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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道路地下管線老舊，天然氣、油氣之地下輸送管線
破裂所引發之瓦斯氣爆或火災等公共危險事件可謂層出
不窮，引為社會各界關注訾議。 

為解決道路挖掘施工之安全維護管理問題，除應由既有
管線管理之改進著手，加強道路挖掘之協調、管制、監
測及執行外，應建立完整公共設施管線資訊系統，整合
道路地下各類管線之資訊作為管線單位查詢之依據，以
提昇公用事業之服務水準及安全，允為根本解決管線問
題最重要之長遠作法。 

緣由 
人手孔位置普

查 

雨水下水道 

污水下水道 

路燈電力 

交通號誌電力 

附屬設施物圖
資 

應用系統建置 

公共管線資料
庫 

公共設施管線人手孔及固定設施物位置測量（實際位置
測量）。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建置（管線圖資數化）。 

相關系統建置。 

主要工作項目 

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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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彙整建置 

 

協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提供GIS底圖及資訊專業建議 

 

各管線權管機關（權管圖資）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路燈、寬頻管道及共同管道圖資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雨水及污水下水道圖資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號誌圖資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路口監控圖資 

管線事業機關（構）：權管圖資（各類電力、電信、
天然氣及輸油管線及其附屬設施物等權管圖資） 

推動人力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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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設施管線人手孔及固定設施物位置測量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建置計畫 

彙整之各類型孔蓋、設施物等資料 

電力人孔 

中華電信手孔 

配電箱 電力桿 

電信交接箱 

路燈開關箱 路燈 

電信桿 

監視系統 

制水閥 地上消防栓 地下消防栓 

雨水人孔 污水人孔 瓦斯閥 

交通號誌手孔 寬頻手孔 中油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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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設施管線人手孔及固定設施物位置測量 

孔蓋及固定設施物實際位置測量 

設施物項目：人孔類         測量方式：以人孔中心為測量點，並噴漆 

設施物項目：電信箱座         測量方式：以基座三點為測量點(兩處長邊必測)，並噴漆在以箱 
座中心為測量點，並噴漆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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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設施管線人手孔及固定設施物位置測量 

設施物項目：路燈、電信桿、號誌桿(紅綠燈)     測量方式：菱鏡先置於桿類與儀器垂直方向之側邊時，
先取得測距，再將儀器移動角度至電桿中
心取得中心點 

設施物項目：閥類（包含制水閥、瓦斯閥等…）   測量方式：以閥類中心為測量點，並噴漆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建置計畫 

孔蓋及固定設施物實際位置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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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建置 

管線圖資數化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建置計畫 

依據實測資料、周遭街路、

或其他明確之地形地物，依

各權管單位之管線圖資資料

為參考，轉繪管線圖資至公

共設施管線資料庫。 

轉繪前 

轉繪後 

轉繪 



歷年計畫成果及系統應用情形 
88年：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前期規劃 

89年：公共管線資料庫建置案 

89年：台中市政府挖路聯合服務中心繪圖結算資料庫系統 

90年：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九十年度建置計畫案 

90年：道路違規查報系統及工程車輛派遣系統 

91年：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九十一年度建置案 

92年：九十二年度公共管線資料庫系統建置案 

93年：寬頻管道地理資訊收費系統軟硬體擴充採購案 

96年：統一挖補基金收支系統更新計畫 

96年：人手孔資料更新計畫 

98年：台中市政府98年度人手孔資料更新計畫 

100年：100年度臺中市管線管理系統更新及效能提升建置計畫 

102年：臺中市102年度公共設施管線資料調查暨系統更新擴充第1期計畫 

102年：102年臺中市寬頻管道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案 

103年：臺中市103年度公共設施管線資料調查暨系統更新擴充第2期 

104年：臺中市104年度公共設施管線資料調查暨系統更新擴充第3期計畫 

105年：臺中市105年度公共設施管線資料調查暨系統更新擴充第4期計畫 
9 

人手孔位置普
查 

雨水下水道 

污水下水道 

路燈電力 

交通號誌電力 

附屬設施物圖
資 

應用系統建置 

公共管線資料
庫 



項次 區名 年度 測量數 
1 中區 98 5,073 
2 東區 98 16,294 
3 南區 98 16,411 
4 西區 98 9,929 
5 北區 98 24,300 
6 西屯區 98 36,183 
7 南屯區 98 31,366 
8 北屯區 98 37,870 
9 大里區 102 26,402 
10 太平區 103 30,686 

11 
豐原區/潭
子區 

104 72,942 

12 龍井區 104 35,881 
13 大雅區 104 16,099 
14 烏日區 104 14,955 
15 烏日區 105 10,057 
16 大肚區 105 24,183 
17 大甲區 105 22,124 
18 清水區 105 11,112 

