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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點查報成果—海岸線 



i 

目錄  

110051 期變異點查報紀錄 ................................................................................................................................... 1 

110111 期變異點查報紀錄 ................................................................................................................................. 13 

 



1 

 

 

 

 

110051 期變異點查報紀錄 

 

  



2 

第 11005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W0311005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W03110051001 圖幅資訊 9021-1-032 水頭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743.0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630311.13  N:2700995.03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8/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金門縣金城鎮公所 查報日期 2021/05/19 

變異位置 金門縣政府漁牧科-金門縣后豐泊區遷移計畫新建工程(第一期) 工程

案 

查證結果 合法 變異類型 新增人工構造物 

內容描述 金門縣后豐泊區遷移計畫新建工程 

現地照片 

（未上傳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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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108110051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108110051002 圖幅資訊 9319-4-091 東嶼坪嶼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947.0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1542.71  N:2572845.7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6/2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海管處) 

查報日期 2021/06/09 

變異位置 東嶼坪嶼南側陸連島 

查證結果 合法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經本處現地東吉管理站同仁巡查及提供相關資訊表示，該處除因漲退

潮所致海岸線變異，另推測與澎湖縣政府辦理「東嶼坪疏濬」工程土

砂堆置有關，惟前述工程堆置砂土已於 110 年 5 月移除。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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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Z03110051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Z03110051003 圖幅資訊 9325-2-010 連江縣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720.3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799079.69  N:2905628.7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8/0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4/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查報日期 2021/06/07 

變異位置 橋仔碼頭 

查證結果 合法 變異類型 新增人工構造物 

內容描述 工程名稱:連江縣白沙漁港附屬碼頭橋仔碼頭區漁船上架及漁具整備

廠改善工程 

1.新建馬鼻灣漁船上架場 

2.橋仔曳船道取直 

3.新建橋仔整補場 

現地照片 

 

工程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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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F30110051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F30110051004 圖幅資訊 9623-1-090 公王口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0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8884.85  N:2796504.44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7/2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2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三芝區公所 查報日期 2021/06/09 

變異位置 海岸線 

查證結果 自然變化 變異類型 沙洲變化 

內容描述 石礫堆積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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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F02110051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F02110051005 圖幅資訊 9623-2-042 林口溪出

海口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0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8657.57  N:2779712.0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9/1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林口區公所 查報日期 2021/05/19 

變異位置 此變異點位於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的範圍內，在發電廠出海口的管

制區內。 

查證結果 自然變化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此變異點位於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的範圍內，該址周邊有水泥牆加

鐵絲網圍起，出入口則是有管制點管理，一般民眾無法隨意入內，本

次現場勘查只能由海岸邊確認，由查報系統照片判斷變異點可能為更

新擴建計畫施工造成或海岸線自然變遷。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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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L14110051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L14110051006 圖幅資訊 9521-4-044 大安港 

參考地籍 大安段 284 地號附近未

登錄地號 

變異點面積 0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7391.82  N:2698716.2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9/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查報日期 2021/06/07 

變異位置 臺中市大安區大安段 284 地號土地附近未登錄土地。 

查證結果 自然變化 變異類型 沙洲變化 

內容描述 因風砂堆積，漫過原先造林地而產生變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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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70111005100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701110051007 圖幅資訊 9421-1-100 台中港特

種碼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0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7355.16  N:2683555.67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9/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港務分公司 查報日期 2021/06/01 

變異位置 旨案變異點係南堤路與突堤夾角處(北填區 III)土方流失，辦理堤基

保護維護作業。 

查證結果 合法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本案配合臺中港外港區之能源專區填築土地(南填方區 III、南填方區

IV 及北填方區 III)，預防南堤路與突堤夾角處土方流失，辦理堤基

保護維護作業。 

現地照片 

 

現況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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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S1011005100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S10110051008 圖幅資訊 9418-4-037 茄萣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0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64633.87  N:2534720.51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7/1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高雄市茄萣區公所 查報日期 2021/07/19 

變異位置 1.現況堆置大量消波塊。 2.係由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辦理「109

年度高雄市林園及茄萣地區海堤設施養護工程」 

查證結果 合法 變異類型 新增人工構造物 

內容描述 1.現況堆置大量消波塊。 2.係由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辦理「109

年度高雄市林園及茄萣地區海堤設施養護工程」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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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70211005100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702110051009 圖幅資訊 9418-2-083 紅毛港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0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78542.32  N:2493828.31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7/1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0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高雄港務分公司 查報日期 2021/05/19 

變異位置 高雄港第七貨櫃中心 S1~S3 碼頭 

查證結果 合法 變異類型 新增人工構造物 

內容描述 高雄港第七貨櫃中心 S1~S3 碼頭護岸及新生地填築工程於 108.4.24

奉行政院核准辦理，主要新建碼頭護岸約 1,136 米，並以浚挖回填方

式填築後線 51 公頃土地，工程於 109 年 7 月開工，預計 112 年 4 月

完工。 

現地照片 

（未上傳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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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T2311005101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T23110051010 圖幅資訊 9517-3-068 鼻尖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0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8530.81  N:2442569.94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9/0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3/1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屏東縣車城鄉公所 查報日期 2021/05/26 

變異位置 屬海岸 

查證結果 自然變化 變異類型 無明顯變異 

內容描述 無明顯變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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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V0111005101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V01110051011 圖幅資訊 9618-4-088 富岡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0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8570.18  N:2521413.8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8/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東縣臺東市公所 查報日期 2021/06/02 

變異位置 0 

查證結果 合法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消波塊 

現地照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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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 期變異點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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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11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F32110111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F32110111001 圖幅資訊 9623-2-035 八里海水

浴場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0550.6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5808.09  N:2784566.87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2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10/0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八里區公所 查報日期 2021/11/16 

變異位置 臺北港特定區 

查證結果 合法 變異類型 新增人工構造物 

內容描述 臺北港物流倉儲區三四期圍堤新建工程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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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11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H12110111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H12110111002 圖幅資訊 9623-3-072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3476.5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54610.16  N:2771815.13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10/0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觀音區公所 查報日期  

變異位置  

查證結果  變異類型  

內容描述  

現地照片 

（尚未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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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11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S10110111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S10110111003 圖幅資訊 9418-4-058 興達港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22345.9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66270.55  N:2529150.86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1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高雄市茄萣區公所 查報日期 2021/12/28 

變異位置 台電興達電廠辦理擴廠工程 

查證結果 合法 變異類型 其他：新增建物 

內容描述 台電興達電廠辦理擴廠工程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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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111 期海岸線變異（編號 E11110111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1 期 監測類型 海岸線 

變異點編號 E11110111004 圖幅資訊 9418-2-083 紅毛港 

參考地籍  變異點面積 10856.2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78130.60  N:2494111.76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0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8/2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高雄市小港區公所 查報日期 2021/12/14 

變異位置 該地號係屬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奉行政院 108 年 4

月 24 日院臺交字第 1080000774 號函核定辦理「高雄港第七貨櫃中心

計畫-s4~s5 櫃場附屬建築物工程(一)」之貨櫃集散倉庫興建工程。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新增人工構造物 

內容描述 該地號係屬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奉行政院 108 年 4

月 24 日院臺交字第 1080000774 號函核定辦理「高雄港第七貨櫃中心

計畫-s4~s5 櫃場附屬建築物工程(一)」之貨櫃集散倉庫興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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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