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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水道設施各資料細項空間關聯性說明 

  下水道資料在空間是以管線相連方式相連結，符合 GIS 空間資料 Net 

Working 模式，也就是 Link-Node 模式，連接線(Link)所代表下水道物件可為管

線、明溝，結點(Node)所代表之下水道物件可為人孔、陰井等，因此下水道空

間佈設範例如下圖所示： 

 

圖 下水道物件空間關聯圖 

 

  每一管線之起點及終點都必須為人孔(Node)，但實際部分管線接點並未有

真實人孔，為能滿足日後水理分析及上下游溯功能，在概化過程中應適度加入

虛人孔以滿足 Link-Node 關係，此外在明溝部分，雖然物件型態為 Link，但實

際在 1/1000 地形圖上已有相當之寬度，資料建置單位除 Link 模式外可考慮以

封閉區域(Polygon)另行建置圖層，相關圖層資此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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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料庫各項名稱與縮寫代碼彙整 

名稱 縮寫代碼  名稱 縮寫代碼 

類別 CAT  孔/管頂高程 TLE 

型式 TYP  孔/管底高程 BLE 

編號 NUM  集水區 CATCH 

上游 US  集水井 CP 

下游 DS  集留時間 SRT 

人孔 MH  集水區頻率公式 FORM 

管線 PI  抽水站 PUMP 

連接管 CPI  面積 AREA 

陰井 CB  容量 VOL 

涵管 CUL  水位 WL 

座標 X / Y  揚程 HEAD 

雨水下水道 SSEW  堤頂 BANK 

污水下水道 SEW  閘門 GATE 

寬度 WID  貯留設施 / 滯洪池 DTP 

高度 HEI  照片 PIC 

長度 LENG  道路 ROAD 

深度 DEP  縣市 CITY 

管徑 DIA  地址 ADD 

材質 MAT  行政區 DIST 

入流管 IPI  建築物 BD 

出流管 OPI  用戶 USER 

坡度 SLOP  自來水號 WNUM 

跌水 FALL  規劃案 PLAN 

流量 FLOW  設計案 DES 

流速 VELO  工程 CONS 

高程 LE  竣工日期 CONS_DATE

地面高程 GLE  輸入日期 KEYIN_DATE

   備註 NOTE 
  



3 

三、 人孔及管線資料編碼原則建議 

 
管線人孔編碼方式建議以縣市為單位，各縣市於施工階段所採行之人孔管

線流水號應避免於各標別中重複，各縣市於規劃、設計或施工階段均可採行自

訂之編碼方式，確保其唯一性，以利資訊系統加值應用。 

 
下述編碼原則僅供尚未設定編碼原則之縣市做為編訂參考： 

 

項目 編碼說明 編碼範例 

人孔 
縣市代碼－(工程編號或 1/1000 圖幅) 

－流水號 
10019-(A1030255-) A019 

管線 
縣市代碼－(工程編號或 1/1000 圖幅) 

－上游人孔流水號－下游人孔流水號 
10019-(A1030255-) A019-A018

 

註 1：此工程編號或 1/1000 圖幅僅供參考，非必要字串，其係各縣市政府為每

一工程案件編訂之具唯一性、可供識別之代號，建議以數字及英文字

母(排除”-“符號)所組成。 

註 2：人孔、集水井之流水號原則由下游向上游遞增，建議編列 3 碼文數字，

並自 001 開始編碼，流水號不可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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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縣市代碼及名稱對照表 

 

縣市代碼 縣市名稱 備註 

63 臺北市  

64 高雄市  

65 新北市 原台北縣五都合併後更名 

66 臺中市  

67 臺南市  

68 桃園市 原桃園縣升格後更名 

10002 宜蘭縣  

10004 新竹縣  

10005 苗栗縣  

10007 彰化縣  

10008 南投縣  

10009 雲林縣  

10010 嘉義縣  

10013 屏東縣  

10014 臺東縣  

10015 花蓮縣  

10016 澎湖縣  

10017 基隆市  

10018 新竹市  

10020 嘉義市  

09007 連江縣  

09020 金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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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管線材質列表 

 

英文代號 中 文 對 照 

RCP 鋼筋混凝土管 

DIP 延性鑄鐵管 

PSCP 預力混凝土管(pscp) 

