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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點查報成果—出流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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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1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108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1081 圖幅資訊 9722-2-033 利澤簡 

參考地籍 利工段 174 號 變異點面積 35144.4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3361.00  N:272814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9/2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2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宜蘭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0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基地興建地面式太陽能面板逾 1公頃 

現地照片 

 

基地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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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1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108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1082 圖幅資訊 9722-2-043 育英 

參考地籍 慶安段 150 號 變異點面積 22970.0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2771.00  N:272472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9/2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2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宜蘭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已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但未依「出流

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第 18 條規定於核

定後 3年內申報開工。 

內容描述 本案無申報出流管制計畫開工，且未核定重劃計畫。 

已會辦另通知地政及建設單位辦理。 

現地照片 

 

基地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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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1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108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1083 圖幅資訊 9722-2-053 新城 

參考地籍 慶安段 266 號 變異點面積 36594.6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2629.00  N:272436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8/1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2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宜蘭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已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但未依「出流

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第 18 條規定於核

定後 3年內申報開工。 

內容描述 本案無申報出流管制計畫開工，且未核定重劃計畫。 

已會辦另通知地政及建設單位辦理。 

現地照片 

 

基地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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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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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2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2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2004 圖幅資訊 9419-3-087 海西里 

參考地籍 海西段 380 號 變異點面積 34555.8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64287.00  N:254872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12/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農業局認定為違法填土，非屬出流管制開發樣

態。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農業局移請都發局裁罰。 

現地照片 

 

現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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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2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205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2053 圖幅資訊 9722-2-043 育英 

參考地籍 慶安段 126 號 變異點面積 52728.5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3049.00  N:272503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2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1/1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宜蘭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2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已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但未依「出流

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第 18 條規定於核

定後 3年內申報開工。 

內容描述 本案無申報出流管制計畫開工，且未核定重劃計畫。 

已會辦另通知地政及建設單位辦理。 

現地照片 

 

於基地西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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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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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3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3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3006 圖幅資訊 9419-3-087 海西里 

參考地籍 海西段 380-7 號 變異點面積 22190.3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64670.00  N:254893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0/2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2/0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農業局認定為違法填土，非屬出流管制開發樣

態。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農業局移請都發局裁罰。 

現地照片 

 

現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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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3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302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3029 圖幅資訊 9622-4-030 龍岡 

參考地籍 華興段 264 號 變異點面積 20664.7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3111.00  N:2759434.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4/0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現場圍牆阻隔，但從圍牆往內拍攝，現場有整地行為及土砂堆置情況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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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3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303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3030 圖幅資訊 9623-3-074 崁頭子 

參考地籍 觀玉段 93 號 變異點面積 49771.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58547.00  N:277209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4/0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現場有整地行為及土砂堆置情況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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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3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303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3033 圖幅資訊 9622-1-023 中新 

參考地籍 大竹段 1673 號 變異點面積 41757.8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1532.00  N:275986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2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4/0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疑似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函，經現場查證基地為開工狀態 

現場人員說明出流管制計畫書提送中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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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3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303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3039 圖幅資訊 9722-2-053 新城 

參考地籍 慶安段 1173 號 變異點面積 10308.5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3104.00  N:272424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2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2/0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宜蘭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4/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已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但未依「出流

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第 18 條規定於核

定後 3年內申報開工。 

內容描述 已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函，但未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第 18 條規定於核定後 3年內申報開工。 

現地照片 

 

基地西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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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15 

第 11004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400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4008 圖幅資訊 9419-3-087 海西里 

參考地籍 海西段 380 號 變異點面積 37359.2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64187.00  N:254873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2/0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4/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1.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農業局認定為違法填土，非屬出流管制開發樣

態。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農業局移請都發局裁罰。 

現地照片 

 

現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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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4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403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4035 圖幅資訊 9622-4-037 埔心(西

部) 

參考地籍 草湳坡段草湳坡小段

69-4 號 

變異點面積 21102.3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6375.00  N:275672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2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0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現況建築工地施工，未看到工程告示牌 

現地照片 

 

現況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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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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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502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5027 圖幅資訊 9623-3-070 中正國際

機場 

參考地籍 中正段 95 號 變異點面積 31419.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2762.00  N:277611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0/2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2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現場有整地行為 

現地照片 

 

現場有整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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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503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5036 圖幅資訊 9623-3-085 過溪仔 

參考地籍 富溪段 694 號 變異點面積 118052.4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2319.00  N:276997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1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2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地面裸露，周界以鐵絲網圍籬攔阻，圍籬內具有挖土機，現地有挖填

施工疑慮 

現地照片 

 

現地狀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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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503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5037 圖幅資訊 9623-3-085 過溪仔 

參考地籍 富溪段 494 號 變異點面積 76788.7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2310.00  N:2770477.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1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2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地面裸露，但未見施工機具，周界以鐵絲網圍籬攔阻，現地部分整

