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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點查報成果—山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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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違規農業使用 

第 1100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J131100108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J1311001089 圖幅資訊 9522-2-019 水流東 

參考地籍 富興段水流東小段 216-

17 號 

變異點面積 2704.0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6495.00  N:273319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9/2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竹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0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規農業使用 

內容描述 違規案件辦理  峨鄉字第 1093800114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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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超限利用 

第 1100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71100118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711001182 圖幅資訊 9520-3-010 中湖 

參考地籍 中湖段 61 號 變異點面積 4697.4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2127.00  N:262662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0/0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2/0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0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超限利用 

內容描述 未依規定開挖。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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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開發建築用地 

第 1100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J111100110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J1111001104 圖幅資訊 9522-1-100 雙溪 

參考地籍 雙高段 319 號 變異點面積 2697.7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7538.00  N:27395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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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竹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開發建築用地 

內容描述 開發建築用地以及疑似堆積土石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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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採取土石 

第 1100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J081100102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J0811001029 圖幅資訊 9622-3-015 橫山 

參考地籍 田洋段 535 號 變異點面積 1502.9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0552.00  N:273347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10/0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竹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採取土石 

內容描述 現場曾用作採取土石使用，現場已有部分植生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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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修建道路或溝渠（鐵、公路） 

第 1100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F151100101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F1511001012 圖幅資訊 9622-1-058 雙溪 

參考地籍 東眼段東眼小段 14-4

號 

變異點面積 4313.2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3184.00  N:27494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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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1/3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修建道路或溝渠(含

鐵、公路) 

內容描述 開路。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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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探礦、採礦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堆積土石 

第 1100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J111100111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J1111001117 圖幅資訊 9522-2-010 火燒崙 

參考地籍 雞油凸段雞油凸小段

338-4 號 

變異點面積 4276.3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9243.00  N:27354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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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竹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堆積土石 

內容描述 堆積土石，大門深鎖無法進入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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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公園、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第 1100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41100128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411001285 圖幅資訊 9520-3-029 復興寮(四) 

參考地籍 大鞍段 42 號 變異點面積 1207.1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0544.00  N:262155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9/0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1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公園、遊憩用

地、運動場地或軍事

訓練場 

內容描述 經查南投縣竹山鎮大鞍段 42、42-2 地號為農牧用地，現場疑似未經核

准動用機具開挖整地、設置露營區。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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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墳墓 

第 1100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J041100106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J0411001061 圖幅資訊 9622-4-054 大平窩尾 

參考地籍 北平段 421 號 變異點面積 474.4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59168.00  N:275123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9/2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竹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1/3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墳墓 

內容描述 疑似未經申請於山坡地修建墳墓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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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處理廢棄物 

第 1100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K121100110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K1211001104 圖幅資訊 9522-2-061 十班坑 

參考地籍 龍坑段 861 號 變異點面積 367.0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6375.00  N:272042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9/2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苗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處理廢棄物 

內容描述 堆放報廢車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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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其他開挖整地 

第 1100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91100105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911001050 圖幅資訊 9521-2-062 乾溪口 

參考地籍 頭汴坑段 189-4 號 變異點面積 17294.6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9545.00  N:266525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9/0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12/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1/2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開挖整地 

內容描述 違規開挖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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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第 1100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81100107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811001077 圖幅資訊 9520-1-053 二尖山 

參考地籍 後寮段 1580 號 變異點面積 8323.8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0447.00  N:263990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8/1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11/1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內容描述 疑似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未依規定期限改正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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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整坡作業 

第 1100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81100104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811001041 圖幅資訊 9521-3-090 赤蘭湖 

參考地籍 霧峰段坑口小段 73-249

號 

變異點面積 5224.9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3392.00  N:265985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9/0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12/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0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坡作業 

內容描述 上端有施工便道修土路、中段有水泥鋪面，區域內果樹修枝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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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違規農業使用 

第 1100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R291100209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R2911002091 圖幅資訊 9418-1-024 深坑村 

參考地籍 深坑子段 7 號 變異點面積 5426.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1402.00  N:253796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2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規農業使用 

內容描述 違規開設農路，整坡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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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超限利用 

第 1100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U101100202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U1011002020 圖幅資訊 9619-2-012 東竹 

參考地籍 埔頭段 829 號 變異點面積 3699.4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8690.00  N:256877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0/13) 

 

後期衛星影像 (Pleiades) 

拍攝日期 (2021/01/0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花蓮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超限利用 

內容描述 行為人:樊 X 勛，已於 110/01/04 號函送山坡地違規查報單，富鄉農字

第 1100000075 號函，全案辦理中。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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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開發建築用地 

第 1100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71100205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711002053 圖幅資訊 9521-3-022 水師寮 

參考地籍 龍目井段龍目井小段

84-3 號 

變異點面積 345.9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3454.00  N:267706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12/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開發建築用地 

內容描述 本部分變異點部分土地有柏油及水泥鋪面上有貨櫃及廣告鷹架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採取土石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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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修建道路或溝渠（鐵、公路） 

第 1100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P071100200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P0711002009 圖幅資訊 9520-3-055 苦苓腳 

參考地籍 苦苓腳段 128-165 號 變異點面積 417.3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0110.00  N:2611127.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0/0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雲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修建道路或溝渠(含

鐵、公路) 

內容描述 施設農路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探礦、採礦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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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堆積土石 

第 1100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R301100206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R3011002068 圖幅資訊 9418-1-025 樹林子 

參考地籍 中坑子段 16-2 號 變異點面積 1230.1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5596.00  N:253860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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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堆積土石 