總數量(已完成) 44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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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計畫成果及系統應用情形 
都市計畫區建置面積比例=管線資
料於都市計畫區內建置面積／轄區
都市計畫區總面積=67.54% 

44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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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系統 

歷年計畫成果及系統應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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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挖掘便民資訊網 

歷年計畫成果及系統應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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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挖工程助理APP 

 

歷年計畫成果及系統應用情形 

QR Code掃描 施工照片拍攝 

案件定位 完工查驗 
管線資訊 

(系統管理者) 

搶修通報 

管障通報 13 

每日開工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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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管線查詢系統 

歷年計畫成果及系統應用情形 

緊急連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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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管線建置示範(期中階段) 

歷年計畫成果及系統應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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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管線建置示範(期中階段) 

歷年計畫成果及系統應用情形 

衝突分析 (穿越與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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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管線建置示範(期中階段) 

歷年計畫成果及系統應用情形 
兩階段補正設計 

屬性補正 空間疑義 衝突點分析 

 3D管線檢核分析 管線碰撞 

管線穿越 

管線最小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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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圖資更新及流通供應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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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中華民國105 年 04 月 20 日府授
法規字第1050076470號令。 

目的 

•加強本市道路挖掘管理，
並增進日後道路上公共設
施管線資料庫的更新；
「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
治條例」全文42條，自治
條例涉及道路挖掘申請許
可、開工申請、施工管理
及查驗、竣工報告等文件
提送與罰則。 

第六條  管線埋設人辦理道路挖掘應使用道路挖掘管理資
訊系統向建設局提出申請，經許可後，始得施工；其因配合
公共建設工程辦理遷移或埋設管線者，得併同該工程提出申
請。(節錄條文部分內容) 

第十七條  道路之新闢、拓寬及翻修或改善之相關資訊，公
共工程主辦機關應登錄於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並主動公
開之。 (節錄條文部分內容) 

挖掘申請相關條文 

第五條  管線埋設人應將所屬地下管線資料及平面、斷面
位置圖等有關圖資送交建設局建置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
(節錄條文部分內容) 

第九條  申請一般性挖掘、計畫性挖掘經許可者，管線埋設
人應利用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登入道路挖掘相關資料，並
檢附相關文件，向建設局提出申請。(節錄條文部分內容) 

開工登錄相關條文 

第十八條  管線埋設人取得挖掘道路許可書後，應於開工前
通知有關之里辦公處，並公告於施工路段，另由道路挖掘管
理資訊系統向建設局申報開工及施工情形，並依許可期限、
位置及面積施工。(節錄條文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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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圖資更新及流通供應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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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管線埋設人應於道路挖掘竣工後七日內至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申報竣工；並應於申報竣工完
成後三十日內，將挖掘施工之寬度、深度、回填材料、分層壓實、實驗報告、完工報告書、安全防
護設施及相關照片等資料製成電子檔，利用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報請建設局審查。 

  建設局接獲竣工報告後，得派員進行查(抽)驗，如查(抽)驗不合格，應限期改善。 

  前項有關道路挖掘工程竣工查驗抽驗標準作業要點由建設局另訂之。 

  管線埋設人應於道路挖掘竣工後三十日內，將竣工圖檔送交建設局，並以建設局指定之檔案格
式及精度上傳至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申報竣工。建設局並得回饋建置完成之圖資給原管線埋設人。 
(節錄條文部分內容) 

竣工申請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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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圖資更新及流通供應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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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管線機關(構)應於每年三月底前，檢討前年度配合路平人手孔調降、重劃區、新闢道
路、既有公共設施管線圖資及配合各種計劃型工程之管線埋設已異動而未更新部分之圖資，上傳至
本局道路挖掘管理系統。 

公告 
•中華民國103年7月17日中市建線字第

1030084731號函函頒。 

目的 
•辦理公共設施管線圖檔資料庫之調查、收集、
維護及流通管理事項，達資料共用共享之目的。 

部分條文 

第八條 管線機關(構)須保障圖檔品質，管線需連接至現有設施物上，本局得予以抽查，若圖檔
逾期上傳或不符測量精度要求，得通知管線機關(構)十日內補正。 

第七條 管線機關(構)進行管線設施之增設、更改、遷移及報廢等作業，應向主管機關申報異動。 

第九條 管線有異動之管線機關(構)，至少針對本局管線資料庫屬性資料之必要項目需求進行現
地調查及度量，以供製作圖資之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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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圖資更新及流通供應具體措施 

第十六條 管線機關(構)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該施工區範圍內公共設施管線圖檔，以辦理相關協調作業。  