地，有未完成滯洪池。 

現地照片 

 

現地狀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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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504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5045 圖幅資訊 9623-2-062 山腳 

參考地籍 新鼻段 148 號 變異點面積 24893.4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8413.00  N:277489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2/13) 

 

後期衛星影像 (Sentinel-2) 

拍攝日期 (2021/04/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現場施工挖土機及運土車載運土方，裸露。 

現地照片 

 

現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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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5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504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5049 圖幅資訊 9722-2-043 育英 

參考地籍 慶安段 899 號 變異點面積 14443.6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3230.00  N:272457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2/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宜蘭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6/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已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但未依「出流

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第 18 條規定於核

定後 3年內申報開工。 

內容描述 已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函，但未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第 18 條規定於核定後 3年內申報開工。 

現地照片  

 

 

 

 



23 

 

 

 

 

11006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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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6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606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6066 圖幅資訊 9722-2-043 育英 

參考地籍 慶安段 314 號 變異點面積 174487.3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3017.00  N:272485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5/1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宜蘭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已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但未依「出流

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第 18 條規定於核

定後 3年內申報開工。 

內容描述 已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函，但未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第 18 條規定於核定後 3年內申報開工。 

現地照片 

 

於基地西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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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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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7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701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7018 圖幅資訊 9622-4-020 埔頂重劃

區 

參考地籍 後興段 6號 變異點面積 22124.5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3454.00  N:276045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1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5/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無法根據文號 10907004804 判定是否取得出流管制核定函。 

現地照片 

 

施工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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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7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701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7019 圖幅資訊 9622-4-030 龍岡 

參考地籍 後興段 810-2 號 變異點面積 77708.6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3313.00  N:276014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5/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無法根據文號 10907004804 判定是否取得出流管制核定函。 

現地照片 

 

施工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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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7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702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7026 圖幅資訊 9622-1-023 中新 

參考地籍 大鶯段 875 號 變異點面積 48781.3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1408.00  N:275778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2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5/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疑似未取得出流管制核定函，現場已整地。 

現地照片 

 

中庄調整池景觀土丘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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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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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8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801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8017 圖幅資訊 9623-3-074 崁頭子 

參考地籍 白玉段 6號 變異點面積 74854.3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59242.00  N:277166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2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6/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3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經現場查證有整地及開發行為，基地內堆置環保廢棄物(輪胎)；另外

現場無工程告示牌及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函。 

現地照片 

 

現況 8(基地內堆置環保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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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8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802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8020 圖幅資訊 9623-3-099 五塊厝 

參考地籍 萬能段 25 號 變異點面積 33364.9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1881.00  N:276625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2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6/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3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工程告示牌施工日期為 110 年 10 月 01 日至 112 年 09 月 30 日，於

110 年 8 月 28 日現場查證時已進行開發施工，且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

書核定函。 

現地照片 

 

現況 6(基地內開發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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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8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0802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08027 圖幅資訊 9722-2-053 新城 

參考地籍 慶安段 485 號 變異點面積 102999.5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2640.00  N:272434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5/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6/1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宜蘭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9/2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已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但未依「出流

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第 18 條規定於核

定後 3年內申報開工。 

內容描述 已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函，但未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第 18 條規定於核定後 3年內申報開工。 

現地照片 

 

基地南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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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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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10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1002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10027 圖幅資訊 9623-3-059 下海湖 

參考地籍 沙園段 41 號 變異點面積 61734.2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0377.00  N:277701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6/1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現場有整地之行為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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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10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1005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10050 圖幅資訊 9722-2-043 育英 

參考地籍 慶安段 574 號 變異點面積 79056.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3000.00  N:2724637.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6/1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9/0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宜蘭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0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已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但未依「出流

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第 18 條規定於核

定後 3年內申報開工。 

內容描述 本案無申報出流管制計畫開工，且未核定重劃計畫。 已會辦另通知

地政及建設單位辦理。 

現地照片 

 

於基地南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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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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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11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1101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11016 圖幅資訊 9520-3-052 南昌 

參考地籍 崁腳段 321 號 變異點面積 21857.1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3411.00  N:261125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6/1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10/0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雲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2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

核定函 

內容描述 1.108 年 7 月 4 日府農畜二字第 1082516158 號函核准畜牧設施容許使

用，申請容許使用案內之土地總面積為 12.7899 公頃，另於 110 年 2

月 26 日申報開工。 

2.未能於 109 年 2 月 1 日前開工，義務人應依本辦法規定提出出流管

制計畫書。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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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11期出流管制變異（編號 2151101103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出流管制 

變異點編號 21511011032 圖幅資訊 9623-3-079 埔心 

參考地籍 埔心段海豐坡小段 274

號 

變異點面積 51149.3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1076.00  N:277298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7/2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10/0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內容描述 現況疑似在新建組合屋 

現地照片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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