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41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411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11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411002 圖幅資訊 9418-2-058 萬丹堤防 

參考地籍 大寮 變異點面積 172.7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1192.30  N:2500261.7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1/11/20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3/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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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2/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遭傾倒廢棄物,擬請廠商前往清理並請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加強該區段巡防 



現地照片 

 

 

 

  



第 1041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11041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1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110412003 圖幅資訊 9722-3-049 小埤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71.3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1089.33  N:2726247.3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2/14/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1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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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5/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現場查無行為人，持續追蹤辦理，廢棄物惠請工程協助清除 



現地照片 

 

 

 

  



第 1041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61041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1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610412003 圖幅資訊 9419-2-058 望月 

參考地籍 芒子芒 R13 號 變異點面積 1449.0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2004.38  N:2557293.02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2/18/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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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5/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被傾倒建築廢棄物 



現地照片 

 

 

 

  



第 1043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432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3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410432002 圖幅資訊 9520-4-069 濁水 

參考地籍 後埔子 變異點面積 134.8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1521.29  N:2636044.7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03/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2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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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8/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1.本案經前往現場勘查，係為焚燒廢棄物未查獲機具及人員。將列為重點

巡查地點。 

2.文陳閱後擬存查。 



現地照片 

 

 

 

  



第 1044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44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4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442003 圖幅資訊 9418-2-038 鵬程里 

參考地籍 凌雲 變異點面積 85.3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1676.91  N:2508073.1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02/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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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9/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現場為傾倒廢棄物，已由本局辦理清除完畢． 



現地照片 

 

 

 

  



第 1042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3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23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23003 圖幅資訊 9722-4-023 大崎頭山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449.9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7065.88  N:2757694.0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16/20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05/2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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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7/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1.衛星變異點勘查:97 座標(x:307896,y:2757490 附近)新北市新店區直潭

段屈尺小段 521-7 地號附近勘查,現地勘查似有頃倒廢棄物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06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210406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06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210406003 圖幅資訊 9622-3-005 五龍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602.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1086.64  N:2735366.42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22/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15/2015) 

彩色航照圖 

 

電子地圖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第二河川局 查報日期 12/07/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傾倒廢棄物、土 

內容描述 現地遭傾倒廢棄土，本局已於 104.10.20 巡防期間查獲行為人，將依相關

法規予以處份。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