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32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32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2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322003 圖幅資訊 9518-4-054 菜寮村 

參考地籍 龍肚 R1 號 變異點面積 349.1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7275.40  N:2529391.1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4/11/20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4/2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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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3/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9518-4-054-1(第七河川局) 

本期變異經前往現地勘查係荖濃溪龍肚段編號 R1 地號公地上，發現有雜草(樹木)清

除整理，及廢棄物燃燒處理裝袋之情況，惟現場未發現行為人，擬檢附照片等相關資

料函請管委會加強該地巡防埋伏取締任務。 

現地照片  

 

  



第 103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24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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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324005 圖幅資訊 9722-1-004 破子寮 

參考地籍 大平段大平小段 68 號 變異點面積 96.8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4019.23  N:2763549.68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7/09/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2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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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係爭地點位於雙溪區大平段大平小段 69-5 地號附近涉嫌開挖整地本局將發

函請北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現況照片 

 

  



第 103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05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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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305001 圖幅資訊 9722-4-019 樟空子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913.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1196.30  N:27621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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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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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 

內容描述 103 年 10 月 15 日現場勘查疑似變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大粗坑段大粗坑

小段 38-34 地號附近（TWD97，X3230461，Y2761910），涉嫌整地及新建擋

土牆（詳照片），本局擬函請新北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32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325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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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0325003 圖幅資訊 9520-4-073 大莊 

參考地籍 下水埔 變異點面積 1685.9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5875.80  N:2633986.8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01/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0/1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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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查變異點所示位置，為未經許可遭整地欲作農耕使用，經查未發現機具及

人員，將再加強該處巡防。 

現地照片  

 

  



第 1032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25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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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325004 圖幅資訊 9722-4-019 樟空子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3545.3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668.20  N:2763194.0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11/20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10/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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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 

內容描述 103 年 11 月 11 日現場勘查疑似變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大舌湖段大舌湖

小段 146-12 地號附近（TWD97，X323520，Y2762985），涉嫌整地（詳照

片），本局即於 103 年 11 月 12 日水臺管字第 10302032320 號函請新北市政

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32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25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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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325007 圖幅資訊 9722-4-038 九芎林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3190.7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9770.39  N:27567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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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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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 

內容描述 103 年 11 月 11 日現場勘查疑似變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魚逮）魚堀段

（魚逮）魚堀小段 449-2 地號附近（TWD97，X320634，Y2756507），涉嫌開

挖整地（詳照片），本局已於 103 年 11 月 12 日北臺管字第 1030203229 號

函請新北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33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33500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3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410335007 圖幅資訊 9520-4-078 新民 

參考地籍 炭寮 變異點面積 3601.9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7006.81  N:2633283.6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10/09/20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11/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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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內容描述 查變異點所示位置為未經許可整地準備種植，本局已請儘速補辦許可。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