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31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312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1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312002 圖幅資訊 9417-1-018 東港鎮 

參考地籍 鹽龍 變異點面積 523.0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2149.37  N:2486163.9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2/20/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3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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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1/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9417-1-018-1(第七河川局)經現場勘查為民眾燃燒紙前後留下痕跡。 



現地照片 

 

 

 

  



第 1031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910312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1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910312004 圖幅資訊 9720-4-071 米棧 

參考地籍 豐田 變異點面積 74.7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2332.36  N:2635670.3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2/03/2013)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2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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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5/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經現場勘查，TWD97：303162，2635465 該變異點為零星垃圾所形成之現

況，現場立即豎立通告，本案經回報會同開口合約包商立即辦理清除並結

案處理，(照片二之一)、(照片二之二)尚未清除前現況，(照片二之三)、

(二之四)已清除完成後現況，現場拍照返局呈報。 



現地照片 

 

 

 

  



第 1033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01033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3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010332001 圖幅資訊 9723-3-066 川口 

參考地籍 昊天段 104-2 號 變異點面積 133.7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4144.84  N:2774387.1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19/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1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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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8/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私有地上設置售屋大型廣告刊版 



現地照片 

 

 

 

  



第 103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04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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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304003 圖幅資訊 9622-1-090 福山(一) 

參考地籍 羅蘭段段 14 號 變異點面積 6673.1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0141.99  N:2741172.8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2/25/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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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8/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衛星變異點勘查:至新北市烏來區福山段 14 地號衛星變異點勘查,發現本

案現場涉嫌砍伐樹木情形 2.已將本案函送(103 年 08 月 15 日水臺管字第

10302022800 號函)本案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依權責辦理。 



現地照片 

 

 

 

  



第 103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04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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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304005 圖幅資訊 9722-4-052 烏來(二) 

參考地籍 環山段段 931 號 變異點面積 331.4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692.54  N:2750939.4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2/18/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1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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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8/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衛星變異點勘查:至新北市烏來區小寮段 931 地號衛星變異點勘查,現場

發現有房舍及雜草情形. 2.已將本案函送(103 年 08 月 15 日水臺管字第

10302022790 號函)本案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依權責辦理。3.經查變點位於

新北市烏來區小寮段 931 地號(建物地址:新北市烏來區西羅岸路 122 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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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610314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31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610314003 圖幅資訊 9419-2-088 西埔 

參考地籍 中坑 433-26 號 變異點面積 66.6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2039.44  N:2549795.4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7/14/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1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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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該變異點經查位於菜寮溪南化區中坑段地號 433-26，該變異點為河川區域

內私有土地，經查為民眾私設農路所產生變異. 



現地照片 

 

 

 

  



第 103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24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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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324003 圖幅資訊 9722-4-039 石槽 

參考地籍 九芎坑段石(石曹)小段

49-14 號 

變異點面積 17.8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198.01  N:27561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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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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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內容描述 經現場勘查係爭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九芎坑段石（石曹）小段 49-14 地

號附近（TWD97，X323021，Y2755982），現況為梯型農地（詳照片），是否

違反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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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325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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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325002 圖幅資訊 9622-1-090 福山(一)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631.7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9100.96  N:2741514.1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16/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0/2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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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衛星變異點勘查:至 97 座標(x:299931,y:2741310)新北市烏來區福山段

594 地號附近勘查 2.現地勘查發現似有砍伐林木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32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25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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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325003 圖幅資訊 9622-1-090 福山(一)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3981.6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8520.99  N:2741541.6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16/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0/2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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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衛星變異點勘查:(合法)至 97 座標(x:299351,y:2741338) 新北市烏來區

福山段 634-1 地號附近勘查 2.現地勘查似有除草,無發現有開挖整地情

形.(非法)至 97 座標(x:299357,y:2741376) 新北市烏來區福山段 639 地號

附近勘查 2.現地勘查發現似有砍伐竹木情形. 



現地照片 

 

97 座標(x:299357,y:2741376) 新北市烏來區福山段 639 地號附近勘查,現

地發現似有砍伐竹木情形. 

 

  



第 1032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325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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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325008 圖幅資訊 9722-4-061 哪哮(四)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767.3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2448.48  N:2748696.94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8/29/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0/2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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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衛星變異點勘查:至 97 座標(x:303279,y:2748493) 新北市烏來區哪哮段

12-3 地號附近勘查 2.現地勘查發現似有砍伐林木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32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410325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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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0325001 圖幅資訊 9521-1-063 豐田 

參考地籍 南湖段 1325-89 號 變異點面積 6802.7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1121.12  N:2693447.8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23/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0/18/2014)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中區水資源局鯉管中心 查報日期 11/10/20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為 10 月 26 日下午約 5點該處發生火災，由消防隊前往滅火，於 6點半完

成滅火，約燒掉面積 2850 平方公尺、270 棵樹，有枷炵、樟木、楓樹、

&#38144;楠等。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