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009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00901009）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09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00901009 圖幅資訊 9518-4-035 新威 

參考地籍 新威 R339 號 變異點面積 83.7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1458.36  N:2533526.3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4/1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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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2/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經勘查該地點為種植高莖作物(木瓜)，惟依植物生長高度及已結有果實方面判

斷，已種植有一段期間，應屬舊有之高莖作物，因現場並無發現行為人，故擬

簽陳辦理現場敬告限期自行拆除之事宜，屆時若未拆除則列入該區段強制拆除

計畫辦理強制拆除。 



現地照片 

 

 

  



第 10009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0090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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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00902003 圖幅資訊 9622-1-042 大溪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206.4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8417.78  N:2754398.4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8/17)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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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整地種植 

現地照片  

 

  



第 10009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0090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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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00902006 圖幅資訊 9622-1-061 頂寮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6780.8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5852.42  N:2748794.6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8/17)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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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整地種植 

現地照片  

 

  



第 10010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01001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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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01001004 圖幅資訊 9622-1-024 三鶯大橋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487.9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4708.38  N:2759315.1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7/2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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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 

內容描述  

現地照片 

 

  



第 10011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61001101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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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001101006 圖幅資訊 9419-2-066 中坑仔 

參考地籍 石子崎 36-1 旁號 變異點面積 1065.8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6032.93  N:2554697.7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10/0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10/30)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六河川局 查報日期 11/22/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該變異點通報為植生農地-->非植生裸露地，現場察看後為整地種植情形。

現地照片 

 
已拆除照片 

  



第 10011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01101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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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001101002 圖幅資訊 9418-2-097 林園堤防 

參考地籍 溪州 變異點面積 1798.2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8761.41  N:2491064.6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9/0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10/30)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11/16/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9418-2-097-1(第七河川局) 

經查係非法民眾佔用堤腳 20 米預留線內公有地小面積進行玉米種植 

現地照片 

 

  



第 10012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3100120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12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31001201001 圖幅資訊 9520-4-016 溪頭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907.3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4124.02  N:2650482.3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1/0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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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8/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變異原因：本變異點係遭不明民眾整地種植鳳梨所致，日前已先行發現並

公告限期 100 年 12 月 25 日前回復原狀在案，職擬前往強制砍除。 

現地照片  

 

  



第 10101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10101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1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10101003 圖幅資訊 9518-3-026 涼山 

參考地籍 佳山 52 號 變異點面積 1650.3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1639.73  N:250874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11/3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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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6/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本筆土地管理機關係為國有財產局，現場種植農作物，經查未向本局申請

許可違反水利法相關規定，擬函國有財產局本權責妥處列入追蹤辦理情

形。   

其它補充    

 



現地照片 

 

 

  



第 10101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31010102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1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31010102002 圖幅資訊 9520-4-049 公埔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805.3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9919.36  N:2643570.4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8/27)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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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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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31010201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2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31010201002 圖幅資訊 9520-1-041 中寮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759.4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6380.06  N:2642317.6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2/01/10)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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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 

內容描述 變異原因：本變異點係遭不明民眾砍除原有之香蕉樹，疑似準備種植所

致，將加強該區域巡查。 

現地照片  

 

  



第 10102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10201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2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10201003 圖幅資訊 9418-2-068 大寮堤防 

參考地籍 赤崁 R31 號 變異點面積 778.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1453.79  N:24983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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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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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經現勘為民眾未經許可整地並進行種植瓜類之作物，因現場並未發現行為

人，已電請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巡防人員前往巡防取締工作。 

現地照片 

 

  



第 1010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4101020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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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010202001 圖幅資訊 9520-4-073 大莊 

參考地籍 下水埔 變異點面積 23329.3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4787.98  N:26337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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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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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3/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巡防變異點所示地點，為整理河床準備種植使用，經查該行為未經申請許

可，本局將持續查緝行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10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1020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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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10202005 圖幅資訊 9622-1-045 湊合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258.2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6889.47  N:2754641.4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0/2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2/02/05)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十河川局 查報日期 03/07/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經現場察看，該地區為未登錄地種植竹林。 

現地照片 

 

 

  



第 10103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10301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3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10301002 圖幅資訊 9418-2-048 六塊厝農

場 

參考地籍 頭前溪 1253_8 號 變異點面積 18223.5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1988.98  N:2505399.3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2/02/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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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3/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101.3.16 查屏東市頭前溪段 1253-8 地號，台糖地承租人王隆昌 君種植高

莖作物羅漢松，行為人已於 101.4.30 前自行鏟除完畢，台糖屏東區處亦協

同督促，本案已限期回復結案。 



現地照片 

 

 

  



第 10103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10301008）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3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1010301008 圖幅資訊 9722-4-012 新店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2858.8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937.79  N:27606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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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3/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9722-4-012-1(第十河川局)民眾搭設篷架種菜 

現地照片 

 

 

  



第 10103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1101030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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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10302001 圖幅資訊 9722-3-020 清洲 

參考地籍 日興 變異點面積 3023.9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5675.43  N:2734008.1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0/3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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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6/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經查該地乃種植行為，儘速查明行為人補辦種植許可。 

現地照片 

 

  



第 10104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10401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4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10401006 圖幅資訊 9519-3-093 十張犁 

參考地籍 十張? 變異點面積 956.6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4635.45  N:2546041.97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2/02/10)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2/03/22)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04/18/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現場遭民眾整地種植蔬菜,己函文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前往取締. 

現地照片 

 

  



第 10104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10401014）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4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1010401014 圖幅資訊 9623-2-090 萬華 

參考地籍 三重埔 290 號 變異點面積 4056.1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9503.12  N:2771259.5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2/02/06)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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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3/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9623-2-090-1(第十河川局) 

本變異點經查，係位於淡水河主流中興大橋下游側河川區域內水道中間沙

洲上之私有土地種植蔬菜，將函請新北市政府妥處。 

現地照片 

 



第 10105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10504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504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1010504002 圖幅資訊 9722-4-022 花園新城 

參考地籍 直潭 變異點面積 307.5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295.08  N:2759386.0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2/05/0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2/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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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0/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違規種植拆除後所產生的裸露地 

現地照片 

 

  



第 10106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1060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10601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071010601001 圖幅資訊 9518-4-045 新寮 

參考地籍 新威 R294 號 變異點面積 2704.7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9808.92  N:2530935.8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2/05/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201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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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6/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種植水稻收成情形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