PCCP 鋼襯預力混凝土管 

GFRPP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管 

PVCP 聚氯乙烯塑膠硬質管 

PRCP 樹脂混凝土管 

RCCP 鋼襯混凝土管 

VCP 瓷化黏土管 

HDPEP 高密度聚乙烯塑膠管 

ABSP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膠管 

PVCPEP 內襯聚乙烯之聚氯乙烯塑膠管 

PVCRCP 內襯聚氯乙烯鋼筋混凝土管 

JRCP 推進施工法用鋼筋混凝土管 

HPVCP 耐衝擊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 

其他 X X 管 

註：建檔單位可視實際使用管材新增其英文代號及中文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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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污水下水道(804010)資料清單及格式說明 

 

資料類別 資料名稱 
工作表/目錄 

名稱 
檔案類型 

公

共

管

線 

1. 下水道設計資料庫 
1.1 污水設計管線(102) 804010102 

*.xls 
左列各項資料表

格須編定於同一

excel 檔案內之

各指定名稱工作

表中 

1.2 污水設計人孔(202) 804010202 

2. 下水道竣工資料庫 

2.1 污水竣工管線(103) 804010103 

2.2 污水竣工人孔(203) 804010203 

2.3 巷道連接管(104) 804010104 

2.4 陰井(204) 804010204 

用

戶

接

管 

3. 用戶營運管理資料庫 

3.1 用戶接管資料(508) 804010508 

*.xls 
左列各項資料表

格須編定於同一

excel 檔案內之

各指定名稱工作

表中 

3.2 用戶接管卡檔案 

\用戶接管卡 

用戶接管卡包含用戶接

管卡、用戶接管竣工平

面圖、用戶接管竣工照

片等 3 文件需合併為單

一 PDF 檔案 

*.pdf 

4. 其他附件檔 

4.1 竣工圖 \人孔管線竣工圖 *.pdf 

4.2 人孔展開圖檔 \人孔展開圖 *.pdf 

4.3 人孔點支距圖檔 \人孔點支距圖 *.pdf 

4.4 污水規劃報告 \污水系統規劃報告 *.pdf 

註 1：檔案類型所訂之*.xls 係為 Microsoft 公司之 Excel 軟體所產製之檔案格式，資料輸

入內容禁止儲存格公式連結，各項資料表格須編定於指定名稱工作表中。 

註 2：「用戶接管卡檔案」以每個用戶接管標案 1 個檔案為原則，應將該標案內所有的用

戶接管卡建置於同一檔案內，其檔名以用戶接管標案命名(例如”用戶接管 1 標”)。
用戶接管卡包含用戶接管卡、用戶接管竣工平面圖、用戶接管竣工照片等 3 文件需

合併為單一 PDF 檔案。 

註 3：「竣工圖」以每個集污區(或工程標案)各 1 個檔案為原則，其檔名以集污區名稱(或
工程標案名稱)命名。 

註 4：「人孔展開圖檔」及「人孔點支距圖檔」以每個人孔各 1 個檔案為原則，其檔名以

人孔編號命名(例如”66023356-7.xxx”)。 

註 5：「人孔點支距圖檔」範例請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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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污水設計管線（102）- 804010102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管線編號 PI_NUM 文字 依據人孔及管線資料編碼原則 

上游人孔編號 US_MH 文字 與現有污水人孔(設計)編號相符，不得空白

下游人孔編號 DS_MH 文字 與現有污水人孔(設計)編號相符，不得空白

管線類別 SEW_CAT 文字 
01：主幹管，02：次幹管，03：支管，04：

分管，05：其他 

管線型態 PI_TYP 文字 管線型態：0:重力管，1:壓力管 

管線長度 PI_LENG 數字(整數4位 小數2位) 單位:公尺 

管線材質 PI_MAT 文字 請參考第四章附表 

管線類型 PI_CAT 文字 1：剛性管，2：撓性管 

使用內襯 PI_INR 文字 1：有，2：無 

使用年限 PI_LIF 數字(整數2位 ) 單位:年 

管徑 DIA 數字(整數5位) 單位:公厘 

坡度 SLOP 數字(小數5位)   

上游管底高程 US_BLE 數字(整數4位 小數2位) 單位:公尺 

下游管底高程 DS_BLE 數字(整數4位 小數2位 單位:公尺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竣工日期 CONS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資料輸入日期 KEYIN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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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污水設計人孔（202）- 804010202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人孔編號 MH_NUM 文字 依據人孔及管線資料編碼原則 

