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41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11041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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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12002 圖幅資訊 9722-3-020 清洲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69.7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5111.97  N:27349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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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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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 

內容描述 未許可種種，現場無行為人，後續追蹤辦理 



現地照片 

 

 

 

  



第 1041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11041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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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12008 圖幅資訊 9722-2-011 二結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84.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6000.04  N:27340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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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河川局 查報日期 05/05/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非許可種植，現場無行為人，持續追蹤 



現地照片 

 

 

 

  



第 1042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01042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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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422004 圖幅資訊 9622-1-041 員樹林 

參考地籍 康莊 變異點面積 45.2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7725.39  N:2752587.2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2/15/20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04/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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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1/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一.非法種植。 

二.已於 104.5.21 水十管字第 10402031010 號函函請管理機關桃園市政府

本於權責盡速拆除以維河防安全並持續追蹤該市府後續辦理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4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11044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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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42001 圖幅資訊 9722-3-030 北成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72.7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4780.55  N:27310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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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河川局 查報日期 06/11/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民眾小面積違規種植，現場無行為人，持續追蹤辦理 



現地照片 

 

 

 

  



第 1041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11041300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13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110413008 圖幅資訊 9722-2-013 茅仔寮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79.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2496.93  N:27339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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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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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8/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現場零星墾植、未發現行為人…持續追蹤。 



現地照片 

 

 

 

  



第 104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4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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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04006 圖幅資訊 9722-4-061 哪哮(四)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275.1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1004.88  N:27472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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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9/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衛星變異點勘查:97 座標(x:301835 ,y:2747064 附近)新北市烏來區信賢段

368 地號附近勘查,現地勘查似有種植小草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010424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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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424002 圖幅資訊 9622-1-033 大尖湖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34.3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2726.14  N:2757500.52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7/29/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2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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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5/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種植 

內容描述 現場為私有土地，搭蓋雨棚，已要求行為人自行拆除，恢復原狀。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