內容描述 本案業於 109 年 12 月 3 日南龍所農建字第 1090803398 號函報市府水

利局，刻正由市府水利局查處中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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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公園、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1100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131100209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1311002098 圖幅資訊 9621-3-086 霧社(一) 

參考地籍 春陽段 951 號 變異點面積 673.7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3763.00  N:265934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09/1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2/1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公園、遊憩用

地、運動場地或軍事

訓練場 

內容描述 興建房屋 1 棟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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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墳墓 

第 1100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P071100201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P0711002010 圖幅資訊 9520-3-056 樟湖 

參考地籍 樟湖段 15 號 變異點面積 201.4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3031.00  N:261318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0/0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雲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墳墓 

內容描述 墳墓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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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處理廢棄物 

第 1100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S041100201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S0411002016 圖幅資訊 9418-2-015 觀音湖 

參考地籍 鹽埕段 154 號 變異點面積 1948.7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4363.00  N:251372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09/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0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高雄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0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處理廢棄物 

內容描述 堆埋建築廢棄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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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其他開挖整地 

第 1100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F031100202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F0311002024 圖幅資訊 9623-2-068 五股 

參考地籍 五股坑一段 257 號 變異點面積 1231.1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3798.00  N:27764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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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開挖整地 

內容描述 開挖整地設置鋼軌樁、大量砍伐樹木等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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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第 1100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R251100201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R2511002013 圖幅資訊 9419-2-078 半平橋 

參考地籍 中坑段 972 號 變異點面積 3035.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3547.00  N:255209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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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內容描述 鋪設水泥地 太陽能面板面積比例過大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未依規定期限改正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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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整坡作業 

第 1100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V061100202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V0611002027 圖幅資訊 9518-2-098 上多良 

參考地籍 多良段 239 號 變異點面積 4722.2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4630.00  N:249082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0/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東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2/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坡作業 

內容描述 現地為疑似違規農地整坡及修築農路作業。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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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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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違規農業使用 

第 11003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91100304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911003047 圖幅資訊 9521-3-050 坪林 

參考地籍 頭汴坑段 201-294 號 變異點面積 5329.6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4184.00  N:267142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2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規農業使用 

內容描述 開挖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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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超限利用 

第 11003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41100316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411003168 圖幅資訊 9520-2-032 流籠腳 

參考地籍 圓山段 4 號 變異點面積 982.4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8164.00  N:2616464.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11/1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2/0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4/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超限利用 

內容描述 經查南投縣竹山鎮圓山段 4-2 地號為林業用地，現場為超限利用種植

作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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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開發建築用地 

第 11003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V101100305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V1011003053 圖幅資訊 9619-3-060 南溪 

參考地籍 北溪段 256 號 變異點面積 741.6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73558.00  N:255815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11/0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2/0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東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開發建築用地 

內容描述 北溪段 257 地號，現場已開發為建築通道，設置建物且邊坡裸露，具

明確開挖整地情事。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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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採取土石 

第 11003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091100303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0911003036 圖幅資訊 9521-3-005 清泉岡 

參考地籍 忠雅段 1012 號 變異點面積 19618.7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9745.00  N:268088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2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採取土石 

內容描述 疑似開採土石。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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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修建道路或溝渠（鐵、公路） 

第 11003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R091100302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R0911003023 圖幅資訊 9419-2-006 尖山路口 

參考地籍 水流東段 192 號 變異點面積 504.0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7668.00  N:257006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2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修建道路或溝渠(含

鐵、公路) 

內容描述 既有農路及土溝整修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探礦、採礦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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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堆積土石 

第 11003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01100305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011003054 圖幅資訊 9521-3-019 嘉仁村 

參考地籍 豐興段 462 號 變異點面積 2408.7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1571.00  N:267757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0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2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堆積土石 

內容描述 堆置廢土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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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公園、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第 11003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91100304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911003044 圖幅資訊 9521-2-043 暗影山 

參考地籍 頭汴坑段 852-11 號 變異點面積 5183.8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0332.00  N:266918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0/2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2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公園、遊憩用

地、運動場地或軍事

訓練場 

內容描述 整地放露營帳篷 

現地照片 

 

 



34 

變異類型—設置墳墓 

第 11003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31100301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311003012 圖幅資訊 9521-4-056 鐵砧山 

參考地籍 上鐵山段 441 號 變異點面積 2236.2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3688.00  N:269441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0/10/1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2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墳墓 

內容描述 上鐵山段 441-1 地號設置墳墓，東側挖設便道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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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處理廢棄物 

第 11003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91100304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911003048 圖幅資訊 9521-3-060 吳家花園 

參考地籍 新頭汴段 349 號 變異點面積 1530.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3962.00  N:266868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2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處理廢棄物 

內容描述 混凝土鋪面堆放廢棄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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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其他開挖整地 

第 11003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P0711003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P0711003002 圖幅資訊 9520-3-058 外湖(二) 

參考地籍 草嶺段 1-629 號 變異點面積 3432.8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9218.00  N:261152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1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2/0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雲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2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開挖整地 

內容描述 疑似建築及鋪設水泥等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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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第 11003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71100310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711003105 圖幅資訊 9520-2-021 深坑 

參考地籍 小半天段 917-4 號 變異點面積 547.4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5519.00  N:262049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0/0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4/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內容描述 疑似未依規定施工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未依規定期限改正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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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整坡作業 

第 11003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R031100304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3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R0311003044 圖幅資訊 9419-1-080 南寮 

參考地籍 六重溪段 122-27 號 變異點面積 1860.8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7896.00  N:257804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1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3/2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坡作業 

內容描述 現狀有做出道路 大小是一輛小貨車可通行的道路  下面道路可以通

往兩側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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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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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違規農業使用 

