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905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99050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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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0502001 圖幅資訊 9722-3-044 牛鬥(一) 

參考地籍 九芎湖-牛鬥 變異點面積 3020.9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8676.95  N:2726419.8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4/2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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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8/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未經許可進行整地造成變異點如相片，現場未發現怪手及人員。 



現地照片 

 

 

  



第 9907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9070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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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90702002 圖幅資訊 9518-4-021 中隘 

參考地籍 圓潭子 780_A 號 變異點面積 16501.6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9687.34  N:25366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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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08/03/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河川區域內私有土地種植植物(香蕉) 

現地照片 

 

  



第 99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99080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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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0802003 圖幅資訊 9722-2-011 二結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7109.2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8351.34  N:2734456.28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0/07/1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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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現場情形如圖示系農民種植整地所為。 

現地照片 

 

  



第 9910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3991001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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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991001001 圖幅資訊 9520-4-029 拔子頭 

參考地籍 軍功寮 變異點面積 1211.6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9970.86  N:2646883.4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9/12)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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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前往  查報 99 年 10 月第 1 期 

      編號 203991001001 號變異點 

      變異原因：該變異點係為民眾未經申請種植所致,本局已列案剷除。

 



現地照片 

 

 

  



第 10003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100030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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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00302001 圖幅資訊 9722-2-011 二結 

參考地籍 鎮安 變異點面積 665.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6392.59  N:2734305.24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02/28)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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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本案位於蘭陽溪右岸蘭陽大橋上游種植整地，該區段目前正辦理河川公地

清查作業，已請種植戶依規定申請。 

現地照片 

 

  



第 10004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61000401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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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000401002 圖幅資訊 9419-3-068 公親寮 

參考地籍 安順 561 號 變異點面積 244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66154.26  N:2555437.0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2/17)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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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7/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9419-3-068-1 經職現場查看發現為河川公地農民整地欲種植‧地號 R561

台南市大塭寮段經查未有許可紀錄，本案待查明行為人後將要求補申請否

則依規定取締。 

現地照片 

 



第 100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0040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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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00402001 圖幅資訊 9622-1-017 頂埔 

參考地籍 測試小段 1號 變異點面積 4769.0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0579.22  N:2761206.5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3/20)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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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1/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現場勘查衛星偵測變異點 2101000402001，係為民眾於樹林堤防堤外高灘

地種植作物。 

現地照片 

 

  



第 100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0040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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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00402003 圖幅資訊 9622-1-032 松樹腳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9510.2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9190.75  N:27551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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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河川局 查報日期 05/09/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該變異點係遭種植，擬行文桃園縣政府查明是否經申請河川公地許可。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