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706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970600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7060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970600002 圖幅資訊 9522-2-036 鹿廚坑 

參考地籍 苗栗縣頭份鎮東興段 769-

1 地號地先河川公地號 

變異點面積 18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8327.78  N:2729175.8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05/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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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9/20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本變異點為未經許可整地種植. 

現地照片 

 

 



第 9710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710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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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71000002 圖幅資訊 9418-2-047 義和村 

參考地籍 高雄縣磚子嗂段 353 號 變異點面積 2675.9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0787.02  N:2503519.5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09/21)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0/26)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12/09/20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未經許可整地.未發現行為人.已通知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加強巡查緝 

現地照片 

 

  



第 9710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710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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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71000004 圖幅資訊 9418-2-058 萬丹堤防 

參考地籍 社皮段 R260 號 變異點面積 354.4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2247.12  N:2502320.4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09/21)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0/26)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12/09/20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現場為未經許可整地種植.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已查緝並送本局辦理中 

現地照片 

 

  



第 9710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7100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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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71000005 圖幅資訊 9418-2-087 昭明村 

參考地籍 屏東縣新園鄉五房洲段

393.400 號 

變異點面積 50940.6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0456.07  N:2492866.9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09/21)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0/26)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12/09/20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現場為整地種植.本局已 97 年 11 月 19 日水七管字第 09702025700 號.行為

人限 97 年 12 月 25 日前回復原狀 

現地照片 

 



第 9711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49711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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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971100002 圖幅資訊 9520-4-070 龍泉 

參考地籍 南投縣集集鎮濁水溪隘

寮段 

變異點面積 2372.5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2865.50  N:2636425.7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09/21)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1/14)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四河川局 查報日期 12/19/20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本局查獲之未經許可擅自挖掘整地。 



現地照片 

 

 

  



第 9711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711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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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71100001 圖幅資訊 9418-2-028 大莊 

參考地籍 屏東市崇蘭段 R195 號 變異點面積 330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1833.08  N:2508704.2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0/2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1/14)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12/30/20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1.經現場勘查為原為堆置肥料，現已清除完畢。 

現地照片 

 

  



第 9712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49712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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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971200003 圖幅資訊 9520-4-070 龍泉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200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2430.86  N:26362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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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河川局 查報日期 01/16/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未經許可擅自挖掘整地，已會同集集分局偵辦中。 



現地照片 

 

 

  



第 9802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802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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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80200003 圖幅資訊 9517-3-070 四重溪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355.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1811.94  N:2442420.5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9/01/28)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9/02/04)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04/02/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現場應為整地因未發現行為人加強該河段之巡防 

現地照片 

 

  



第 9803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80300007）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8030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980300007 圖幅資訊 9517-3-070 四重溪 

參考地籍 保力 變異點面積 1191.1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1813.12  N:2442458.0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9/01/28)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9/03/18)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04/15/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非經申請許可整地 



現地照片 

 

 

  



第 9804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99804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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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980400003 圖幅資訊 9620-2-075 富民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2331.7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7193.77  N:2606934.35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九河川局 查報日期 05/26/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該地點被不知名之民眾雜草砍除，為避免民眾佔用情形發生現場已先豎立

告示牌警告亦請鳳林分局富源派出所協助，該地點已列入加強巡查。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