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905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90502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05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990502004 圖幅資訊 9518-3-072 潮州 

參考地籍 竹田 變異點面積 582.5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1860.98  N:2496440.4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4/09)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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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0/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新一期編號 207990502004 衛星變異點,經勘查位於[舊潮州大橋]上游河川區

域內公有地上,現況為違法於舊有土地公廟上加蓋紅色鐵皮屋(如附照及圖籍) 



現地照片 

 

 

  



第 9906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99060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06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990602003 圖幅資訊 9622-1-025 三峽 

參考地籍 南靖厝 變異點面積 2593.3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5609.95  N:2760280.8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1/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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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2/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河川區域內私有土地違規使用.搭蓋鐵皮屋及堆置廢五金 

現地照片 

 

 

  



第 99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3990802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08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3990802002 圖幅資訊 9521-3-040 部子坑口 

參考地籍 太原 變異點面積 1948.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3007.90  N:2672972.3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7/20)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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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8/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變異原因：本件為河川區域內未登錄土地遭不明人士竊佔，職已於現場豎

立告示並加強巡防該區察明行為人。 

現地照片 

 

  



第 99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6990802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08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6990802004 圖幅資訊 9419-2-078 半平橋 

參考地籍 中坑 277 號 變異點面積 514.6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2996.76  N:2551160.7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7/20)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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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5/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菜寮溪河川區域內設置涼亭 

現地照片 

 

  



第 9910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699100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10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6991001001 圖幅資訊 9418-1-004 許厝湖 

參考地籍 新埔 587_9 號 變異點面積 640.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3317.57  N:2541970.2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9/0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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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違規搭建竹屋. 

現地照片 

 

  



第 10001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0010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1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00102003 圖幅資訊 9517-2-041 石門 

參考地籍 石門 130A 號 變異點面積 195.0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6091.63  N:2447848.6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12/31)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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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現場搭建四支鋼柱鐵皮屋四面裸空及花元植栽 

現地照片 

 

  



第 10007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1000702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7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11000702004 圖幅資訊 9722-4-089 刺子崙 

參考地籍 匏杓崙 變異點面積 716.7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209.52  N:2743460.7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4/07)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7/24)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一河川局 查報日期 08/19/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違建 

內容描述 9722-4-089-1(第一河川局,植生->非植生)經查遭民眾搭建屋舍，已要求立

即拆除。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