人孔中心X坐標 X 數字(整數 6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人孔中心Y坐標 Y 數字(整數7位 小數3位) 單位:公尺（TWD97） 

人孔型式 MH_TYP 文字 

01：主幹管人孔，02：次幹管人孔，

03：支管人孔，04：分管人孔，05：其

他 

人孔頂高程 MH_TLE 數字(整數4位 小數2位) 單位:公尺 

人孔深度 MH_DEP 數字(整數4位 小數2位) 單位:公尺 

人孔蓋尺寸(長度) MH_LENG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 

人孔蓋尺寸(寬度) MH_WID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竣工日期 CONS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資料輸入日期 KEYIN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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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污水竣工管線（103）- 804010103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管線編號 PI_NUM 文字 依據人孔及管線資料編碼原則 

上游人孔編號 US_MH 文字 
與現有污水人孔(竣工)編號相符，不得

空白 

下游人孔編號 DS_MH 文字 
與現有污水人孔(竣工)編號相符，不得

空白 

管線類別 SEW_CAT 文字 
01：主幹管，02：次幹管，03：支管，

04：分管，05：其他 

管線型態 PI_TYP 文字 管線型態：0:重力管，1:壓力管 

管線長度 PI_LENG 數字(整數4位 小數2位) 單位:公尺 

管線材質 PI_MAT 文字 請參考第四章附表 

管線類型 PI_CAT 文字 1：剛性管，2：撓性管 

使用內襯 PI_INR 文字 1：有，2：無 

使用年限 PI_LIF 數字(整數2位 ) 單位:年 

管徑 DIA 數字(整數5位) 單位:公厘 

坡度 SLOP 數字(小數5位)  

上游管底高程 US_BLE 數字(整數4位 小數2位) 單位:公尺 

下游管底高程 DS_BLE 數字(整數4位 小數2位) 單位:公尺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工程編號 CONS_ID 文字  

工程名稱 CONS_TIT 文字  

承包廠商 CONS_NAME 文字  

竣工日期 CONS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資料輸入日期 KEYIN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註：若該管線上下游連結至既有人孔(陰井)，則須於資料表補齊該既有人孔(陰井)之編號及

座標等相關資訊，以利管線屬性資料關聯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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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污水竣工人孔（203）- 804010203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人孔編號 MH_NUM 文字 依據人孔及管線資料編碼原則 

人孔中心X坐標 X 數字(整數 6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人孔中心Y坐標 Y 數字(整數7位 小數3位) 單位:公尺（TWD97） 

人孔型式 MH_TYP 文字 
01：主幹管人孔，02：次幹管人孔，03：

支管人孔，04：分管人孔，05：其他 

人孔頂高程 MH_TLE 數字(整數4位 小數2位) 單位:公尺 

人孔深度 MH_DEP 數字(整數4位 小數2位) 單位:公尺 

人孔蓋尺寸(長度) MH_LENG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 

人孔蓋尺寸(寬度) MH_WID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工程編號 CONS_ID 文字  

工程名稱 CONS_TIT 文字  

承包廠商 CONS_NAME 文字  

竣工日期 CONS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資料輸入日期 KEYIN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照片 PIC 文字 竣工人孔照片檔名 

展開圖 MH_EXVIEW 文字 人孔展開圖檔名 

點支距圖 MH_MARK 文字 人孔點支距圖檔名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11 

2.3  巷道連接管（104）- 804010104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連接管編號 CPI_NUM 文字 連接管編號不可重複 

上游陰井編號 US_CB 文字 
與現有污水人孔(竣工)編號相符，不

得空白 

下游陰井編號 DS_CB 文字 
與現有污水人孔(竣工)編號相符，不

得空白 

管線型態 PI_TYP 文字 管線型態：0:重力管，1:壓力管 

管線材質 PI_MAT 文字 請參考第四章附表 

管線類型 PI_CAT 文字 1：剛性管，2：撓性管 

使用內襯 PI_INR 文字 1：有，2：無 

使用年限 PI_LIF 數字(整數2位 ) 單位:年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工程編號 CONS_ID 文字  

工程名稱 CONS_TIT 文字  

管徑 DIA 數字(整數5位) 單位:公厘 

管線長度 PI_LENG 數字(整數 6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資料建檔日期 KEYIN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註：若該管線上下游連結至既有人孔(陰井)，則須於資料表補齊該既有人孔(陰井)之編號及

