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009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100090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9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11000902003 圖幅資訊 9722-2-011 二結 

參考地籍 學進 變異點面積 4686.9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7120.64  N:2734390.6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6/0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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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本案位於蘭陽溪蘭陽大橋右岸上游河川區域種植整地，該區段已完成河川公地

清查作業(R03-R35 編號範圍)，擬請該區種植戶依規定申請使用。 

現地照片 

 

 



第 10009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009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9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00902001 圖幅資訊 9417-1-007 汕尾 

參考地籍 五族 R81 號 變異點面積 5572.3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0713.95  N:2488560.7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8/1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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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現場為整地現象，並無發現行為人，經查本筆河川公地並無申請許可，故

擬函請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加強巡防工作。 

現地照片 

 

  



第 10009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009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9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1000902001 圖幅資訊 9622-1-015 阿四坑 

參考地籍 南靖厝 變異點面積 469.6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5892.89  N:2760416.0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8/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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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廢磚頭鋪路 

現地照片 

 

  



第 10010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0100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10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1001001001 圖幅資訊 9622-1-016 山佳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628.7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9494.74  N:2762179.7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8/2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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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整地、廢棄物 

現地照片 

 

  



第 10010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01002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10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01002006 圖幅資訊 9518-4-073 田子 

參考地籍 埔?崙 R6 號 變異點面積 1603.4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4608.36  N:2524569.2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08/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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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經查為民眾未經許可整地行為，因現場並無發現行為人，擬續辦函請高屏

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巡防人員加強巡防工作。 

現地照片 

 

  



第 10011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1001101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11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11001101003 圖幅資訊 9722-3-030 北成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5818.1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4093.36  N:2731301.8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8/0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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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9722-3-030-1(第一河川局) 

經查變異點系民眾開墾種植用，現場無行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01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310012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12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31001202001 圖幅資訊 9520-4-017 林子頭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475.5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4435.02  N:2650055.8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1/30)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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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2/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本變異點係遭不明民眾整地準備種植所致，將加強該區域巡查，職前往強

制拔除香蕉樹。 

現地照片  

 

  



第 1001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31001202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12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31001202002 圖幅資訊 9520-4-027 營盤口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439.6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5775.08  N:2649044.2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1/30)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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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2/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變異原因：本變異點係遭不明民眾整地準備種植所致，將加強該區域巡

查。 

現地照片  

 

  



第 1001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012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12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01202001 圖幅資訊 9418-2-047 義和村 

參考地籍 磚子?R343 號 變異點面積 5141.4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0691.70  N:2503400.6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1/30)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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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經現勘為民眾未經許可進行整地行為，因該處位於河道中心 900 公尺範圍

內，為禁止申請種植範圍內，擬續辦後續函請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加強

巡防及取締事宜。 

現地照片 

 



第 1010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31010202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2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31010202002 圖幅資訊 9421-2-030 頂溪埔 

參考地籍 新港 變異點面積 3354.5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7982.96  N:2676148.0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1/29)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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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2/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不明民眾整地除草，將加強該區域巡防。 

現地照片  

 

  



第 1010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10202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2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10202004 圖幅資訊 9519-3-068 荖濃(一)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682.0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7658.50  N:2554523.58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12/2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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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1、本案地點位於六龜鄉寶來段(於巡防地點無此選項)之未登錄土地上。 

2、案經現場勘查為民眾未經許可整地並進行圍築水池之行為，因現場並無

發現行為人，擬函請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協助加強巡防取締工作。 

現地照片 

 



 

第 10103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410103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3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41010302001 圖幅資訊 9420-1-061 下海墘 

參考地籍 臺西 變異點面積 44042.9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75109.08  N:2637851.5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1/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2/03/08)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四河川局 查報日期 03/30/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查變異點所示位置，一處為雜草哭黃所生變異，經查未發現不法情事；另

一處為種植整地所生變異，經查該行為未經許可，本局將加強巡防取締。 

現地照片  

 

  



第 101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61010402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4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61010402002 圖幅資訊 9418-1-014 大潭埤 

參考地籍 新埔 1428 號 變異點面積 1133.3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1044.91  N:2540922.4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12/2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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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3/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現場察看後為關廟區新埔段 1428 地號私有地民眾整地鋪設 RC 曝曬麵條。 

現地照片 

 

 

  



第 101050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10503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503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10503003 圖幅資訊 9518-4-045 新寮 

參考地籍 新威 變異點面積 4335.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9937.07  N:2530904.97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2/04/2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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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1/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經現勘為民眾未經許可整地之行為，經訪查後得知為鍾慶瑞(55 年 12 月 23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T121137554，住；高雄市六龜區中興里 023 鄰尾庄

13 號)所為，擬函請鍾君至本局提出申請，於申請核可前不得有種植等使

用行為，違者依涉犯竊佔罪論處。 



現地照片 

 

 

  



第 10107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107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7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1010702001 圖幅資訊 9723-2-053 瑞濱 

參考地籍 柑子瀨 30_19 號 變異點面積 651.9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2264.82  N:2777927.4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2/05/2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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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9/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整地 

內容描述 9723-2-053-1(第十河川局) 

現場有整地痕跡，擬去函土地所有權人(台鐵管理局)妥處。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