第 11004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K031100401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K0311004012 圖幅資訊 9521-4-008 對面莊 

參考地籍 北梅段 566 號 變異點面積 2894.8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7894.00  N:270850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苗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規農業使用 

內容描述 現況為水泥鋪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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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超限利用 

第 11004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71100411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711004111 圖幅資訊 9520-3-010 中湖 

參考地籍 中湖段 61 號 變異點面積 5233.8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2185.00  N:262660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2/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6/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超限利用 

內容描述 超限利用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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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開發建築用地 

第 11004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Q05110040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Q0511004001 圖幅資訊 9420-2-079 陳厝寮 

參考地籍 陳厝寮段 122-4 號 變異點面積 167.7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96131.00  N:260617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1/1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0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嘉義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4/2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開發建築用地 

內容描述 新設建築物，請公所確認是否有合法申請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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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採取土石 

第 11004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F071100403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F0711004036 圖幅資訊 9722-4-011 頂城 

參考地籍 安華段 558-2 號 變異點面積 19373.1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1292.00  N:276116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2/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4/2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採取土石 

內容描述 經現場勘查僅有內政部營建署之工程告示牌，未有水保計畫牌等相關

資料。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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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修建道路或溝渠（鐵、公路） 

第 11004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121100417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1211004176 圖幅資訊 9520-2-007 人倫苗圃

(四) 

參考地籍 人和段 1518 號 變異點面積 1940.6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9828.00  N:262503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2/0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4/2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修建道路或溝渠(含

鐵、公路) 

內容描述 修建道路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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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探礦、採礦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堆積土石 

第 11004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31100400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311004009 圖幅資訊 9521-4-077 口莊 

參考地籍 三崁段 666 號 變異點面積 1618.7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4564.00  N:2690857.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4/2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堆積土石 

內容描述 與南側建地相鄰處堆土石及鋪碎石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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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公園、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第 11004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H131100402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H1311004026 圖幅資訊 9622-1-085 小烏來(四) 

參考地籍 義盛段 1379 號 變異點面積 508.0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6715.00  N:27416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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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0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公園、遊憩用

地、運動場地或軍事

訓練場 

內容描述 違規設置露營區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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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墳墓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處理廢棄物 

第 11004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H131100402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H1311004022 圖幅資訊 9622-1-064 大窩 

參考地籍 基國派段 302 號 變異點面積 1762.0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4427.00  N:2748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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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0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處理廢棄物 

內容描述 處理廢棄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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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其他開挖整地 

第 11004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F161100403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F1611004030 圖幅資訊 9622-1-014 鶯歌 

參考地籍 大湖段樟普坑小段 16

號 

變異點面積 20599.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5149.00  N:276266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2/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4/2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開挖整地 

內容描述 濫墾開挖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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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第 11004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K151100402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K1511004028 圖幅資訊 9521-1-046 隆基湖 

參考地籍 興榮段 295-34 號 變異點面積 10522.6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7855.00  N:269863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1/1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苗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內容描述 現況疑似未依規定計畫施作，且未報開工。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未依規定期限改正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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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整坡作業 

第 11004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J081100404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4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J0811004043 圖幅資訊 9622-3-025 田寮坑 

參考地籍 濫子段薯園小段 80-1

號 

變異點面積 2789.8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0932.00  N:273064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竹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0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坡作業 

內容描述 明顯整坡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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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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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違規農業使用 

第 11005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R301100505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R3011005055 圖幅資訊 9418-1-026 大坪 

參考地籍 番社段 342 號 變異點面積 1411.6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7038.00  N:253659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規農業使用 

內容描述 地主農業使用涉及機具整地,現地地表已無植被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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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超限利用 

第 11005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K061100501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K0611005010 圖幅資訊 9521-1-061 上山下 

參考地籍 上城段 220 號 變異點面積 5678.8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5336.00  N:269290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4/0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苗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超限利用 

內容描述 林業用地疑似未經申請採伐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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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開發建築用地 

第 11005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R301100505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R3011005050 圖幅資訊 9418-1-016 石子坑 

參考地籍 崎頂段 261-28 號 變異點面積 2450.5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7185.00  N:254032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0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開發建築用地 

內容描述 現場為乘聖門宮廟前庭之坡面開發，坡面大致可分為 2 階，皆有一池

體，唯各池之排放口未見出水口與溢流口之分別設置，且坡面裸露未

見植生工程，故推論應無相關計畫對應，需再查證。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採取土石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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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修建道路或溝渠（鐵、公路） 

第 11005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41100518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411005189 圖幅資訊 9520-3-018 頂林 

參考地籍 大坑段頂林小段 69-1

號 

變異點面積 2071.8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8429.00  N:262428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2/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6/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修建道路或溝渠(含

鐵、公路) 

內容描述 經查南投縣竹山鎮大坑段頂林小段 69 地號為農牧用地，現場疑似未經

核准鋪設水泥鋪面。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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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探礦、採礦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堆積土石 

第 11005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0411005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0411005003 圖幅資訊 9521-4-085 海風庄 

參考地籍 楊厝段 4 號 變異點面積 3481.7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1266.00  N:2687714.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4/0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2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堆積土石 

內容描述 砂石場、堆置砂石。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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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公園、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第 11005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R181100506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R1811005064 圖幅資訊 9419-2-084 虎頭埤 

參考地籍 礁坑子段 589-145 號 變異點面積 1391.6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2846.00  N:2547734.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3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公園、遊憩用

地、運動場地或軍事

訓練場 

內容描述 中興林場外疑似私人新闢環形 RC 場地，清除雜物，並堆積樹枝樹葉

於該環外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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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墳墓 

第 11005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121100516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1211005165 圖幅資訊 9520-1-088 地利(一) 

