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33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333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33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410333001 圖幅資訊 9420-4-070 許厝寮北部 

參考地籍 許厝寮 變異點面積 296.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73462.00  N:2636215.95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6/12/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7/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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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飼養家畜 

內容描述 變異點所示位置為未經許可養殖鴨隻之飼料，本案已移送台西分局偵辦。 

現地照片  

 

  



第 1033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333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33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410333002 圖幅資訊 9420-1-071 新吉 

參考地籍 許厝寮 變異點面積 64.7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75546.93  N:2634883.03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6/12/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7/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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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飼養家畜 

內容描述 變異點所示位置為未經許可養殖鴨隻之飼料，本案已移送台西分局偵辦。 

現地照片  

 

  



第 103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324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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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0324001 圖幅資訊 9420-1-061 下海墘 

參考地籍 許厝寮 變異點面積 842.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74204.12  N:2635989.5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28/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2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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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2/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飼養家畜 

內容描述 變異點所示位置，為違法養殖鴨隻行為，本局已依法移送台西分局偵辦

中。。 

現地照片  

 

  



第 1033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335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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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0335001 圖幅資訊 9420-4-070 許厝寮北

部 

參考地籍 許厝寮 變異點面積 108.3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73411.56  N:2636408.1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0/06/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0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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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飼養家畜 

內容描述 查變異點所示位置為未經許可飼養鴨隻，本局已函送台西分局偵辦中。 

現地照片  

 

  



第 1033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335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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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0335002 圖幅資訊 9420-4-080 許厝寮 

參考地籍 許厝寮 變異點面積 89.8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73068.52  N:2635835.5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0/06/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0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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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飼養家畜 

內容描述 查變異點所示位置為未經許可飼養鴨隻，本局已函送台西分局偵辦中。 

現地照片  

 

  



第 1033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335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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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0335004 圖幅資訊 9420-1-071 新吉 

參考地籍 許厝寮 變異點面積 77.4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74394.81  N:2635767.82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0/06/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0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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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飼養家畜 

內容描述 查變異點所示位置為未經許可飼養鴨隻，本局已函送台西分局偵辦中。 

現地照片  

 

  



第 1033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335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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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0335005 圖幅資訊 9420-1-071 新吉 

參考地籍 許厝寮 變異點面積 81.9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75617.81  N:2635382.42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0/06/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0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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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飼養家畜 

內容描述 查變異點所示位置為未經許可飼養鴨隻，本局已函送台西分局偵辦中。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