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709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9970900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7090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9970900001 圖幅資訊 9619-3-030 富里(北部) 

參考地籍 石牌 變異點面積 3868.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5523.44  N:2565892.0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08/02)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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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20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該地點位於秀姑巒溪左岸明里二號堤防 1+200 堤前高灘地草叢內種植花生、

蕃薯、玉米，現場已豎立通告告知。 

現地照片 

 

 



第 9709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970900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70900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970900001 圖幅資訊 9622-1-024 三鶯大橋 

參考地籍 南靖厝 變異點面積 2911.8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4823.41  N:2759481.2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08/08/1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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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20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本案係大漢溪右岸違法佔居河川區域內之三鶯部落於三鶯橋上游之非法種

植行為 

現地照片 

 

三鶯部落原住民非法種植照片 2 



第 9710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710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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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71000003 圖幅資訊 9418-2-058 萬丹堤防 

參考地籍 無無號 變異點面積 9720.3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1060.08  N:25028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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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 

內容描述 未經許可種植植物.已通知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加強查緝 

現地照片 

 

  



第 9710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97100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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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71000005 圖幅資訊 9722-4-012 新店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42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271.77  N:2762523.7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08/09/21)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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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20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本案經查係屬河川區域內違規種植案件。 

現地照片 

 

違規種植現場-2 

 



第 9712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9712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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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71200003 圖幅資訊 9722-4-012 新店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7819.5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039.02  N:2762134.52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0/0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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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2/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新店溪碧潭橋左岸下游約 400 公尺變異點經查屬違規種植案件。 

現地照片 

 

違規種植現場照片 2 

 



第 9802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59802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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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80200004 圖幅資訊 9419-1-066 東山 

參考地籍 永安 1533 號 變異點面積 771.6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8538.83  N:2582218.4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0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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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 

內容描述  

種植行為 

現地照片  

 

  



第 9802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9802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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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80200001 圖幅資訊 9622-1-032 松樹腳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288.4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9899.67  N:27556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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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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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8/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河川區域內高灘地違規種植行為 

現地照片 

 

  



第 980400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69804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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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980400001 圖幅資訊 9418-1-004 許厝湖 

參考地籍 新埔 587_9 號 變異點面積 1171.6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3276.62  N:25419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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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5/20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河川區域內私有地整地種植高莖作物(竹子)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