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905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990501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05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990501004 圖幅資訊 9622-3-015 橫山 

參考地籍 橫富３５５號 變異點面積 2426.1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2489.54  N:2734878.6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2/2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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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7/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１．為民眾未經申請擅自挖掘埋填整地改變地形地貌 

２．案業正以違反水利法規定開立處分中 

現地照片 

 



 

第 9905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599050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05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5990501001 圖幅資訊 9419-1-029 三界埔 

參考地籍 三界埔 變異點面積 4539.0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5195.15  N:2593068.7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3/11)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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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該變異點有整地過情形 

現地照片 

 

  



第 9905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599050101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05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5990501011 圖幅資訊 9520-3-072 南勢坑 

參考地籍 雙溪 變異點面積 687.4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1941.24  N:2605953.3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1/17)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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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1/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原種植竹子，現整地鏟除。 

現地照片 

 

  



第 9906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906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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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90602010 圖幅資訊 9518-4-073 田子 

參考地籍 埔?崙 12 號 變異點面積 7966.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4240.39  N:2524161.7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5/1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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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2/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為民眾未經許可整地,擬函文要求補提出公地使用申請等相關事宜. 

現地照片 

 

  



第 9907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6990702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07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6990702006 圖幅資訊 9519-3-061 玉山 

參考地籍 竹頭崎 163 號 變異點面積 4932.4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9324.08  N:2553528.3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6/1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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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3/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後堀溪竹頭崎段旱 163 地號，河川區域內私有土地未經許可整地. 



現地照片 

 

 

  



第 99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9080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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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90802003 圖幅資訊 9418-1-089 潮厝 

參考地籍 三張?213 號 變異點面積 1351.5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5509.30  N:25217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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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09/02/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經勘查為民眾未經許可整地整平之情形,因現場並無發現行為人,擬函請高

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加強巡防. 

現地照片 

 

  



第 9909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99090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09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990902003 圖幅資訊 9622-4-082 頭重埔 

參考地籍 中員 R1610 號 變異點面積 16329.9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54812.03  N:2742604.6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8/18)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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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河川公地未經許可整地.現場未發現行為人 

現地照片 

 

  



第 9910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5991001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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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91001004 圖幅資訊 9520-3-031 板橋 

參考地籍 溝子埧-瓦厝子 變異點面積 966.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9017.96  N:2618422.5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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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河川局 查報日期 11/01/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整地 

現地照片 

 

  



第 9910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6991001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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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991001003 圖幅資訊 9419-2-064 大庄 

參考地籍 潭頂 414_6 號 變異點面積 4563.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0883.14  N:2553038.9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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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 

內容描述 1.那拔林溪潭頂段 414-6 為整地種植農作物. 

2.那拔林溪潭頂段 414-8 號為永登瀝青有限公司堆置回收瀝青堆置. 

現地照片 

 

 



第 9911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91101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11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991101002 圖幅資訊 9418-2-087 昭明村 

參考地籍 赤崁 970 號 變異點面積 11882.7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0543.73  N:2494425.8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9/21)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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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河川公地整地 

現地照片 

 

  



第 9912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9120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12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991201001 圖幅資訊 9418-1-069 下洲 

參考地籍 瀰力肚 R147 號 變異點面積 4589.5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4617.31  N:2525117.6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11/02)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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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9418-1-069-1(第七河川局,植生->非植生)經查本地點未經許可整地現場僅

就地整平尚未種植植物 

現地照片 

 

  



第 991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991202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12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991202004 圖幅資訊 9622-4-082 頭重埔 

參考地籍 上員 2號 變異點面積 5923.8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54843.01  N:2742636.4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11/2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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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3/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1.為河川區域內私有地整地欲種植植物. 

2.另函請土地所有權人依規申辦許可及使用. 

現地照片 

 

 



第 991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599120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12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5991202003 圖幅資訊 9420-2-046 怡然 

參考地籍 舊庄 變異點面積 1048.8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6271.28  N:2614757.7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11/2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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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4/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非法棄置農業廢棄物〈酸菜〉後整地整平。 

現地照片 

 

 

  



第 991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9120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9912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991202003 圖幅資訊 9518-4-072 定遠三村 

參考地籍 中崙 變異點面積 3213.3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3568.32  N:2523778.02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11/2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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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9518-4-072-1(第七河川局,植生->非植生) 

經勘查為整地行為,現場並未發現行為人及機具,擬請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

會加強巡防取締工作. 

