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41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411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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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0411008 圖幅資訊 9518-4-054 菜寮村 

參考地籍 舊寮 106 號 變異點面積 409.7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7700.56  N:2527907.7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1/2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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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建 

內容描述 舊有建物重新油漆屋頂?生災變異,擬列入年度拆除計劃 



現地照片 

 

 

 

  



第 1041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61041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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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0412006 圖幅資訊 9419-2-079 三宅寮 

參考地籍 中坑 58_4 號 變異點面積 255.5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5050.97  N:25518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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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建 

內容描述 經查該變異位置為菜寮溪南化區中坑段 58-4 地號河川公地，為民眾違法設

置構造物，已制作取締紀錄將移送司法偵辦。 



現地照片 

 

 

 

  



第 1041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41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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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0412016 圖幅資訊 9518-3-005 廣興村 

參考地籍 大路關 變異點面積 61.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0881.45  N:2514668.4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1/25/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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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8/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經查為大路關段舊有鐵皮屋屋頂翻修列入該區段強制拆除計劃 



現地照片 

 

 

 

  



第 1042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200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2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22007 圖幅資訊 9722-1-013 太平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538.3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1926.39  N:27619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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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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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4/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新北市雙溪區（TWD97，X3332757，Y2761736）附近疑似變異（非植生裸露

地-非植生建地），經查。 

係爭地點有 1棟建築物，已請本局建管課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44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44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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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0442004 圖幅資訊 9418-2-048 六塊厝農

場 

參考地籍 頭前溪 變異點面積 43.3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2032.55  N:2504924.26 

前期衛星影像 (SPOT5) 

拍攝日期 (03/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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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建 

內容描述 經查本案為本局列管之河川區域內違建物，目前自行拆除中，如附照。 

現地照片  

 

  



第 1042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42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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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0423001 圖幅資訊 9417-1-007 汕尾 

參考地籍 五族 75 號 變異點面積 310.9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0433.40  N:2488517.2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14/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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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4/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舊有建物屋頂重新油漆所產生之變異 



現地照片 

 

 

 

  



第 1042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423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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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0423006 圖幅資訊 9418-1-089 潮厝 

參考地籍 塔樓 變異點面積 119.0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4488.03  N:2519669.9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14/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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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4/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經查現場搭設鐵皮工寮一座，現場未查獲行為人，將請高屏溪流域管理委

員會稽查人員前往取締任務。 



現地照片 

 

 

 

  



第 1042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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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23001 圖幅資訊 9622-1-090 福山(一)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362.8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8293.36  N:2741260.1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15/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1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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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0/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衛星變異點勘查:97 座標(x:299124,y:2741056 附近)新北市烏來區福山

段 653 地號附近勘查,現地勘查似有建物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2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3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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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23002 圖幅資訊 9722-4-020 漁光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07.3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5375.64  N:2763233.2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16/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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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6/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4 年 7 月 15 日現場勘查係爭地點初步認定應為新北市坪林區楣子寮段小

粗坑小段 27-7 地號附近，現況為建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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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現地照片 

 

 

 

  



第 1042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3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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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23004 圖幅資訊 9722-4-028 水柳腳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47.6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0255.03  N:2757885.6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16/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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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6/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4 年 7 月 15 日現場勘查係爭地點初步認定應為新北市坪林區九芎林段九

芎林小段 76 地號附近，現況為建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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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現地照片 

 

 

 

  



第 1042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3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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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23005 圖幅資訊 9722-4-029 坪林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11.0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1801.29  N:27594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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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6/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4 年 7 月 15 日現場勘查係爭地點初步認定應為新北市坪林區水聳淒坑段

磨碧潭小段 155 地號附近，現況為建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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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現地照片 

 

 

 

  



第 1042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3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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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23008 圖幅資訊 9722-1-013 太平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91.9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1231.83  N:2762825.1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01/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1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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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6/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4 年 7 月 15 日現場勘查係爭地點初步認定應為新北市雙溪區溪尾寮段溪

尾寮小段 194 地號附近，現況為建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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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現地照片 

 

 

 

  



第 1042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3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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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23009 圖幅資訊 9722-1-013 太平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42.1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1622.76  N:2762619.4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01/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1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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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6/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4 年 7 月 15 日現場勘查係爭地點初步認定應為新北市雙溪區溪尾寮段溪

尾寮段 203 地號附近，現況為建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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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現地照片 

 

 

 

  



第 104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400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04007 圖幅資訊 9722-1-004 破子寮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08.0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3828.88  N:2763400.9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01/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2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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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0/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4 年 8 月 19 日經現場勘查係爭地點為雙溪區大平段大平小段 159 地號附

近建築物,已簽請本局建管課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4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400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04008 圖幅資訊 9722-1-004 破子寮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677.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4451.42  N:2764607.9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01/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2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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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0/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4 年 8 月 19 日經現場勘查係爭地點為雙溪區大平段破子寮小段 81 地號

附近建築物,已簽請本局建管課本於權責卓處在案. 



現地照片 

 

 

 

  



第 104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400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2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24007 圖幅資訊 9722-4-021 直潭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317.5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2020.05  N:2759833.63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19/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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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97 座標(x:302851,y:2759630) 新北市新店區直潭段塗潭小段 1-7 地號附

近，勘查發現現地似有貨櫃屋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402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2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24024 圖幅資訊 9722-1-011 闊瀨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17.5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6479.32  N:2760860.6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16/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7/2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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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4 年 9 月 15 日經現場勘查係爭地點為坪林區柑腳坑段柑腳坑小段 180-1

地號附近建築物新增雨遮,已簽請本局建管課本於建築主管機關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4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500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0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05009 圖幅資訊 9722-4-028 水柳腳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98.7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9177.37  N:2759733.3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16/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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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4 年 10 月 17 日現場勘查係爭地點為坪林區坪林段嶺腳坑小段 12-2 地號

附近疑似增建建築物.己於 10 月 20 日簽請本局建管課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4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501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0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05015 圖幅資訊 9722-4-041 烏來(四)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12.4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2656.42  N:2754668.5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5/30/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1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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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97 座標(x:303487,y:2754465) 新北市新店區平廣段 4地號附近，勘查發

現現地似有建物及施工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501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0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05016 圖幅資訊 9722-4-049 磨婆寮山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16.2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1322.84  N:2753985.5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16/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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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4 年 10 月 18 日經現場勘查係爭地點為新北市坪林區坪林區姑婆寮段 6-7

及 5 地號附近涉嫌新建涼亭及鐵皮屋,已於 10 月 20 日簽請本局建管課本於

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4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502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0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05020 圖幅資訊 9722-4-061 哪哮(四)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05.6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2047.93  N:2747833.9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19/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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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97 座標(x:302878,y:2747630) 新北市烏來區信賢段 323-6 地號附近，勘

查發現現地似有建物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1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415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1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415001 圖幅資訊 9418-2-009 大坵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30.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4235.22  N:2515505.2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7/15/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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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舊有工寮(河川圖籍有標記)修復屋頂並縮小面積。 



現地照片 

 

 

 

  



第 1042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5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2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25003 圖幅資訊 9722-4-029 坪林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61.4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060.16  N:2759350.6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02/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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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建 

內容描述 104 年 10 月 18 日派員現場勘查係爭變異點為新北市坪林區水聳淒坑段磨

壁潭小段 42 地號附近疑似增建建築物，本局建管課將擇日辦理現勘，如發

現新建違章建築，將依建築法及違章建築處理流程之規定辦理。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