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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管理策略

市區道路下方管線錯綜複雜，是維繫著都市運作的重要命脈，為了維護管理衍生出的道路施工，對市

眾日常生活造成重大影響，如何透過相關管線及道路管理政策，有效減少道路施工頻率，是市區道路管理

機關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內政部營建署為市區道路之中央主管機關，積極推動「公共管線資料庫」、「共同

管道」及「國營事業管線挖掘市區道路復舊考評」等 3項業務，以期解決道路頻繁開挖所衍生相關問題。

前言

我國都市人口非常集中，為了因應都會區民眾生

活，人口密集的區域也佈滿了電力、電信、自來水等維

生管線，而市區道路四通八達，自然成為維生管線佈設

位置的首選。早期的電力及電信纜線多採立桿方式沿著

道路兩旁設置，然而附掛於道路上空的纜線既不美觀，

在颱風來襲時也容易毀損，甚至掉落導致民眾受傷。民

國 105年尼伯特颱風重創臺東，其中架空之電力、電信

等纜線損壞非常嚴重，在修復前影響民眾日常生活，也

引起了現有架空纜線應全數下地的討論。近年來國內都

會地區的纜線已多採地下埋設方式，確保了相關維生管

線的服務品質，也還給都市乾淨的天際線。

纜線的埋設及下地後的維護更新，必須進行道路開

挖，頻繁的道路挖掘成為現代都會區的公害，其所衍生

出的施工噪音、空氣汙染、交通堵塞、用路人的傷亡甚

至因誤挖其他管線造成相關工安事故等均時有所聞，該

如何解決相關問題便成為了道路管理的重要課題。本篇

僅以「公共管線資料庫」、「共同管道」及「國營事業管

線挖掘市區道路復舊考評」等 3個面向的政策推動，說

明內政部營建署在降低道路開挖頻率或是避免道路開挖

等政策的推動情形。

公共管線資料庫

計畫緣起

民國 79年內政部奉行政院指示成立「國土資訊系

統推動小組」推動相關業務，並配合成立「公共設施

管線資料庫分組」（由內政部營建署擔任分組召集單

位），負責推動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建置。接著分別

配合「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99

年）、「時空資訊雲落實智慧國土─內政圖資整合應用

計畫（105 ~ 109年）」及「邁向 3D智慧國土─內政地

理資訊 3D化推動計畫（110 ~ 114年）」等計畫，分年

推動公共管線資料庫管理供應系統建置及擴充。

推動架構

內政部營建署為「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公共設

施管線資料庫分組」召集單位，負責政策制定、計畫

補助、查核考評及整合示範；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為市區道路主管機關，負責法規訂定、圖資建置、系

統管制及營運管理；各管線單位負責圖資供應、更新

補正及共享資訊（如圖 1）。

市區道路 公共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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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歷程

為整合公共設施管線資料格式以利資料流通運用，

自計畫推動以來，陸續訂定相關標準及規範。內政部

於 105年整合過去制定之標準制度及規範，頒布「公共

管線資料標準（含 GML格式）」，之後為因應管線資料

庫運用需求，於 109年新增三維化標準及工業用管線類

別，頒定「公共管線資料標準（第二版）」（如圖 2）。

圖 1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推動架構

圖 2   資料格式標準制定歷程

圖 3   圖資建置更新流程

圖 4   109年度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研討會暨頒獎典禮

系統永續發展，也訂有圖資更新流程，供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參考納入相關行政參考（如圖 3）。為確保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執行公共管線資料庫相關業務

成效，內政部營建署每年至全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進行考評作業，對於績優之機關、單位及個人，頒

