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009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1000901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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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00901009 圖幅資訊 9522-1-069 溪州 

參考地籍 新社 R-143 號 變異點面積 1339.6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6014.28  N:2747233.72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7/09)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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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本案現地零星工程用模板四處散置 

2.該地未有挖掘填埋之情事 

3.現場查無行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010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01001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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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001001006 圖幅資訊 9518-4-054 菜寮村 

參考地籍 新威 R1114 號 變異點面積 10463.4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8437.48  N:25302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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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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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經現場勘查，現地為種植番石榴之高莖作物，惟依作物之生長高度及結

有果實方面進行判斷，種植應有一段時間，故該高莖作物擬列入該區段拆

除計畫內辦理強制剷除。 

2、現場之變化經詢問現場種植之民眾所述，係為先前噴灑農藥導致現地雜

草乾枯所產生之變化。 



現地照片 

 

 

  



第 10011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21001101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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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01101005 圖幅資訊 9522-1-069 溪州 

參考地籍 舊社 R149 號 變異點面積 871.0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6491.82  N:2747266.0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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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河川局 查報日期 11/22/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本案現地置放零星工程用模板 

2.本局已於該處辦理公告在案.惟未獲改善.亦未查獲行為人 

3.擬請溪主辦列入年度垃圾清運計畫 

現地照片  

 

  



第 10011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011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異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01102 期 監測類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異點編號 2101001102001 圖幅資訊 9622-1-061 頂寮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398.1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5796.48  N:2748672.5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0/2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201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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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20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植被變化 

現地照片 

 

  



第 10101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071010101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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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010101002 圖幅資訊 9418-1-088 嶺口 

參考地籍 ?碡坑 R292 號 變異點面積 396.8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3521.38  N:25215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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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7/201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異類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本案經勘查，現場變異之情形應為覆蓋白色帆布之行為，導致產生地貌

變化(如附照)。  

2、本案地點為河川區域內專案列管之舊有瀝青廠，本局已列入專案拆除計

畫中。 



現地照片 

 

 

  



第 10103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10301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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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10301006 圖幅資訊 9722-4-001 南勢角 

參考地籍  變異點面積 1039.6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2021.77  N:27631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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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內容描述 9722-4-001-1(第十河川局)原農地已變為裸露地 

現地照片 

 

 

  



第 10104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異（編號 210101040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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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10401011 圖幅資訊 9623-2-069 蘆洲 

參考地籍 復興 456 號 變異點面積 151.2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7760.40  N:27767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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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內容描述 9623-2-069-1(第十河川局) 

本變異點係位於淡水河主流溪美抽水站下游河川區域內高灘地之私有土

地，現場係堆置雜物產生變異情形，本件將函請新北市政府妥處。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