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2020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11020203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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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0203006 圖幅資訊 9722-2-011 二結 

參考地籍 七賢 變異點面積 654.7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5945.90  N:2735104.2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2/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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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9/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蘭陽溪左岸員山堤尾堤內浮洲橋頭左邊附近，現場有土石，已請行為人移除。 



現地照片 

 

 

 

  



第 10206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91020604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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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020604006 圖幅資訊 9620-2-038 富田 

參考地籍 溪州 變異點面積 480.5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3650.25  N:2616834.0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24/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31/2013)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九河川局 查報日期 06/18/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該變異點位於花蓮溪水系馬佛溪右岸東馬佛 4號堤防 0+500 附近，現地舖

設水泥路面，經查水泥路面位於治理計畫完成堤防後之河川區域線內之私

有土地，如照片(一之一)、(一之二)，依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

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 5目減輕或免除行政處罰之裁量並限期恢復原狀。 

現地照片  

 

  



第 10207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61020704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7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61020704001 圖幅資訊 9419-3-064 九塊厝 

參考地籍 新生 R542 號 變異點面積 270.7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56086.38  N:2553907.0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25/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2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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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1/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變異點位置為蚵民將蚵架保麗龍堆置所造成之變異 



現地照片 

 

 

 

  



第 10208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6102080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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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020802001 圖幅資訊 9419-2-069 芒子芒埤 

參考地籍 三埔 481_2 號 變異點面積 180.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5408.99  N:2554759.0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2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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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河川局 查報日期 07/25/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經查該變異點位於後堀溪玉井區三埔段 481-2 地號旁河川區域內未登錄地,

係為河川區域外私有地果園園主為停車方便,用水泥澆鑄一平台作為停車使

用,因涉及違規改變河川原有地形地貌,已告知該地主限期回復原狀,並列入

後續追蹤辦理中. 



現地照片 

 

 

 

  



第 10208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61020804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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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020804002 圖幅資訊 9419-3-064 九塊厝 

參考地籍 新生 R542 號 變異點面積 248.7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56086.28  N:2553905.6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29/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7/2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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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7/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此變異點位置為前期編號 1020704001 號變異點相同.因蚵民將蚵架保麗龍

放置所造成變異現象. 



現地照片 

 

 

 

  



第 10209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20901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0901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20901006 圖幅資訊 9518-4-094 南華 

參考地籍 鹽埔 R21 號 變異點面積 2634.4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6497.80  N:2518332.6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30/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0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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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4/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現場為施作慢速壘球場地 



現地照片 

 

 

 

  



第 10211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21104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211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21104001 圖幅資訊 9418-2-019 玉水 

參考地籍 下冷水坑 R165 號 變異點面積 87.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4813.13  N:2512722.9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9/05/20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1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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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9418-2-019-1(第七河川局)為申請核准之河川公地，現場以竹子及鐵皮搭

建一簡易之四面裸空之遮雨棚，請行為人儘速改善。 



現地照片 

 

 

 

  



第 10212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21206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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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021206001 圖幅資訊 9520-4-074 過圳 

參考地籍 二水 變異點面積 615.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8412.39  N:2633083.2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0/29/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3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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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201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經查變異點所示地點，為燃燒稻草所生之變異，該處未經許可使用，將查

明行為人。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