發獎項以玆鼓勵（如圖 4和圖 5）。

自民國 99年起，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建置管線資料庫，為了管控各地方政府之

執行績效，除了積極建置管線資料，為了整體資料庫

推動成果

目前已補助 21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臺北市歷

年未申請補助，以自籌經費辦理相關業務）進行整體規

劃、公共設施管線調查及管線資料庫管理供應系統建

置。各縣（市）均籍由分年分期之推動計畫積極進行公

共設施管線資料庫之建置，目前全國都市計畫區內 8公

尺以上道路均已完成公共管線資料庫之建置，全國 22

縣市之道路挖掘管理系統均已上線運作，實現公共設施

管線管理資訊化目標。而公共管線資料庫建置後，其資

料品質為整體運作效率及系統永續發展之重要關鍵，各

地方政府均要求管線單位於道路挖掘施工後應盡速申報

完工並辦理圖資更新，經過近年來中央及地方共同努力

下，相關績效均有顯著提升（如圖 6）。另目前 6都均有

推動道路挖掘案件整合機制，以減少挖掘案件量，經統

計 105年至 110年數據，6都經推動挖掘整合減少之道

路挖掘案件數合計達 4萬 1,004件（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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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管道

共同管道定義

設於地面上、下，用於容納二種以上公共設施管

線之構造物，即為共同管道，而所謂的公共設施管

線，就是電力、電信、自來水、下水道、瓦斯、有線

電視、網路等供民眾使用之管線。其概念就是在道路

下方（或上方，例如高架橋梁）預先保留空間供管線

佈設，以避免日後道路開挖。

共同管道之型式依其收容管線之性質，可分為幹

管及供給管兩大類，分別說明如下：

1. 幹管：主要收容不直接供應服務沿線地區之主電

纜或主幹管，一般多設置於車道下方，管道內需

留設工作空間並設置監控、照明、排水及通風等

設備（如圖 8）。

2. 供給管：由幹管分出與用戶連結之供給管線設施，大

多設置於人行道或慢車道下方，其種類分為支管、

電纜溝及纜線管路等 3類（如圖 9），說明如下：

(1) 支管：收容直接服務沿線地區之管線，即供應

用戶之管線，如自來水、電力及瓦斯等，此類

管道通常設於人行道下方，管道內常需考慮工

作人員之作業空間、通風及抽水設備等。

(2) 電纜溝：為解決電力、電信架空電纜地下化之

專用管道，一般多設於人行道下方，工作人員

圖 5   109年度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考評成績

圖 6   105 ~ 110年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各項指標達成率

圖 7   105 ~ 110年 6都整合挖掘案件數 圖 8   幹管相關構造型式

圖 9   供給管相關構造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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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開設置於人行道之蓋板即可作業，通常僅留

設工作人員作業空間。

(3) 纜線管路：纜線管路可埋設於車道下方，所收

納之管線為直接供應道路兩旁使用之所有纜線

類管線，包含路燈、有線電視、行動電話、固

網、電信及電力等。

共同管道相關法規

為了改善都市區域道路因管案設置或維護，造成

道路頻繁挖掘等問題，內政部營建署著手推動共同管

道建設，並訂定相關法規（如表 1）。

國營事業挖掘市區道路復舊考評

考評計畫背景概述

依據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21次委員會議決

議：「道路不平易遭致民怨，道路回填品質應回歸國營

事業自行掌控」，且依「僅能有色差，不得有高低差」

原則管控回填工程品質，並委由內政部營建署辦理相

關國營管線事業單位挖掘市區道路回填復舊考評。

另依據 102年至 110年全國道路挖掘案件數量統計

（如表 3）[2]，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自來水股份

有限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等主要國（公）營管線

單位之挖掘案量計 62萬 3,923件，相當於全國道路開

挖案件之 79.62%。本考評計畫即以挖掘數量占大宗之

相關國（公）營管線單位作為考評對象。

考評組織

「考評小組」由內政部營建署召集專家學者與政

府相關部門代表組成。內政部營建署指派 1位（召集

人或副召集人，不參與評分）；另聘請熟悉道路挖掘施

工、道路管理政策及法規之專家學者 3位；政府部門

委員包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法務部、經濟部及

交通部各 1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代表 1位。

另為力求考評作業一致性，考評作業除採標準作

業及表單外，每場次出席委員人數應達組成名單總人

數二分之一，考評委員組成如表 4所示。

表 2   共同管道建設成果

圖 10   106 ~ 110年共同管道系統公告長度

圖 11   106 ~ 110年共同管道建設經費

表 1   共同管道相關法規

法規名稱 施行日期 備註

共同管道法 民國 89年 6月 14日 全文 34條
共同管道法施行細則 民國 90年 12月 28日 全文 14條
共同管道建設及管理經費分攤辦法 民國 90年 12月 19日 全文 6條

