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710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971000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7100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971000004 圖幅資訊 9622-4-093 三重埔 

參考地籍 新竹縣竹東鎮陸豐段河川

公地號 

變異點面積 127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56310.30  N:2740434.8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07/2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0/08)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二河川局 查報日期 11/24/20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本變異點現場位於頭前溪竹東鎮陸豐段芎林堤防前 R1400 河川公地上,現場遭

傾倒廢棄土,本案前已列入重點巡查. 

現地照片 

 



第 9711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971100007）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7110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971100007 圖幅資訊 9622-4-093 三重埔 

參考地籍 新竹縣竹東鎮陸豐段河

川公地(R1400)號 

變異點面積 7774.2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56215.41  N:2740498.7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0/21)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1/15)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二河川局 查報日期 12/23/20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該地點為舊有變異點,經查現況無新增痕跡,本案已列入重點巡防區域,並已

簽報越堤道路封堵計畫,且函請警察機關協助查察.(本變異點已於 97 年 11

月 24 日 971000 期變異點編號:202971000004 號回報) 



現地照片 

 

  



第 9712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5971200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7120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5971200001 圖幅資訊 9419-1-020 紅毛埤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36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6885.59  N:2594697.2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1/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2/10)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五河川局 查報日期 01/22/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遭傾倒預拌混凝土廢料已以護欄封閉 

現地照片 

 

  



第 9712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6971200007）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7120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6971200007 圖幅資訊 9419-2-044 石子瀨 

參考地籍 台南縣善化鎮加菝段 1

小段 1005 地號私有土

地號 

變異點面積 653.4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1483.30  N:2559905.3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1/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2/20)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六河川局 查報日期 01/17/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河川區域內私有土地遭傾倒廢棄物 

現地照片 

 



第 9801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6980100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8010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6980100001 圖幅資訊 9418-1-014 大潭埤 

參考地籍 台南縣關廟鄉新埔段

1422 帝號號 

變異點面積 1436.6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1224.17  N:2540999.5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2/10)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9/01/07)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六河川局 查報日期 02/23/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河川區域內私有土地上棄置建築廢棄混凝土塊 

現地照片 

 

  



第 9802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5980200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8020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5980200002 圖幅資訊 9419-1-057 白河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340.0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0461.48  N:2583366.0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9/01/07)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9/02/07)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五河川局 查報日期 03/18/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私有地傾倒廢棄物 

現地照片  

 

  



第 9804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980400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8040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980400001 圖幅資訊 9522-2-029 珊珠湖 

參考地籍 珊珠湖田 619A 號 變異點面積 1764.1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5632.94  N:2730573.01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二河川局 查報日期 05/20/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經現場勘查該地點位於台 3線旁之私有土地 出入口有大石封堵 未見有車

輛行駛之新痕跡 擬列入加強巡查地點 

現地照片 

 

 

  



第 9805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980500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8050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980500002 圖幅資訊 9622-1-016 山佳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2191.5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9672.59  N:2762170.0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9/04/30)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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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0/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擺放建築板模及少許廢棄物。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