座標等相關資訊，以利管線屬性資料關聯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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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陰井（204）- 804010204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陰井編號 CB_NUM 文字 依據人孔及管線資料編碼原則 

陰井中心X坐標 X 數字(整數 6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陰井中心Y坐標 Y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下游陰井(人孔)編號 DS_CB_NUM 文字  

陰井型式 CB_TYP 文字 01：一般陰井，02：接管箱，03：清除孔

地面高程 G_LE 數字(整數4位 小數2位) 單位:公尺(整數4位 小數2位) 

陰井深度 CB_DEP 數字(整數4位 小數2位) 單位:公尺(整數4位 小數2位) 

陰井蓋尺寸(寬度) CB_WID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 

陰井蓋尺寸(長度) CB_LENG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工程編號 CONS_ID 文字  

工程名稱 CONS_TIT 文字  

承包廠商 CONS_NAME 文字  

竣工日期 CONS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資料輸入日期 KEYIN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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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用戶接管資料（508）- 804010508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代表 
地址 

區鄉鎮 DIST 文字  

村里 VILLAGE 文字  

路段 ROAD 文字  

巷 LANE 文字  

弄 ALLEY 文字  

號 NUM 文字  

樓 FLOOR 文字  

之 OF 文字  

建物用途 BD_USAGE 文字 
建物用途：01一般用途、02住商混合、03商
業、04事業、05學校、06機關、07其他 

建物每日平均流量 BD_FLOW 文字 
每戶以 2.88 人計算，每人每日污水量 200
公升 

樓層數 FLOORS 文字  

戶數 HOUSEHOLDS 文字  

用戶接管卡編號 CARD_NUM 文字  

用戶接管卡檔名 CARD 文字 
*用戶接管卡包含：用戶接管卡、用戶接

管竣工平面圖、用戶接管竣工照片等3文
件需合併為單一PDF檔案 (詳範例) 

用戶 建物名稱 BD_NAME 文字  

用戶自來水水號 WATER_NUM 文字  

用戶位置X坐標 X 數字(整數 6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用戶位置Y坐標 Y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接入陰井編號 CB_NUM 文字  

建照號碼 BD_NUM 文字  

工程編號 CONS_ID 文字  

工程名稱 CONS_TIT 文字  

承包廠商 CONS_NAME 文字  

竣工日期 CONS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格式，例如西元 2007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資料輸入日期 KEYIN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格式，例如西元 2007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註： 

1.用戶接管卡包含用戶接管卡、用戶接管竣工平面圖、用戶接管竣工照片等 3 文件需合併為

單一 PDF 檔案 (詳 3.3 各範例)。 

2.各縣市可依據自行訂定之表格彙整之，唯需包含上述 3 文件並合併於單一 PDF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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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用戶接管卡檔案  (用戶接管卡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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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用戶接管卡檔案  (用戶接管竣工平面圖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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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用戶接管卡檔案  (用戶接管竣工照片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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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雨水下水道(804020)資料清單及格式說明 

 

資料類別 資料名稱 
工作表/目錄 

名稱 
檔案類型 

1. 下水道規劃資料庫 
1.1 雨水規劃管線(101) 804020101 

*.xls 

左列各項資料表

格須編定於同一

excel 檔案內之各

指定名稱工作表

中 

1.2 雨水規劃人孔(201) 804020201 

2. 下水道竣工資料庫 

2.1 雨水竣工管線(102) 804020102 

2.2 雨水竣工人孔(202) 804020202 

2.3 連接管(103) 804020103 

2.4 集水井(204) 804020204 

2.5 抽水站設施(302) 804020302 

2.6 主集水分區(401) 804020401 

2.7 貯留設施/滯洪池(501) 804020501 

2.8 雨水側溝(601) 804020601 

3. 其他附件檔 

3.1 人孔展開圖檔 人孔展開圖\ *.pdf 

3.2 人孔點支距圖檔 人孔點支距圖\ *.pdf 

3.3 雨水系統台帳圖檔 台帳圖\ *.pdf 

3.4 人孔現場照片記錄檔 人孔照片\ *.jpg 

 

註 1：檔案類型所訂之*.xls 係為 Microsoft 公司之 Excel 軟體所產製之檔案格式，資料輸

入內容禁止儲存格公式連結，各項資料表格須編定於指定名稱工作表中。 

註 2：「人孔展開圖檔」、「人孔點支距圖檔」及「人孔現場照片記錄檔」以每個人孔各 1
個檔案為原則，其檔名以人孔編號命名(例如”66022641-9.xxx”)；「人孔現場照片記