參考地籍 青雲段 600 號 變異點面積 415.4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3533.00  N:2632664.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0/12/0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1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6/1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墳墓 

內容描述 疑似建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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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處理廢棄物 

第 11005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J111100508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J1111005089 圖幅資訊 9522-2-010 火燒崙 

參考地籍 雞油凸段三叉凸小段

145-19 號 

變異點面積 2329.9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8112.00  N:2735944.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4/0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竹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6/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處理廢棄物 

內容描述 營建廢棄物物處理場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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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其他開挖整地 

第 11005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V0511005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V0511005006 圖幅資訊 9517-1-075 阿塱衛山 

參考地籍 南興段 885 號 變異點面積 4326.2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6918.00  N:246918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2/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0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東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開挖整地 

內容描述 開挖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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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第 11005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1011005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1011005004 圖幅資訊 9520-1-034 下九芎 

參考地籍 廣源段 898 號 變異點面積 4569.0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4515.00  N:264601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5) 

 

後期衛星影像 (Pleiades) 

拍攝日期 (2021/03/2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2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內容描述 除整坡作業外，另有開挖山坡地開闢及修築土石通路。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未依規定期限改正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62 

變異類型—整坡作業 

第 11005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V151100504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5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V1511005040 圖幅資訊 9518-2-057 規那山(三) 

參考地籍 馬武段 1-3 號 變異點面積 3241.5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1993.00  N:25016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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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1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東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5/2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坡作業 

內容描述 重機具開挖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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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6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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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違規農業使用 

第 11006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H131100602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H1311006027 圖幅資訊 9622-1-093 高坡(三) 

參考地籍 羅浮段 53-6 號 變異點面積 3518.8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2552.00  N:2739664.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1/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2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0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規農業使用 

內容描述 疑似違規農業使用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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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超限利用 

第 11006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41100625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411006255 圖幅資訊 9520-2-031 相映坡 

參考地籍 圓山段 211-10 號 變異點面積 1585.4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5387.00  N:26164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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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超限利用 

內容描述 經查南投縣竹山鎮圓山段 211-10 地號為林業用地，現場疑似未經核准

動用機具開挖整地、超限利用種植作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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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開發建築用地 

第 11006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41100626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411006263 圖幅資訊 9520-3-030 復興寮(一) 

參考地籍 大鞍段 783-2 號 變異點面積 4132.3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2308.00  N:2620234.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0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0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開發建築用地 

內容描述 經查南投縣竹山鎮大鞍段 783 地號為林業用地、大鞍段 783-12 地號為

農牧用地，現場疑似未經核准動用機具開挖整地、從事山坡地建築。 

現地照片 

 

 



67 

變異類型—採取土石 

第 11006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R1111006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R1111006004 圖幅資訊 9419-2-036 竹宅子 

參考地籍 嗚頭段 579 號 變異點面積 3380.4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8317.00  N:256145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2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0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採取土石 

內容描述 土石採取場，疑似水保沒做好，引起土石繃落 

現地照片 

 

 

 



68 

變異類型—修建道路或溝渠（鐵、公路） 

第 11006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N051100602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N0511006022 圖幅資訊 9520-4-015 湖水坑 

參考地籍 大峰段 182 號 變異點面積 231.4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9914.00  N:265138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1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彰化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6/2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修建道路或溝渠(含

鐵、公路) 

內容描述 有做橋(詳如照片)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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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探礦、採礦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堆積土石 

第 11006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R291100610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R2911006101 圖幅資訊 9418-1-024 深坑村 

參考地籍 五甲段 1392 號 變異點面積 2977.9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1735.00  N:253854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6/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堆積土石 

內容描述 整地填土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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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公園、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第 11006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F311100615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F3111006153 圖幅資訊 9723-4-083 石門 

參考地籍 下角段尖子鹿小段 181

號 

變異點面積 2709.2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6907.00  N:279906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1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1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6/2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公園、遊憩用

地、運動場地或軍事

訓練場 

內容描述 設置鐵櫃販賣咖啡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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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墳墓 

第 11006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F321100606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F3211006068 圖幅資訊 9623-2-045 下罟子 

參考地籍 楓林段 1722 號 變異點面積 1117.8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7747.00  N:2779974.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1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6/2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墳墓 

內容描述 該變異點經現場查看後有開挖整地及設置墳墓之情形。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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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處理廢棄物 

第 11006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N131100601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N1311006018 圖幅資訊 9521-3-094 南風寮 

參考地籍 三家段 603 號 變異點面積 4678.0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7430.00  N:26568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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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0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彰化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6/2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處理廢棄物 

內容描述 堆置營建廢棄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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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其他開挖整地 

第 11006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N131100601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N1311006015 圖幅資訊 9521-3-082 花壇 

參考地籍 南白沙坑段 323-1 號 變異點面積 19604.3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4077.00  N:2659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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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0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彰化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6/2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開挖整地 

內容描述 開挖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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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第 11006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61100603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611006036 圖幅資訊 9520-4-046 橫山 

參考地籍 新  下段 157 號 變異點面積 14535.7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2533.00  N:264280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1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0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0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內容描述 經查新廍下段 157 地號土地有申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編

號:UM0610911008)，申請開發類別為其他開挖整地，惟土地使用現況

為擅自鋪設水泥路面及圍網等疑似違規行為。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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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規定期限改正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整坡作業 

第 11006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K121100607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6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K1211006070 圖幅資訊 9522-3-070 崎頂 

參考地籍 灣瓦段 444 號 變異點面積 20937.6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3446.00  N:271939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1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1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苗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6/2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坡作業 

內容描述 整坡作業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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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違規農業使用 

