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905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3990501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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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990501007 圖幅資訊 9521-2-014 大茅埔 

參考地籍 大茅埔 變異點面積 426.6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2482.72  N:26782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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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河川局 查報日期 06/09/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該變異點為本局 99 年 4 月 25 日查獲羅濟彬私設便道堆置塊石案位置 

現地照片 

 

  



第 9906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99060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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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90602002 圖幅資訊 9622-1-024 三鶯大橋 

參考地籍 南靖厝 變異點面積 3172.9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3890.02  N:2758709.0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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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內容描述 堆置砂石 

現地照片 

 

  



第 9909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99090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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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90902004 圖幅資訊 9518-4-011 大林 

參考地籍 圓潭子 R196 號 變異點面積 7916.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9957.76  N:2539779.1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8/21)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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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20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現場為祥裕砂石場堆置區之ㄧ部份，前經高雄縣政府現場會勘並副本復知

本局，該砂石場已函文至本局申請，本局辦理後續行政事宜中。 

現地照片 

 

  



第 10003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31000301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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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000301003 圖幅資訊 9521-4-088 舊社 

參考地籍 下溪洲 變異點面積 69.1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8885.86  N:2686203.6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2/0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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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內容描述 台中市神岡區大甲溪豐洲堤防(後坡面)豐洲工業區綠美化工程申請範圍，

遭農民挖掘有破損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0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100040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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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00402003 圖幅資訊 9722-2-011 二結 

參考地籍 七賢 變異點面積 4611.7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5924.73  N:27351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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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0/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蘭陽溪左岸員山堤尾堤內浮洲橋頭左邊附近，現場有土石，已請行為人儘

速移除。 

現地照片 

 

  



第 100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0040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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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00402005 圖幅資訊 9622-1-061 頂寮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5058.9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5569.20  N:27484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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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3/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該變異點疑似遭排放污泥水，已函桃園縣政府查處。 

現地照片 

 

  



第 10005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91000501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5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91000501003 圖幅資訊 9619-1-004 紅葉 

參考地籍 紅葉 變異點面積 1125.1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4479.78  N:25980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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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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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9/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本案變異點位於紅葉溪右岸馬立雲堤防樁號 0+685 處，經查變異點位於治

理計畫完成堤防之堤後河川區域線內設置水池，如照片(DSC03341、

DSC03344)，依水利法案件裁法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 5目減輕或免除行政處

罰之裁量。 

現地照片 

 



第 10006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1000601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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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00601001 圖幅資訊 9722-3-019 石頭厝 

參考地籍 大德 變異點面積 4323.6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976.28  N:2733191.5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4/2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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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0/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蘭陽溪右岸中溪洲堤尾附近河川區域高灘地，現場有土石，已請行為人儘

速移除。 

現地照片 

 

  



第 10007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100070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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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00702001 圖幅資訊 9621-1-007 四季(四) 

參考地籍 四季 變異點面積 1409.8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2089.06  N:2709560.1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6/18)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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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2/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經查 2011000702001 號變異點係原住民為保護其菜園所堆置之土堆；職已

請該原住民（姓名：羅立雄-電話：0935456492）儘快將土堆推平。 

現地照片  

 

  



第 10007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100070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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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00702002 圖幅資訊 9622-2-088 留茂安

(一)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092.3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4748.86  N:2713860.6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6/18)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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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1/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9622-2-088-1(第一河川局,植生->非植生)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