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201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61020104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1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61020104005 圖幅資訊 9419-2-040 鹿陶洋 

參考地籍 灣丘 260_1 號 變異點面積 2108.5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7271.16  N:25630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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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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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經查該變異點為油車溪楠西區灣丘段 260-1 地號旁河川區域內未登錄地,係為民眾違法

墾眾所為,續查明相關行為人依規定處理. 



現地照片 

 

 

 

  



第 1020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610202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2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61020202001 圖幅資訊 9419-2-059 沙子田 

參考地籍 三埔 126_5 號 變異點面積 2929.9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5138.82  N:2555522.0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1/16/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1/2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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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7/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經查該變異通報處為後堀溪玉井區三埔段 126-5 地號河川區域內私有地,係

為民眾整地違法種植高莖作物,續查明相關行為人依規定處理. 



現地照片 

 

 

 

  



第 102020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11020203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203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11020203002 圖幅資訊 9722-3-039 柯子林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933.3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906.02  N:2728426.8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12/14/2012)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2/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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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變異點編號 2011020203002 現況（羅東溪右岸鼻仔頭橋下游處）為農民開

墾所為；現場未發現行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208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20801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801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20801005 圖幅資訊 9518-4-033 廣興 

參考地籍 竹頭角 3357_4 號 變異點面積 1131.2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4848.28  N:2533919.0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07/20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7/0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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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7/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9518-4-033-1(第七河川局)經查現場種植香蕉，惟該地點管理者為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已函文告知該署轄下之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辦理，並請高屏

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協助查緝，如未查獲行為人將依無主物視同廢棄物逕予

清除。 



現地照片 

 

 

 

  



第 102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2080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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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020802002 圖幅資訊 9520-3-026 山邊 

參考地籍 鯉魚尾 變異點面積 4151.0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4131.20  N:2621247.7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6/1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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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河川局 查報日期 07/25/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經查變異點所示地點，為未經許可種植所生之變異，已請本局轄段巡防人

員查處。 

現地照片  

 

  



第 102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11020804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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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0804003 圖幅資訊 9722-3-039 柯子林 

參考地籍 梅林 變異點面積 327.0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900.62  N:2728412.6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08/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7/2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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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3/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經巡查該處遭民眾未經許可種植，儘速查明行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2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11020804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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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0804004 圖幅資訊 9722-3-049 小埤 

參考地籍 進利 變異點面積 626.8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1185.14  N:2726498.2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08/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7/2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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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3/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經巡查該處遭民眾未經許可整地，儘速查明行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2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11020804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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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0804005 圖幅資訊 9722-3-049 小埤 

參考地籍 大進 變異點面積 1995.9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1804.97  N:2726424.5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08/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7/2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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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3/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經巡查該處遭民眾未經許可種植，儘速查明行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21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3102120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12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31021202003 圖幅資訊 9521-3-040 部子坑口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04.8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2907.16  N:2673006.0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09/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0/2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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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現場疑有民眾整地種植，擬近日內逕往砍除。 

現地照片  

 

  



第 10212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31021202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12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31021202006 圖幅資訊 9521-3-078 霧峰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837.6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7279.75  N:2662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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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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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本案係屬舊有竹林，查勘時並無發現明顯變異。 

現地照片  

 

  



第 10212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01021205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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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21205002 圖幅資訊 9622-1-024 三鶯大橋 

參考地籍 南靖厝 變異點面積 601.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4716.60  N:2759325.3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2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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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 

內容描述 9622-1-024-1(第十河川局) 

1.河川公地民眾(花東原住民)種菜. 

2.新北市水利局巡管隊已勸導恢復原狀.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