第 11007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G121100701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G1211007012 圖幅資訊 9722-2-093 東澳(三) 

參考地籍 東岳段 563 號 變異點面積 887.1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31665.00  N:2713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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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宜蘭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規農業使用 

內容描述 疑似未經申請許可鋪設水泥、放置貨櫃屋。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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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超限利用 

第 11007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91100707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911007076 圖幅資訊 9520-1-047 田螺污 

參考地籍 貓 段 20-4 號 變異點面積 479.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1305.00  N:2643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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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0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2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超限利用 

內容描述 貓囒段 20-4 地號農牧用地，現場鐵皮建物及鋪設水泥堆積鋼材器具物

品使用。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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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開發建築用地 

第 11007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91100703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911007031 圖幅資訊 9521-3-060 吳家花園 

參考地籍 新頭汴段 443-1 號 變異點面積 1456.3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4451.00  N:2668847.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0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2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1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開發建築用地 

內容描述 建物混凝土鋪面路面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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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採取土石 

第 11007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H071100702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H0711007022 圖幅資訊 9622-1-005 花窯 

參考地籍 兔子坑段 1421 號 變異點面積 5661.4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6230.00  N:276509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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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7/2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採取土石 

內容描述 有涉及開挖整地及搭建組合屋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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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修建道路或溝渠（鐵、公路） 

第 11007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81100702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811007027 圖幅資訊 9521-3-089 峰谷 

參考地籍 萬斗六段 1042 號 變異點面積 863.3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1272.00  N:26580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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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2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1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修建道路或溝渠(含

鐵、公路) 

內容描述 排水設施興建及舊有農路鋪水泥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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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探礦、採礦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堆積土石 

第 11007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31100701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311007014 圖幅資訊 9521-4-076 外埔農場 

參考地籍 三崁段 1046 號 變異點面積 4518.6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3231.00  N:268992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4/0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2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2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堆積土石 

內容描述 西南側有開挖及堆土石情形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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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公園、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設置墳墓 

第 11007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H011100700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H0111007009 圖幅資訊 9623-2-093 大檜溪 

參考地籍 三聖段 189 號 變異點面積 447.4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1817.00  N:2767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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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2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墳墓 

內容描述 目前地上為放置大型車輛及水泥鋪設的空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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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處理廢棄物 

第 11007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K121100708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K1211007087 圖幅資訊 9522-2-062 後龍底 

參考地籍 龍城段 90 號 變異點面積 2345.9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8768.00  N:272132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1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6/0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苗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2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處理廢棄物 

內容描述 傾倒廢棄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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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其他開挖整地 

第 11007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V081100703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V0811007031 圖幅資訊 9619-1-078 長濱 

參考地籍 田組段 797 號 變異點面積 8821.7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5121.00  N:257931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5/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5/2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東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2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開挖整地 

內容描述 疑開挖整地(田組段 783 地號)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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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第 11007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21100709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211007091 圖幅資訊 9520-1-017 乾溪仔 

參考地籍 桃米坑段 232-166 號 變異點面積 406.3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0272.00  N:26498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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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0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1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內容描述 桃米坑段 232-166、232-167 地號現況有新設植草磚及混凝土鋪面情

形，查 232-166 地號前經鈞府 110 年 7 月 9 日府農管字第 1100152000

號函核准趙玉蓮君申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在案，現況疑似未依核定

內容施作，建請鈞府辦理施工中檢查。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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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規定期限改正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整坡作業 

第 11007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N191100700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7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N1911007006 圖幅資訊 9520-4-035 仁和 

參考地籍 武東段 839 號 變異點面積 982.0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0737.00  N:264561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1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2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彰化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7/2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坡作業 

內容描述 1.有申請簡易水保.彰化縣政府 109 年 6 月 2 日府農務字第 1090189661 號.2.現

地整坡.開挖砂石.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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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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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違規農業使用 

第 11008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V131100807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V1311008076 圖幅資訊 9619-3-067 永豐 

參考地籍 海端段 9013-4 號 變異點面積 852.4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6294.00  N:255378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5/0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7/1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東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規農業使用 

內容描述 國有地種植作物及堆置稻殼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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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超限利用 

第 11008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41100818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411008188 圖幅資訊 9520-3-050 番仔田(一) 

參考地籍 坪林段 206-7 號 變異點面積 6775.3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3219.00  N:261498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7/1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9/1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超限利用 

內容描述 經查南投縣竹山鎮坪林段 206-4 地號為林業用地，現場疑似未經核准

動用機具開挖整地、超限利用種植作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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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開發建築用地 

第 11008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J041100801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J0411008018 圖幅資訊 9622-4-056 清水 

參考地籍 北打鐵坑段大北坑小

段 181 號 

變異點面積 463.2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4714.00  N:27494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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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2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開發建築用地 

內容描述 疑似未經申請興建建物一棟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採取土石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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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修建道路或溝渠（鐵、公路） 

第 11008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101100801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1011008012 圖幅資訊 9521-2-077 北港溪 

參考地籍 五棚坑段 9021-1 號 變異點面積 7408.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0722.00  N:266320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3/1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7/1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2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修建道路或溝渠(含

鐵、公路) 

內容描述 現場停有部挖土機 2 部鐵牛車 1 部，有施設疑似便道及放置眾多盆栽

植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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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探礦、採礦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堆積土石 

第 11008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F3011008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F3011008003 圖幅資訊 9623-2-020 北新莊 

參考地籍 北新庄子段田心子小

段 209-7 號 

變異點面積 3080.9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8780.00  N:27883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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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1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2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堆積土石 

內容描述 填土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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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公園、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第 11008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41100818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411008186 圖幅資訊 9520-3-047 外湖(四) 