第十七條 工程施工單位於施工前，得於管線管理系統中取得地下管
線現況資料，施工中若發現有系統未建檔的管線，應立即通知本局。
（節錄條文部分內容）  

第二十條 道路挖掘管理系統中之公共設施管線資料庫僅提供參考，
使用人引用時仍應查證或辦理試挖作業。 

3D管線建置示範完成後，預計可額外提供已完成公共設施管
線資料庫區域之「可能管障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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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圖資更新及流通供應具體措施 
道路挖掘對應圖資更新維護檢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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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之問題 

無管線圖資或屬性資料闕如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之建置，主要係針對現地人手孔
及其設施物位置測量調查，實際管線資料仍需由各管
線事業機關（構）提供，但針對營建署規範之基礎屬
性資料（如埋深），各單位之既有管線圖資大多無建
置其埋深或無竣工資料等問題，造成管線圖資屬性闕
如，無法完備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之完整性及正確性。 

為解決前揭屬性闕如問題，仍須各管線事業機關（構）
配合，規劃分年分期將屬性資料逐步補足。 

故本府建設局（路燈、寬頻管道及共同管道）交通局
（交通號誌）、水利局（雨水及污水下水道）及警察
局（路口監控）等主管機關，更須落實每年編列預算
辦理權管圖資建置更新，以完備臺中市公共設施管線
資料庫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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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推動 

依據整體規劃成果及營

建署考評委員意見，將原規

畫時程及地區考量縣市合併

後道路申挖案件頻繁程度進

行分年分期規劃，逐步完成

原縣區之都計區人手孔及設

施物位置量測與資料庫建置

作業。 

原縣區孔蓋設施測量及數化  
項次 區名 年度 測量數 項次 區名 年度 測量數 

1 中區 98 5,073 17 大甲區 105 22,124 
2 東區 98 16,294 18 清水區 105 11,112 
3 南區 98 16,411 19 清水區 106 47,203 
4 西區 98 9,929 20 沙鹿區 106 53,340 

5 北區 98 24,300 21 霧峰區  107 11,490 

6 西屯區 98 36,183 22 梧棲區 107 50,388 

7 南屯區 98 31,366 23 大安區 107 3,120 

8 北屯區 98 37,870 24 外埔區 107 3,577 

9 大里區 102 26,402 25  神岡區  107 32,983 

10 太平區 103 30,686 26  后里區  108 16,442 

11 
豐原區/
潭子區 

104 72,942 27 東勢區 108 22,892 

12 龍井區 104 35,881 28 石岡區 108 6,992 

13 大雅區 104 16,099 29  新社區  108 3,689 

14 烏日區 104 14,955 30  和平區  108 2,365 

15 烏日區 105 10,057 總數量(已完成) 441,867 
16 大肚區 105 24,183 總數量(剩餘數量預估) 254,481 

254,481 



25 

營建署中央補助建置僅針對都市

計畫區建置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並

無針對非都市計畫區建置，因臺中市

非都市計畫區之範圍廣大，爰預計以

彙整及套疊方式處理管線資料，雖位

置準確性較差，無法取代營建署規範

之現地調查方式，但仍可作道路挖掘

之協調或者道路使用費計算初步依據。 

尤其是敏感管線(油管、瓦斯管)，

申挖時可看出路段是否有油管、瓦斯

管，及埋在道路一側或兩側，是重要

施工協調因素。 

非都區圖資整理 

後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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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推動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建置－分年分期規劃 
 

     

※106年公共設施管線圖資建置預算計1,260萬元(含630萬元中央補助)，爰實

際計畫係依每年編列金額逐步建置都市計畫區之公共設施管線資料。 

※扣除106年預算，預估公共設施管線基礎圖資調查建置計畫尚須約8,450萬

6,000元整經費（都市計畫區：4,199萬元；非都市計畫區：4,200萬元； 

資料補正：516萬），才能將臺中市公共設施管線基礎圖資建置完成。 

年度 都市計畫區 非都區 資料補正 
總金額
(仟元) 

106 12,600 -- -- 12,600 
107 16,757 -- 116 16,873 
108 12,633 14,000 200 26,833 
109 -- 14,000 200 14,200 
110 -- 14,000 -- 14,000 

小計 41,990 42,000 516 8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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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地下管線錯綜複雜，分屬不同事業單位所

埋設，管理大不易，加上管線資料沒有詳實紀錄深度

資訊，導致三維管線管理系統難以建立，爰為解決管

線3D問題，尚須各權管機關（構）分年分期分區逐

步完備齊權管管線埋深等三維資訊，以期將地下管線

利用3D技術完整建置。 

本府建設局預計藉由已建置之公共設施管線資

料，於106年度推動分析各權管管線圖資與其他單位

重疊衝突處，要求有疑義之權管管線事業機關（構）

落實建置或更新其權管圖資，以逐步健全臺中市公共

設施管線資料庫。 

管線圖資完整性及正確性推動 

後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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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