現地照片 

 



第 1000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10002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2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1000202001 圖幅資訊 9522-2-051 溪洲 

參考地籍 龍西公地號 變異點面積 11261.9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7006.06  N:2722892.2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11/2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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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現勘該地為河川區域內河川公地 

現場未發現行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003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31000301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3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31000301005 圖幅資訊 9521-2-003 新社 

參考地籍 土牛 變異點面積 1703.3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1004.70  N:2682370.2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01/2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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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7/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該地點本局於 100 年 2 月 23 日前往巡防時，發現行為人莊肇及張文俊等

人，在上述地段河川區域內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整地及篩選卵石堆置，當場

取締並移送法辦。 

現地照片 

 



第 10003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0030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3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00301001 圖幅資訊 9518-3-045 筏灣村 

參考地籍 五溝水 變異點面積 5847.6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9706.70  N:2504161.3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1/0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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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2/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9518-3-045-1(第七河川局,植生->非植生)為整地行為,未發現行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003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100030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3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1000302003 圖幅資訊 9522-2-064 頭屋 

參考地籍 嘉盛 變異點面積 1119.2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3338.46  N:2719989.9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2/0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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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0/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一.為農民自行鏟除雜草現場未查獲行為人 

二.該地未有挖掘及填埋情事 



現地照片 

 

 

  



第 10003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1000302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3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1000302004 圖幅資訊 9522-2-065 扒仔岡 

參考地籍 外獅潭 變異點面積 310.0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5377.26  N:2719711.46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02/2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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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0/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一.為農民自行鏟除雜草現場未查獲行為人 

二.該地未有挖掘及填埋情事 



現地照片 

 

 

  



第 10003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003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3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1000302001 圖幅資訊 9622-1-026 橫溪 

參考地籍 測試小段 1號 變異點面積 2554.1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8960.64  N:2759518.2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12/09)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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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7/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巡查變異點 2101000302001，現場疑為翻整土壤情形，巡查時該變異點無

種植或其他不法情形，該點將列為巡查重點，加強巡查。 

現地照片 

 

  



第 10004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1000401010）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4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1000401010 圖幅資訊 9622-4-074 內立 

參考地籍 五分埔 79-3 號 變異點面積 523.6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59331.19  N:2745672.77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01/27)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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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1/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1.本變異點為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2.現場未發現行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0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10004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4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11000402001 圖幅資訊 9722-3-019 石頭厝 

參考地籍 日興 變異點面積 599.1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3083.32  N:27333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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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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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1/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蘭陽溪左岸員山堤尾附近，現場有整地情形，未發現行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0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1000402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4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11000402002 圖幅資訊 9722-3-020 清洲 

參考地籍 中溪洲 變異點面積 1425.2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5739.82  N:2735041.22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3/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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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1/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蘭陽溪右岸中溪洲堤尾附近，現場有整地情形，未發現行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0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1000402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4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21000402004 圖幅資訊 9622-4-073 寶石 

參考地籍 石頭坑 R號 變異點面積 763.2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56817.95  N:2745935.1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3/30)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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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9/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1.本變異點為河川區域內公地 2.現場未有挖掘及填埋之情事 3.未查獲行為

人 

現地照片 

 

  



第 10006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6100060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6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61000601001 圖幅資訊 9419-3-068 公親寮 

參考地籍 大塭寮 R561 號 變異點面積 1242.3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66136.87  N:2555398.3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4/02)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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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2/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經查該地段 R561 地號原舊有魚塭因當地農民方便抽取該魚塭上的水灌溉水

田，本案未申請許可私自整地抽取灌溉，待查明行為人之後將依規定辦

理。 

現地照片 

 



第 10006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10006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6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11000602001 圖幅資訊 9722-3-058 寒溪 

參考地籍 大進 變異點面積 3624.2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9778.12  N:2724021.2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6/0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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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5/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編號 2011000602001 變異點，現場有民眾整地跡象，地形並無異常情事，

開立本局宣導單、俾利民眾熟知法令規定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不得整地及

種植植物等事宜。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