共同管道系統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
之使用程序使用範圍界線劃分登記
徵收及補償審核辦法

民國 91年 5月 1日 全文 9條

共同管道工程設計標準 民國 92年 5月 9日 全文 18條
共同管道工程設計規範 民國 108年 9月 3日 共計 4章

共同管道建設推動成果

依據共同管道法第 11條規定，「新市鎮開發、新

社區開發、農村社區更新重劃、辦理區段徵收、市地

重劃、都市更新地區、大眾捷運系統、鐵路地下化及

其他重大工程應優先施作共同管道」，歷年來內政部營

建署偕同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積極推動共同管道

建設，於民國 106年起藉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提

升道路品質」計畫經費的補助，協助各直轄市與縣、

市政府完成整體規劃及相關建設，截至 110年底，全

國已公告之共同管道系統總長度計 4,362.425公里，其

中已建設完成共同管道長度計 2,642.507公里，投入經

費逾 800億元，如表 2、圖 10、圖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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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考評委員組成

職稱 實際考評建議人數 代表機關或單位

召集人 /副召集人
（不參與評分）

1人 內政部營建署

專家學者委員 3人 專家學者

行政部門委員

4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法務部、經
濟部、交通部

1人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考評內容

由考評委員依據考評會議當日「政策考評」簡報內

容、佐證資料及「現地抽驗」結果進行各考評路段管

線工程挖掘道路施工回填復舊品質之評分，其中「政

策考評」佔 50%；「現地抽驗」佔 50%。相關評分標準

說明如下：

1. 「政策考評」（50％）評分項目

(1) 配合道路管理政策之行政作為（15％）。

(2) 瀝青面層厚度及壓實度 /混凝土面層厚度及抗

壓強度（5％）。

(3) 裁罰案件率及民眾投訴案件處理情形（5％）。

(4) 道路挖掘管理系統案件完整性檢視（12％）。

(5) 其他配合政策作為（13％）。

2. 「現地抽驗」（50％）評分項目

(1) 路面平整度檢測（30％）。

(2) 目視考評（20％）

考評成果

本考評自 108年起試辦，109年考評內容修正後近

於完備，經分析 109年與 110各受評管線單位得分趨

勢，多數管線單位得分為進步，顯見各管線單位對於

相關政策更加重視，各地方政府亦表示管線單位之配

合度有所提升（如圖 12和圖 13）[2]。

另在政策考評中各項評分之分析，大多呈現進步

之趨勢（如圖 14）[2]，除了道路施工回填工程之品質提

圖 12   109 ~ 110年政策考評分數趨勢

圖 13   109 ~ 110年現地抽驗分數趨勢

表 3   102 ~ 110年主要管線單位道路挖掘案量

資料來源：營建署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考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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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面壽命，正所謂「路大多不是走壞的，而是挖壞

的」；且道路施工造成的交通壅塞、意外事故等，都

是難以估算的社會成本。而透過建置「公共管線資料

庫」建立完整之管線圖資，增進道路施工安全，並有

效整合挖掘，達到「減挖」之成效，同時推動「共同

管道」建設，完整規劃各公共管線之配置及系統路

網，達到「免挖」之成效，並搭配「國營事業挖掘市

區道路復舊考評」，直接督促管線單位以達到政策「落

實」之效果。內政部營建署藉由上述 3項政策的推

動，力求落實道路施工品質提升，降低市區道路的開

挖頻率，提升整體道路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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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09 ~ 110年政策考評細項分數趨勢

升外，各管線單位對於各項政策推動之配合，是道路

服務品質提升的關鍵因素。

結語

市區道路交通繁忙，道路頻繁挖補除了降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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