錄檔」應儲存為 JPEG影像檔案格式（*.jpg），不論採用照片掃描方式或使用數位像

機直接拍攝數位影像檔，其成果影像檔之解析度皆不得小於 1024×768 像素。 

註 3：「雨水系統台帳圖檔」以每個集水區(或工程標案)各 1個檔案為原則，其檔名以集水

區名稱(或工程標案名稱)命名。 

註 4：貯留設施/滯洪池為雨水系統蒐集範圍內之貯留滯洪設施，不包含建築設備設置之

貯留設施。 

註 5：「人孔點支距圖檔」範例請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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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雨水規劃管線（101）- 804020101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管線類別 SSEW_CAT 文字 
01：主幹管，02：次幹管，03：分支管，

04：連接管，05：其他(無法判定) 

管線編號 PI_NUM 文字 依據人孔及管線資料編碼原則 

上游人孔編號 US_MH 文字 與現有雨水人孔(規劃)編號相符，不得空白

下游人孔編號 DS_MH 文字 與現有雨水人孔(規劃)編號相符，不得空白

管線型式 PI_TYP 文字 

01：單孔箱涵，02：雙孔箱涵，03：三孔

箱涵，04：四孔箱涵，05：單孔管涵，

07：其他，99：明溝斷面 

管線寬度 PI_WID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管線高度 PI_HEI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管線長度 PI_LENG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人孔頂路面寬度 ROAD_WID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管線材質 PI_MAT 文字 請參考第四章附表 

管線坡度 PI_SLOP 數字(小數 5 位)  

設計流量 DES_FLOW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2 位) 單位：立方公尺/秒 

設計流速 DES_VELO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秒 

上游管底高程 US_BLE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下游管底高程 DS_BLE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集水區編號 CATCH_NUM 文字  

資料輸入日期 KEYIN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格式，例如西元 2007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規劃案編號 PLAN_ID 文字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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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雨水規劃人孔（201）- 804020201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人孔編號 MH_NUM 文字 依據人孔及管線資料編碼原則 

人孔中心X坐標 X 數字(整數 6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人孔中心Y坐標 Y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道路名稱 ROAD_NAME 文字  

人孔深度 MH_DEP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人孔蓋型式 MH_TYP 文字 0：圓形，1：矩形 

人孔蓋尺寸(長度) MH_LENG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 

人孔蓋尺寸(寬度) MH_WID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 

最大跌水高度 FALL_MAX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人孔頂高程 MH_TLE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資料輸入日期 KEYIN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規劃案編號 PLAN_ID 文字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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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雨水竣工管線（102）- 804020102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管線類別 SSEW_CAT 文字 請輸入下列數字代碼:1：主幹管，2：次幹管，3：分

支管，4，連接管，5：其他(無法判定) 

管線編號 PI_NUM 文字 依據人孔及管線資料編碼原則 

上游人孔編號 US_MH 文字 與現有雨水人孔(竣工)編號相符，不得空白

下游人孔編號 DS_MH 文字 與現有雨水人孔(竣工)編號相符，不得空白

管線型式 PI_TYP 文字 

請輸入下列數字代碼: 
1：單孔箱涵，2：雙孔箱涵，3：三孔箱涵，4：四孔

箱涵，5：單孔管涵，7：其他，98：有蓋明溝斷面，

99：無蓋明溝斷面 

管線頂寬度(直徑) PI_WIDT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若為圓形管線則填寫直徑，若為箱涵/明溝

斷面則填寫頂部寬度 

管線底寬度 PI_WIDB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若為圓形管線此欄不需填寫，若為箱涵/明
溝斷面則填寫底部寬度 

管線高度 PI_HEI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單位:公尺 

管線長度 PI_LENG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單位:公尺 

管線材質 PI_MAT 文字 請參考第四章附表 

管線坡度 PI_SLOP 數字(小數 5 位)  

設計流量 DES_FLOW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2 位)單位：立方公尺/秒 

設計流速 DES_VELO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2 位)單位：公尺/秒 

上游管底高程 US_BLE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單位:公尺 

下游管底高程 DS_BLE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單位:公尺 

集水區編號 CATCH_NUM 文字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工程編號 CONS_ID 文字  