參考地籍 新桶頭段 820 號 變異點面積 184.3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4654.00  N:261564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7/1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9/1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公園、遊憩用

地、運動場地或軍事

訓練場 

內容描述 經查南投縣竹山鎮新桶頭段 820 地號為農牧用地，現場疑似未經核准

動用機具開挖整地、設置露營區。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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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墳墓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處理廢棄物 

第 11008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81100804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811008042 圖幅資訊 9520-4-030 豬肚潭 

參考地籍 龍眼林段 799-100 號 變異點面積 3498.6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4512.00  N:264921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2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7/0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處理廢棄物 

內容描述 地面有廢棄物 

現地照片 

 



96 

變異類型—其他開挖整地 

第 11008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051100804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0511008047 圖幅資訊 9521-3-014 台糖林厝

農場 

參考地籍 晉江東段 673 號 變異點面積 1422.8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7106.00  N:267907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2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7/1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27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開挖整地 

內容描述 鐵皮屋、擋土牆、堆砌土石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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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第 11008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H071100801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H0711008017 圖幅資訊 9623-2-094 楓樹坑 

參考地籍 楓義段 1393 號 變異點面積 3524.2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4208.00  N:2767597.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2/24) 

 

後期衛星影像 (Sentinel-2) 

拍攝日期 (2021/07/0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8/2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內容描述 鄰近地號 109 年 9 月 3 日府水坡字第 1090224807 號楓義段 1404 地號

排水溝等簡易水保疑似超出範圍施作圍牆及填土等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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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規定期限改正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整坡作業 

第 11008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U061100801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8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U0611008016 圖幅資訊 9720-4-044 福德 

參考地籍 鹽寮段 12-3 號 變異點面積 12153.4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09212.00  N:26418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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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7/0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花蓮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9/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坡作業 

內容描述 山嶺段 12-2 疑似違規開挖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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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100 

變異類型—違規農業使用 

第 11009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K031100901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9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K0311009013 圖幅資訊 9521-4-009 圳頭 

參考地籍 楓樹窩段 232-4 號 變異點面積 3546.9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0828.00  N:271023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2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8/0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苗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0/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規農業使用 

內容描述 現況鐵皮圍籬。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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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超限利用 

第 11009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411009159）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9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411009159 圖幅資訊 9520-3-050 番仔田(一) 

參考地籍 圓山段 160 號 變異點面積 1611.2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4176.00  N:261590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1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9/2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超限利用 

內容描述 經查南投縣竹山鎮圓山段 160 地號為林業用地，現場疑似未經核准動

用機具開挖整地、超限利用種植作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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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開發建築用地 

第 11009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91100909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9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911009097 圖幅資訊 9520-1-037 新城 

參考地籍 興池段 1338 號 變異點面積 2159.7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1777.00  N:26445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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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9/1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開發建築用地 

內容描述 興池段 1338 地號農牧用地，現場興建小木屋數十間使用。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採取土石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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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修建道路或溝渠（鐵、公路） 

第 11009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91100904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9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911009043 圖幅資訊 9521-2-051 蝙蝠洞 

參考地籍 福利段 388 號 變異點面積 936.9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5330.00  N:266749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7/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9/2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修建道路或溝渠(含

鐵、公路) 

內容描述 混凝土鋪路面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探礦、採礦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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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堆積土石 

第 11009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N0511009016）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9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N0511009016 圖幅資訊 9520-4-015 湖水坑 

參考地籍 員草段 197 號 變異點面積 752.4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0964.00  N:265172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2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彰化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9/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堆積土石 

內容描述 堆置土石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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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公園、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第 11009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R261100905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9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R2611009051 圖幅資訊 9419-2-076 左鎮 

參考地籍 光和段 580-5 號 變異點面積 2358.9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186611.00  N:255122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6/1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0/0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公園、遊憩用

地、運動場地或軍事

訓練場 

內容描述 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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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墳墓 

第 11009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H091100901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9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H0911009012 圖幅資訊 9622-4-067 南坑 

參考地籍 南坑段 463 號 變異點面積 1125.3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5971.00  N:274847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4/20)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7/2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9/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墳墓 

內容描述 前已由市府水務局 6 月 29 日辦理會勘，後續以府水坡字第

11001825301 號函通知地主限期改正。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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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處理廢棄物 

第 11009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81100902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9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811009028 圖幅資訊 9521-3-069 北溝 

參考地籍 霧峰段北溝小段 8500

號 

變異點面積 597.7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1407.00  N:2663587.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5/2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9/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處理廢棄物 

內容描述 簡易布帆堆置雜物，水泥鋪面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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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其他開挖整地 

第 11009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K171100905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9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K1711009057 圖幅資訊 9521-1-017 石壁窩 

參考地籍 桂竹林段 86-401 號 變異點面積 2970.9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0127.00  N:270689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6/0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苗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0/0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開挖整地 

內容描述 開挖整地 

現地照片 

 

 

 



109 

變異類型—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第 11009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F011100907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9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F0111009075 圖幅資訊 9623-2-087 丹鳳 

參考地籍 壽山段 655 號 變異點面積 24571.7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90949.00  N:276959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5/02)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8/0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9/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內容描述 疑似未依核定水保計畫施工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未依規定期限改正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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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整坡作業 

第 11009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41100916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09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411009160 圖幅資訊 9520-4-090 初坑底 

參考地籍 江西林段籐湖小段 329-

4 號 

變異點面積 16027.5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2301.00  N:263151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7/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1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09/2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坡作業 

內容描述 經查南投縣竹山鎮江西林段籐湖小段 329-4、329-5、329-6 地號為農牧

用地，現場疑似未經核准動用機具開挖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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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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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違規農業使用 

