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201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20102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1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20102004 圖幅資訊 9518-3-005 廣興村 

參考地籍 大路關未編號號 變異點面積 5612.2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0591.46  N:2514560.5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2/21/201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12/2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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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0/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一部怪手整地欲種鳳梨.現場未發行行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201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20102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1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20102005 圖幅資訊 9518-3-072 潮州 

參考地籍 萬巒 1508 號 變異點面積 4699.0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3061.00  N:2497070.5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2/16/201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12/2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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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9/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9518-3-072-1(第七河川局) 

經現場勘查為河川區域內之私有土地，其整地行為經查亦未經申請許可，

因現場並未發現相關行為人，故擬續辦追蹤後續是否違規種植等相關事

宜。 



現地照片 

 

 

 

  



第 102010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20103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103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20103001 圖幅資訊 9518-3-005 廣興村 

參考地籍 大路關 變異點面積 14610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0760.65  N:2514388.9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12/29/2012)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1/0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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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6/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整地種植鳳梨,請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前往取締 



現地照片 

 

 

 

  



第 10203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11020304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3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11020304002 圖幅資訊 9722-3-030 北成 

參考地籍 長春 變異點面積 2500.2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4803.12  N:2731948.76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2/25/20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3/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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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9/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為民眾河川內整地種菜，現場無行為人，後續該位置加強巡防。 

現地照片  

 

  



第 102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3102040201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4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31020402014 圖幅資訊 9521-1-085 四角林 

參考地籍 蔗埔 變異點面積 3005.7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6148.87  N:2687941.7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11/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2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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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8/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變更河川區域內原有形態(未經申請許可整地行為) 

現地照片  

 

  



第 10205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31020504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5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31020504003 圖幅資訊 9521-1-062 酸柑湖 

參考地籍 埔尾 變異點面積 3861.4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8754.57  N:2691309.98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3/22/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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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6/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農民整地變化影響 

現地照片  

 

  



第 10205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61020504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5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61020504006 圖幅資訊 9419-2-092 崙仔頂 

參考地籍 西勢 R-32 號 變異點面積 903.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76089.94  N:2546638.66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3/22/20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4/2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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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6/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經查該變異點為民眾整地後之變異情形，經查該河川公地未申請許可，擬

續查明行為人後向本局提出申請許可。   

 

現地照片 

 

 

 

  



第 10205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20504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5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20504003 圖幅資訊 9722-4-031 小坑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489.6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0778.56  N:2756359.5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08/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23/2013)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05/17/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本件位於新店區直潭段磺窟小段 110-75 地號附近,發現有整地施工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206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31020604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6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31020604002 圖幅資訊 9521-3-016 四塊厝 

參考地籍 自立 變異點面積 1058.4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2312.41  N:2678179.2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2/18/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2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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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4/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經查該變異地號為台中市大雅區自立段 2176-1 及 2177-1 二地號，其為私

有土地，已整地欲搭建廠房，該處位於本局轄管筏子溪河川區域內。 

現地照片  

 

  



第 10206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2060401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6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20604010 圖幅資訊 9518-3-025 新隘寮 

參考地籍 龍泉 變異點面積 769.1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1434.91  N:2509378.31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4/17/20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6/0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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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3/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9518-3-025-1(第七河川局) 

經勘查應為未經申請整地行為，惟現場並無發現行為人及機具，故擬加強

巡防以防不法情事。 



現地照片 

 

 

 

  



第 102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2080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8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20802003 圖幅資訊 9518-4-095 關福村 

參考地籍 大路關 R388 號 變異點面積 604.1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1041.38  N:2516989.04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7/04/20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7/1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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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3/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9518-4-095-1(第七河川局)為民眾搭建網室預備種植，經查該筆土地尚未

許可使用，已請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協助查緝。 



現地照片 

 

 

 

  



第 102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20804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8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20804002 圖幅資訊 9418-2-068 大寮堤防 

參考地籍 大寮 變異點面積 4027.2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2188.60  N:2498984.2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27/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7/2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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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7/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9418-2-068-1(第七河川局)經查係民眾為鋪設泥濘農路，採取一旁河床土

石鋪設，現場並將雜草移除，並未發現行為人及機具，將請高屏溪流域管

理委員會協助加強巡防取締。 



現地照片 

 

 

 

  



第 10210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610210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10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61021002001 圖幅資訊 9418-1-013 關廟 

參考地籍 五甲 R3 號 變異點面積 1875.9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79513.86  N:2541276.5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25/20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9/0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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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7/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經查該變異點為台南市關廟區五甲段 R3 地號，係民眾整地後所產生之變異

(如相片)，因目前未使用河川公地，俟查明行為人後請儘速向本局提出申

請許可使用。 



現地照片 

 

 

 

  



第 10210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21004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10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41021004005 圖幅資訊 9520-4-086 苦嶺腳 

參考地籍 二水 變異點面積 285.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1864.01  N:2632025.1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26/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1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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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經查變異點所示地點，為許可種植使用，未依規定使用所生之變異，將查

明行為人依規定辦理。 

現地照片  

 

  



第 102110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01021103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1103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01021103001 圖幅資訊 9622-1-033 大尖湖 

參考地籍 鳶山 變異點面積 2930.2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1785.09  N:2757035.5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12/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0/1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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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9622-1-033-1(第十河川局)農民於河川區域內整地準備種植。 



現地照片 

 

 

 

  



第 10212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21204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12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21204001 圖幅資訊 9722-4-022 花園新城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366.5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736.16  N:2759437.3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29/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09/2013)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11/28/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經現場勘查系爭地點位於新店區直潭段灣潭小段 213 等地號附近(97 坐標

X:304567 Y:2759234),發現有整地種植農作物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212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0102120501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120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01021205011 圖幅資訊 9623-2-070 三重交流

道 

參考地籍 復興 變異點面積 584.9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8512.77  N:2776470.76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9/10/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2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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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本變異點經查位於新北市蘆洲區復興段未登錄地該段遭整地種植 



現地照片 

 

 

 

  



第 10212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11021206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1206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11021206002 圖幅資訊 9722-3-020 清洲 

參考地籍 鎮安 變異點面積 136.8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5423.54  N:2732858.8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19/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2/0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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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編號 2011021206002 變異點位於羅東溪右岸歪仔歪橋上游河川區域內有整

地跡象。 

現地照片  

 

  



第 10212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01021206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1206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01021206002 圖幅資訊 9623-2-070 三重交流

道 

參考地籍 復興 變異點面積 2358.6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8560.89  N:2776456.2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09/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2/0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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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本變異點為民眾整地種植及搭設木寮與前次變異點編號 2101021205011 違

規事項相同,已於 102.12.4 巡防日誌奉核後函請管理機關新北市政府處理,

詳違規開墾種植通告.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