工程名稱 CONS_TIT 文字  

承辦機關 CONS_DEPT 文字  

承包廠商 CONS_NAME 文字  

竣工日期 CONS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資料輸入日期 KEYIN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註： 

1. 若該管線上下游連結至既有人孔(陰井)，則須於資料表補齊該既有人孔(陰井)之編號及座

標等相關資訊，以利管線屬性資料關聯對應。 

2. 明溝段上下游人孔編號以測量點替代，測量節點以 40~50 公尺及地形變化處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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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雨水竣工人孔（202）- 804020202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人孔編號 MH_NUM 文字 依據人孔及管線資料編碼原則 

人孔中心X坐標 X 數字(整數 6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人孔中心Y坐標 Y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道路名稱 ROAD_NAME 文字  

人孔深度 MH_DEP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人孔型式 MH_TYP 文字 
0：圓形，1：矩形，2：測量點

(箱涵/明溝) 

人孔蓋尺寸(長度) MH_LENG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圓形管長寬一致) 

人孔蓋尺寸(寬度) MH_WID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圓形管長寬一致) 

人孔頂路面寬度 ROAD_WID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最大跌水高度 FALL_MAX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人孔頂高程 MH_TLE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竣工日期 CONS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格式，例如西元 2007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工程編號 CONS_ID 文字  

工程名稱 CONS_TIT 文字  

承辦機關 CONS_DEPT 文字  

承包廠商 CONS_NAME 文字  

資料輸入日期 KEYIN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格式，例如西元 2007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照片 MH_PIC 文字 竣工人孔照片檔名 

展開圖 MH_EXVIEW 文字 人孔展開圖檔名 

點支距圖 MH_MARK 文字 人孔點支距圖檔名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註：若為明溝段則測量點即視為人孔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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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連接管（103）- 804020103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連接管編號 CPI_NUM 文字 連接管編號不可重複 

接入人孔編號 IN_MHNUM 文字 

與現有雨水人孔(竣工)編號相

符，不得空白 

原則以下游人孔標註 

接入涵管編號 IN_PINUM 文字 
與現有雨水人孔(竣工)編號相

符，不得空白 

連接管寬度 CPI_WID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連接管高度 CPI_HEI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連接管長度 CPI_LENG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管線材質 PI_MAT 文字 請參考第四章附表 

連接管上游底高程 US_BLE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接入點頂距 IN_TDIS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工程編號 CONS_ID 文字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現況說明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註：若該管線上下游連結至既有人孔(陰井)，則須於資料表補齊該既有人孔(陰井)之編號及

座標等相關資訊，以利管線屬性資料關聯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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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集水井（204）- 804020204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集水井編號 CP_NUM 文字 依據人孔及管線資料編碼原則 

集水井 X 座標 X 數字(整數 6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集水井 Y 座標 Y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集水井底高程 CP_BLE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集水井深度 CP_DEP 數字(整數 2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集水井長度 CP_LENG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 

集水井寬度 CP_WID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 

銜接連接管編號 IN_CPNUM 文字  

工程編號 CONS_ID 文字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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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抽水站設施（302）- 804020302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抽水站名稱 PUMP_NAME 文字  

放流口 X 座標 X 數字(整數 6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放流口 Y 座標 Y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所屬主集水區編號 CATCH_NUM 文字  

所屬主集水區面積 CATCH_AREA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單位:公頃 

抽水站涵蓋保護區域面積 PRO_AREA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單位:公頃 

總裝置抽水量 TPUMP_VOL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cms 

總抽水機組數 TPUMP_NUM 文字  

應有容量(颱風雨) TYPH_VOL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cms 

應有容量(暴雨) STORM_VOL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cms 

警戒水位 WARN_WL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EL,m 

起抽水位 START_WL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EL,m 

停機水位 STOP_WL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EL,m 

設計全揚程 TDES_HEAD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m 

抽水井高程 PW_TLE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EL,m 

抽水機特性曲線 PUMP_CUR 文字  

出水管出口高程 OUT_LE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EL,m(整數 7位 小數 2位)

喇叭口高程 COUT_LE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EL,m(整數 7位 小數 2位)

設計外水位(河川) DES_RWL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EL,m(整數 7位 小數 2位)

一樓地板高程 GROUND_LE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EL,m(整數 7位 小數 2位)