第 11010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F081101012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F0811010128 圖幅資訊 9723-3-096 楓子林 

參考地籍 楓子林段楓子林小段

202 號 

變異點面積 534.4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314100.00  N:276707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7/2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9/0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0/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規農業使用 

內容描述 核准申請之農業資材室，惟疑似增鋪水泥鋪面(如衛星變異範圍)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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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超限利用 

第 11010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T2611010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T2611010004 圖幅資訊 9518-4-086 馬兒村 

參考地籍 安坡段 716-1 號 變異點面積 402.4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1881.00  N:252116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7/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9/0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屏東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0/2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超限利用 

內容描述 本筆地號土地係林業用地，疑似種植鳳梨。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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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開發建築用地 

第 11010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V061101001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V0611010011 圖幅資訊 9518-2-060 太麻里 

參考地籍 大王段 283 號 變異點面積 753.6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8907.00  N:250225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6/1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9/0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東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0/22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開發建築用地 

內容描述 現地為興建建物底座 1 個。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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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採取土石 

第 11010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0811010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0811010005 圖幅資訊 9521-4-080 貓仔坑 

參考地籍 圳寮段 48-8 號 變異點面積 5727.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2917.00  N:268906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2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0/2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採取土石 

內容描述 堆置砂石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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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修建道路或溝渠（鐵、公路） 

第 11010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N1911010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N1911010003 圖幅資訊 9520-4-035 仁和 

參考地籍 山腳段 1372 號 變異點面積 1622.1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0321.00  N:264429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1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6)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彰化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修建道路或溝渠(含

鐵、公路) 

內容描述 現地疑似鋪設水泥。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探礦、採礦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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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堆積土石 

第 11010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31101008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311010085 圖幅資訊 9520-1-001 平林 

參考地籍 平東段 52-1 號 變異點面積 918.6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5820.00  N:265412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7/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0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堆積土石 

內容描述 現況堆積土石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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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公園、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第 11010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N011101000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N0111010005 圖幅資訊 9521-3-072 大埔 

參考地籍 桃源段 1109 號 變異點面積 800.2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4168.00  N:266101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0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彰化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0/2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公園、遊憩用

地、運動場地或軍事

訓練場 

內容描述 設置建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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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墳墓 

第 11010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101101001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1011010012 圖幅資訊 9521-2-075 水長流 

參考地籍 水長流段 146-2 號 變異點面積 332.5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4928.00  N:266072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7/0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9/0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0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墳墓 

內容描述 施作水泥鋪面、水泥擋土牆及板模已成型正興建中似作私墓使用之構

造物。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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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處理廢棄物 

第 11010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61101001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611010015 圖幅資訊 9521-3-032 大肚 

參考地籍 榮華段 384-1 號 變異點面積 646.9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2892.00  N:267325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0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0/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處理廢棄物 

內容描述 堆積傾倒廢棄土石 

現地照片 

 

 

 



121 

變異類型—其他開挖整地 

第 11010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71101005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711010054 圖幅資訊 9521-3-024 東海大學 

參考地籍 遊園南段 49 號 變異點面積 576.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6900.00  N:267578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4/21)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0/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開挖整地 

內容描述 停車場使用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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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第 11010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81101005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811010058 圖幅資訊 9520-1-033 炭寮 

參考地籍 先驅段 3488 號 變異點面積 1990.4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0488.00  N:2645409.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6/09)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0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內容描述 疑似未依規定整地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未依規定期限改正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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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整坡作業 

第 11010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Q151101001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0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Q1511010013 圖幅資訊 9519-4-017 樂野(三) 

參考地籍 糞箕湖段 36-11 號 變異點面積 2123.4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4922.00  N:259616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0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8/29)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嘉義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0/23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坡作業 

內容描述 疑似未經申請進行整坡作業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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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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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違規農業使用 

第 1101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F021101105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F0211011057 圖幅資訊 9623-2-054 嘉寶 

參考地籍 大南灣段寶斗厝坑小段

231-12 號 

變異點面積 1267.7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3255.00  N:277838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0/1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2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規農業使用 

內容描述 鋪設混凝土地坪 堆放營建器具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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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超限利用 

第 1101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J151101103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J1511011037 圖幅資訊 9622-3-046 竹林 

參考地籍 竹林段 693 號 變異點面積 130.3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3024.00  N:27245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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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01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超限利用 

內容描述 鋪設水泥鋪面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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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開發建築用地 

第 1101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K141101106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K1411011067 圖幅資訊 9522-2-060 南莊 

參考地籍 四灣段 78-14 號 變異點面積 1148.7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48310.00  N:272279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5/2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0/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苗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開發建築用地 

內容描述 水泥鋪面、建物、整坡、闢平台、施作駁坎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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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採取土石 

第 1101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H071101102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H0711011024 圖幅資訊 9623-2-095 嶺頂 

參考地籍 塔寮坑段 749 號 變異點面積 2934.2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7263.00  N:276683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5/1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9/22)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採取土石 

內容描述 採取土石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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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修建道路或溝渠（鐵、公路） 

第 1101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81101104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811011041 圖幅資訊 9521-3-080 桐林 

參考地籍 霧峰段北溝小段 1-1812

號 

變異點面積 1840.9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2356.00  N:2662250.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0/0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2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修建道路或溝渠(含

鐵、公路) 

內容描述 疑似農路產業道路擴寬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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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探礦、採礦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堆積土石 

第 1101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1611011027）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1611011027 圖幅資訊 9521-3-032 大肚 

參考地籍 榮華段 289 號 變異點面積 2027.74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2991.00  N:267331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0/0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2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堆積土石 

