訊 9722-4-032 龜山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323.4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376.00  N:275556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2/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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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8/20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現況查有闢建砌石擋土牆之情事 

現地照片  

  



第 109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906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906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906003 圖幅資訊 9722-4-020 漁光 

參考地籍 大舌湖段乾溪小段

0049-0009 號 

變異點面積 10393.3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4803.00  N:276280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3/2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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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20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9 年 7 月 6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大舌湖段乾溪小段 49-9、49-16、

49-21 地號附近（TWD97：X325634、Y2762602）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開

挖整地、闢建道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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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906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906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906004 圖幅資訊 9722-4-020 漁光 

參考地籍 大粗坑段九芎坑小段

0064-0003 號 

變異點面積 1464.0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3207.00  N:276099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3/2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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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4/20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9 年 7 月 23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大粗坑段九芎坑小段 42-3、64-3

地號附近（TWD97：X324038、Y2760789）疑似變異地點，現況為新闢道

路、開挖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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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9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906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906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906005 圖幅資訊 9722-4-032 龜山 

參考地籍 長福段 1051-0000 號 變異點面積 1730.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391.00  N:275560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3/2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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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9/20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現況違規砌石擋土牆二度施工，部分變更為水泥擋 

現地照片 

 

  



第 10906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9063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9063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9063001 圖幅資訊 9722-4-031 小坑 

參考地籍 新小坑段 變異點面積 1213.0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2904.00  N:275689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3/2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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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0/20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本案已於 109.7.10 水臺管字第 10902014280 號函查報新北市政府在案,現

況查有開挖整地及設置駁坎之情事 

現地照片 

 

  



第 10907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907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907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907002 圖幅資訊 9722-4-022 花園新城 

參考地籍 直潭段灣潭小段 變異點面積 537.9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787.00  N:275935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3/2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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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4/20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現地勘查似有鋪設水泥地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909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1109093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9093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1109093002 圖幅資訊 9722-4-027 灣潭 

參考地籍 灣潭段粗窟小段 0040-

0023 號 

變異點面積 1674.0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7555.00  N:275976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7/2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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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20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9 年 10 月 12 日現場勘查新北市坪林區灣潭段粗窟小段 40-23 地號附近

（TWD97：X318385、Y2759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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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0 月 13 日水臺管字第 10902022810 號

函)。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