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3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301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01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301002 圖幅資訊 9418-2-028 大莊 

參考地籍 下冷水坑 R586 號 變異點面積 73.6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3299.64  N:2510385.06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11/27/20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1/1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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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9418-2-028-1(第七河川局) 

1、案經勘查為河川區域內許可公地搭建之簡易工寮(四面通風)，但其長、寬過長，

擬函文限期要求改善，屆時複勘若未改善將依規定辦理廢止公地許可等相關事宜。 

2、案經本局水七管字第 1030204798 號函文限期 103 年 4 月 20 日前自行改善並回

復，擬持續追蹤回復事宜。 



現地照片 

 

 

 

  



第 1030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301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01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301004 圖幅資訊 9418-2-078 鯉魚山 

參考地籍 新洋 100 號 變異點面積 150.3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1324.38  N:2495412.7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30/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1/2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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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7/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現場違法搭建帆布之簡易工寮(未發現行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34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34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4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410342003 圖幅資訊 9520-4-081 饒平 

參考地籍 番子 變異點面積 643.4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9438.62  N:2632399.44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4/10/20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5/1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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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2/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影像所示為種植戶搭建工寮，經本局發現已前往制止並限期回復，本局將

持續加強本地點巡防。 

現地照片  

 

  



第 103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04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304006 圖幅資訊 9722-1-001 盤山坑 

參考地籍 闊瀨段枋山坑小段 20

號 

變異點面積 410.9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7330.01  N:2763701.3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29/20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6/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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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4/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經查變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闊瀨段枋山坑小段 20 地號(建物地址:新北市坪

林區漁光里枋山坑 7號)已請本局建管課依建築法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等相

關程序辦理. 



現地照片 

 

 

 

  



第 103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324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2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324001 圖幅資訊 9418-2-009 大坵 

參考地籍 九塊 R199 號 變異點面積 57.9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4214.13  N:2514296.0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03/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2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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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9418-2-009-1(第七河川局)於申請使用之河川公地搭建一簡易式鐵皮遮雨

棚，已請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人員協助巡防取締，以防擴建，及請申請

使用人儘速改善。 



現地照片 

 

 

 

  



第 103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24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2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324001 圖幅資訊 9722-4-019 樟空子 

參考地籍 大粗坑段九芎坑小段 9-

7 號 

變異點面積 53.5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140.08  N:2762409.8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7/07/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1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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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2/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經查係爭地點位於大粗坑段九芎坑小段 9-7 地號附近（TWD97，X3229782，

Y2762214）有建築物一棟（詳照片）已請本局建管課依建築法及違章建築

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3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305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0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305001 圖幅資訊 9518-4-055 舊寮村 

參考地籍 舊寮 R47 號 變異點面積 203.7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9421.95  N:2530514.9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05/20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8/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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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9518-4-055-1(第七河川局) 

經現勘為搭建簡易工寮，因現場未發現行為人，故擬函請高屏溪流域管理

委員會前往現場稽查實際之行為人。 



現地照片 

 

 

 

  



第 103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05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0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305002 圖幅資訊 9722-4-028 水柳腳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48.9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0297.34  N:2758447.7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14/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1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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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3 年 10 月 15 日現場勘查新北市坪林區（魚逮）魚堀段（魚逮）魚堀小

段 26-2 地號（TWD97，X321109，Y2758253）附近疑似變異地點，發現涉嫌

增建建築物，本局已依建築法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現地照片 

 

 

 

  



第 1032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25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2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325005 圖幅資訊 9722-4-030 厚德岡坑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19.3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3556.28  N:2759522.2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14/20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10/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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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3 年 11 月 11 日現場勘查新北市坪林區厚德岡坑段厚德岡坑小段 27-2 地

號（TWD97，X324378，Y2759609）附近疑似變異地點，發現涉嫌增建建築

物，本局已依建築法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