內容描述 堆積土石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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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公園、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第 1101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131101113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1311011138 圖幅資訊 9621-3-087 廬山溫泉

(四) 

參考地籍 幼獅段 354-12 號 變異點面積 579.1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5332.00  N:265989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7/1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0/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2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公園、遊憩用

地、運動場地或軍事

訓練場 

內容描述 露營區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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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墳墓 

第 1101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N191101100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N1911011003 圖幅資訊 9520-4-035 仁和 

參考地籍 武東段 611 號 變異點面積 888.52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0756.00  N:2646017.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8/25)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0/0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彰化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1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墳墓 

內容描述 案地為武東段 611 地號，疑似設置墳墓。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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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處理廢棄物 

第 1101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041101100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0411011004 圖幅資訊 9521-4-086 新莊 

參考地籍 東山段 910 號 變異點面積 1896.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3006.00  N:268589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1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0/0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2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處理廢棄物 

內容描述 堆置廢棄物、設置鐵皮圍籬及 2 間鐵皮屋。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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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其他開挖整地 

第 1101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0911011030）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0911011030 圖幅資訊 9521-3-004 公明 

參考地籍 清雅段 14 號 變異點面積 1364.2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09065.00  N:2680878.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5/27)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0/03)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開挖整地 

內容描述 現場疑似開挖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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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第 1101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81101104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811011045 圖幅資訊 9520-1-032 仙洞坪 

參考地籍 先驅段 3018 號 變異點面積 1459.5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9443.00  N:264667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0/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2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內容描述 擋土牆、建物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未依規定期限改正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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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整坡作業 

第 11011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131101113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1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1311011132 圖幅資訊 9620-4-031 武界(三) 

參考地籍 武界段 1209 號 變異點面積 1800.58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51975.00  N:2644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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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0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1/1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坡作業 

內容描述 整坡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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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 期違規變異查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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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違規農業使用 

第 1101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F021101203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F0211012035 圖幅資訊 9623-2-064 雷公崎 

參考地籍 南勢埔段南勢埔尾小

段 30 號 

變異點面積 4874.15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84026.00  N:277540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1/0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新北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違規農業使用 

內容描述 放置營建材料 重型機具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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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超限利用 

第 1101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121101213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1211012131 圖幅資訊 9520-2-066 同富 

參考地籍 東埔段 110 號 變異點面積 2278.0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9121.00  N:260967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10/0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1/07)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超限利用 

內容描述 四季豆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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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開發建築用地 

第 1101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T2611012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T2611012002 圖幅資訊 9518-4-096 口社 

參考地籍 賽嘉段 761 號 變異點面積 437.1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1646.00  N:251687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9/04)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11/08)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屏東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10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開發建築用地 

內容描述 疑似違規建築。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採取土石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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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修建道路或溝渠（鐵、公路） 

第 1101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H0411012013）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H0411012013 圖幅資訊 9622-4-047 矮坪子 

參考地籍 東寧段 32 號 變異點面積 434.5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65266.00  N:275384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7/26) 

 

後期衛星影像 (Sentinel-2) 

拍攝日期 (2021/11/11)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桃園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14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修建道路或溝渠(含

鐵、公路) 

內容描述 本案疑似未經申請許可擅自鋪設水泥路面，本所另以山坡地違規使用

查報表函送水務局查處。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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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探礦、採礦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堆積土石 

第 1101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L0411012002）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L0411012002 圖幅資訊 9521-4-075 大缺 

參考地籍 海風段 1048 號 變異點面積 4248.36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10638.00  N:2688341.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2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1/1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09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堆積土石 

內容描述 回填土方後進行農業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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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公園、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第 1101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M0311012064）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M0311012064 圖幅資訊 9520-4-010 上城 

參考地籍 新南埔段 188-1 號 變異點面積 535.5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3955.00  N:265276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0/03)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11/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南投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18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設置公園、遊憩用

地、運動場地或軍事

訓練場 

內容描述 現況鐵皮建物，無法確定是否違規，請上級單位專業人士判斷。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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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設置墳墓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變異類型—處理廢棄物 

第 1101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T2411012045）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T2411012045 圖幅資訊 9517-2-084 欖仁溪 

參考地籍 林段 534 號 變異點面積 316.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1967.00  N:2438286.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07/1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10/30)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屏東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處理廢棄物 

內容描述 倒廢土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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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其他開挖整地 

第 1101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B081101201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B0811012018 圖幅資訊 9521-3-030 大坑 

參考地籍 大華段 904-5 號 變異點面積 1025.09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24455.00  N:2675475.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1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11/14)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15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開挖整地 

內容描述 土地為裸露地，疑似進行開挖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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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第 1101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K1511012018）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K1511012018 圖幅資訊 9521-1-035 南湖 

參考地籍 大窩段 331-1 號 變異點面積 930.77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6984.00  N:2699912.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拍攝日期 (2021/08/1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11/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苗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未依核定計畫施工 

內容描述 現況疑似未依計畫施作。 

現地照片 

 

變異類型—未依規定期限改正 

此類型無相關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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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類型—整坡作業 

第 11012 期山坡地變異（編號 AK1511012021）查證回報成果 

變異點資訊 

變遷期別 11012 期 監測類型 山坡地 

變異點編號 AK1511012021 圖幅資訊 9521-1-044 四份 

參考地籍 栗林北段 99 號 變異點面積 9815.01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 E:234477.00  N:2696693.00 

前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10/06)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拍攝日期 (2021/11/15) 

 
回報資訊 

權責單位 苗栗縣政府 查報日期 2021/12/16 

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坡作業 

內容描述 現況疑似未經申請開挖整地。 

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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