大潮平均高潮位 TIDE_LE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EL,m(整數 7位 小數 2位)

堤頂高程 BANK_LE 數字(整數 7 位小數 2 位) EL,m(整數 7位 小數 2位)

堤防名稱 BANK_NAME 文字  

排水出口河系 RIVER 文字  

設站日期 SET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格式，

例如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入 20070725 

抽水站設施照片 PICS 文字 照片檔名 

橫剖面圖 CROSS_SEC 文字 圖檔名 

縱剖面圖 LONG_SEC 文字 圖檔名 

場站地址 ADD 文字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操作人員 STAFF 文字  

人員聯絡電話 STAFF_TEL 文字  

閘門數量 GATE_NUM 文字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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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大排水分區（401）- 804020401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大排水分區編號 CATCH_NUM 文字  

大排水分區名稱 CATCH_NAME 文字  

大排水分區面積 CATCH_AREA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頃 

大排水分區平均坡度 CATCH_SLOP 數字(小數 5 位) 
單可使用集水區最高點邊界與末

端匯流口高程差進行計算 

排水出口河系名稱 CATCH_RIV 文字  

至排水出口集留時間 CATCH_SRT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分鐘 

系統設計頻率公式 DES_FORM 文字  

縣市代碼 CITY_ID 文字 請參考縣市代碼表 

 
註：依據「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原則檢討」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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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貯留設施/滯洪池（501）- 804020501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設施名稱 DTP_NAME 文字  

所屬主集水區編號 CATCH_NAME文字  

放流口 X 座標 X 數字(整數 6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放流口 Y 座標 Y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3 位) 單位:公尺（TWD97） 

貯蓄面積 DTP_AREA 數字(整數 4 位小數 2 位) 單位:公頃 

貯蓄容量 DTP_VOL 數字(整數 4 位小數 2 位) 公噸 

貯留設施深度 DTP_DEP 數字(整數 4 位小數 2 位) m 

入流高程 IN_LE 數字(整數 4 位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出流高程 OUT_LE 數字(整數 4 位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入流幹線編號 IPI_NAME 文字  

出流幹線編號 OPI_NAME 文字  

出流型式 OUT_TYPE 文字  

底部高程 BLE 數字(整數 4 位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最高水位 MAX_WL 數字(整數 4 位小數 2 位) EL,m 

對應抽水站編號 PUMP_NAME 文字 無抽水站者免填 

 

註：貯留設施/滯洪池為雨水系統蒐集範圍內之貯留滯洪設施，不包含建築設備設置之貯

留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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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雨水側溝（601）- 804020601 

欄位名稱 欄位代號 欄位格式 說明 

側溝型式 SPI_TYP 文字 
01：U 型溝(明溝)，02：U 型

溝(加蓋)，03：L 型溝與暗溝

渠併用，04：其他 

側溝編號 SPI_NUM 文字  

側溝測量起點 X 座標 STR_X 數字(整數 6 位 小數 3 位) 

1. 地面高程測量點為溝

蓋板中心 

2. 起訖點以側溝所在位

置之街廓為原則(詳圖

例) 

側溝測量起點 Y 座標 STR_Y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3 位) 

側溝測量起點高程 STR_LE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側溝測量終點 X 座標 END_X 數字(整數 6 位 小數 3 位) 

側溝測量終點 Y 座標 END_Y 數字(整數 7 位 小數 3 位) 

側溝測量終點高程 END_LE 
數字(整數 4 位 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側溝測量起點深度 STR_DEP 
數字(整數 4 位) 

單位：公分 
 

側溝測量終點深度 END_DEP 
數字(整數 4 位) 

單位：公分 
 

側溝起點頂寬度 STR_WID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 
若側溝無法開啟，則以側

溝至道路寬度減去 20cm

為依據(如備註圖) 側溝終點頂寬度 END_WID 
數字(整數 3 位) 

單位：公分 

側溝長度 LENG 
數字(整數 3 位小數 2 位) 

單位：公尺  

側溝坡度 SLOP 數字(小數 5 位) 由電腦系統自行計算 

主集水區編號 CATCH_NUM 文字  

資料輸入日期 KEYIN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

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

入 20070725 

竣工日期 CONS_DATE 文字 
應符合 yyyymmdd 格式，例如

西元 2007 年 7 月 25 日，應輸

入 20070725 

備註 NOTE 文字 請填寫其他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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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人孔點支距圖檔」範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