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2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02001 圖幅資訊 9722-4-019 樟空子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3228.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1619.76  N:2760582.5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24/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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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7/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經查係爭疑似變異地點為新北市坪林區坑子口段下坑子口小段 1-13 地號附近，本局

己於 104 年 3 月 18 日水臺管字第 10402007600 號函請新北市政府卓處在案。 

現地照片  

 

  



第 1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2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02003 圖幅資訊 9722-4-028 水柳腳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185.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8578.55  N:2758881.6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24/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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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1/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4 年 4 月 17 日現場勘查初步認定係爭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坪林段

&#40644;舉皮寮小段 52-3 地號附近，涉嫌茶園更新（詳照片），本局函請

新北市坪林區公所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2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02005 圖幅資訊 9722-4-031 小坑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158.7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2306.01  N:2754943.40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2/30/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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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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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136,y:2754740)新店區平廣段 6-216

地號附近勘查 2.現地勘查似有種植作物,無發現有開挖整地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2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1110402006 圖幅資訊 9722-4-052 烏來(二)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3868.9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4662.17  N:2751978.0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11/21/2014)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2/1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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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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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493,y:2751774) 新北市烏來區忠治段

285-11 地號附近勘查 2.現地勘查發現似有鋪設水泥地及建築建物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1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41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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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0412014 圖幅資訊 9418-1-088 嶺口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77.0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3523.69  N:2521632.46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2/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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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04/29/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本件為建中瀝青廠內堆置太空包，該廠區本局同仁另簽辦理中。 



現地照片 

 

 

 

  



第 1042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41042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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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0422001 圖幅資訊 9521-1-053 雙坑 

參考地籍 南湖段 825-0 號 變異點面積 1400.8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1918.31  N:2694885.2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1/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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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水資源局鯉管中心 查報日期 05/11/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為約 5000 平方公尺之草.竹木枯死。 

現地照片  

 

  



第 1041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210413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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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3002 圖幅資訊 9622-3-015 橫山 

參考地籍 橫富 445 號 變異點面積 2180.3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2401.44  N:2734896.3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4/06/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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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6/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本案位於油羅溪橫富段 445 地號旁河川公地上，經查現場遭挖掘圍築溝渠

排放廢水，為河川區域外「嵩益砂石場」排放砂石碎解洗選廢水，經與新

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會同取締，未經許可於河川區域內挖掘圍築溝渠部

分，現場依違反水利法製作取締紀錄後續辦理處分，另排放廢水部分則由

環保單位依權責辦理。 



現地照片 

 

 

 

  



第 1042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010423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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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423007 圖幅資訊 9723-2-063 侯硐 

參考地籍 三爪子 39 號 變異點面積 268.9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3043.06  N:2776330.67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19/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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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6/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為介壽橋改建工程工務所當時申請時無工務所這案及對岸鐵皮屋頂新增屋

頂 

 



現地照片 

 

 

 

  



第 104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4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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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04001 圖幅資訊 9722-4-029 坪林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351.0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2114.75  N:2758638.68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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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0/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4 年 8 月 19 日現場勘查疑似變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水聳淒坑段水聳坑

小段 160 地號附近（TWD97：X322946、Y2758435），涉嫌開挖水池（詳照

片），本局擬函請新北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4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4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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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04002 圖幅資訊 9722-4-030 厚德岡坑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26.7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4645.91  N:2760145.6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3/1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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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0/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4 年 8 月 19 日經現場勘查係爭地點為坪林區大粗坑段虎寮潭小段 9-8 地

號附近建築物後方水塔,已簽請本局建管課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4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4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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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24002 圖幅資訊 9622-1-030 二叭子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050.2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0282.22  N:27588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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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內容描述 97 座標(x:301113,y:2758670)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段車子路小段 60 地號附

近，勘查發現現地似有築檔土牆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4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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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24021 圖幅資訊 9722-4-052 烏來(二)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39.0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5446.94  N:2750300.19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08/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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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8/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97 座標(x:306277,y:2750096) 新北市烏來區南勢段 570 地號附近，勘查

發現現地似有建築物及水泥路面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3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71043401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043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變異點編號 20710434011 圖幅資訊 9418-2-078 鯉魚山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29.3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0940.48  N:2496178.57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06/10/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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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搭設簡易工寮擬限期拆除 



現地照片 

 

 

 

  



第 104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5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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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05003 圖幅資訊 9622-1-070 喀博山

(一)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01.4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0512.03  N:27469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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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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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內容描述 97 座標(x:301342,y:2746770) 新北市烏來區信賢段 374 地號附近，勘查

發現現地似有放置車輛及雜物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5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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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05008 圖幅資訊 9722-4-020 漁光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90.9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24944.47  N:27610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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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04 年 10 月 17 日現場勘查疑似變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大舌湖段粗石斛

小段 42-2 地號附近（TWD97：X325775、Y2760836），涉嫌舖設水泥路面

（詳照片），本局擬函請新北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 



現地照片 

 

 

 

  



第 104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5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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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05014 圖幅資訊 9722-4-034 翡翠谷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020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8405.55  N:2756841.34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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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新北市新店區青潭段四十分小段 33-51 地號附近，勘查發現現地似有堆集

土石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5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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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05018 圖幅資訊 9722-4-052 烏來(二)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32.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3911.00  N:2750657.05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6/2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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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內容描述 97 座標(x:304741,y:2750453) 新北市烏來區環山段 941 地號附近，勘查

發現現地似有清除雜木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05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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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05021 圖幅資訊 9722-4-061 哪哮(四)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35.4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2398.69  N:27487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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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內容描述 97 座標(x:303229,y:2748525) 新北市烏來區哪哮段 12-3 地號附近，勘查

發現現地似有放置塑膠布之情形, 



現地照片 

 

 

 

  



第 1041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0410415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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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0415008 圖幅資訊 9520-2-025 九層坑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49.6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4909.25  N:2620192.72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08/03/2015) 

後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9/2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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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本案經往現場勘查係遭棄置枯樹枝，附近河床未發現不法之情事，本局

將加強該地區巡查工作。 

2.文呈閱後擬存查。 



現地照片 

 

 

 

  



第 1042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編號 21110425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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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0425004 圖幅資訊 9722-4-041 烏來(四)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55.8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0616.01  N:2753757.51 

前期衛星影像 (FORMOSAT2) 

拍攝日期 (08/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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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20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新北市新店區平廣段 12-26 地號附近，勘查發現現地似有建物情形 



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