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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之下水道建設計畫資訊整合應用網(http://sewergis.cpami.gov.tw/

Default.aspx)，已建置「下水道設施圖資檢覈系統」，僅需 2 個步驟：1.填

寫檢覈表單及 2.執行線上檢覈，即可產出「圖資展示」及「錯誤訊息」。

如圖 1 下水道設施圖資檢覈系統所示。 

本操作手冊共有四項主題，分別為：「檢覈系統操作說明」、「檢覈項

目及機制說明」、「檢覈結果展示」及「GIS 檢核資料欄位及格式說明」。 

 

圖 1 下水道設施圖資檢覈系統 

一、檢覈系統操作說明 

(一) 填寫檢覈表單 

系統已提供檢覈上傳樣板供使用者下載，可分為「污水樣板」：

污水竣工管線(103)、污水竣工人孔(203)、巷道連接管(104)、陰井

(204)及「雨水樣板」：雨水竣工管線(102)、雨水竣工人孔(202)、連

接管(103)、集水井(204)，共有 8 項表單。 

另配合營署水字第 1042917036 號函頒之《下水道 GIS 資料庫規

範》，將屬性資料填入雨/污水樣板即可進行檢覈。如圖 2 雨水及污水

http://sewergis.cpami.gov.tw/Default.aspx
http://sewergis.cpami.gov.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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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板下載所示。 

 

圖 2 雨水及污水樣板下載 

(二) 執行線上檢覈 

依照《下水道 GIS 資料庫規範》所製作之檢覈表單，選取路徑

及檔案後，即可執行檢覈。如圖 3 填寫檢覈表單所示。 

 

圖 3 填寫檢覈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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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覈項目及機制說明 

(一) 檢覈項目 

依系統檢覈之判斷順序，依序為：副檔名檢測、工作表檢測、

欄位代碼檢測、資料格式檢測、管線資料檢測。說明如下： 

1. 副檔名檢測：副檔名須為 xls 或 xlsx，若非 xls 或 xlsx 檔則顯示

檢覈失敗，並中止檢核作業。 

2. 工作表檢測：Excel sheet 是否成對存在(如：804010103 與

804010203、804010104 與 804010204、804020102 與

804020202、804020103 與 804020204)，若非成對存在則顯示檢

覈失敗，並中止檢核作業。 

3. 欄位代碼檢測：檢查所有 sheet (工作表)內的欄位代號是否符合

規範，若不同則顯示檢覈失敗，並中止檢核作業。 

4. 資料格式檢測：檢查屬性資料中工程編號和工程名稱是否相

同，且所有屬性資料格式是否符合《下水道 GIS 資料規範》，

若不相同或不符合則中止檢查並回傳錯誤訊息。 

5. 管線資料檢測：檢查管線資料表中(如：804010103)，上、下游

人孔(US_MH、DS_MH)是否全數對應人孔資料表(如：

804010203)人孔欄位(MH_NUM)，若有缺漏或無法對應，則轉

換圖資並回傳錯誤訊息。（全部無法對應則不顯示圖資，部分對

應則轉換部分圖資，部分缺漏則不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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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覈機制 

當系統完成檢覈會顯示提示視窗，以說明檢覈結果，依照前述

之檢覈項目通過項目將會顯示打勾；未通過或未檢覈之項目，將會

打叉標示，並將文字標示為紅字。如圖 4 檢覈機制說明所示。 

 

圖 4 檢覈機制說明 

為避免關閉提示視窗後，仍有查詢檢覈結果之需求，本系統於頁面最

下方新增檢覈結果區塊，顯示原檢覈結果提示視窗之內容，以利使用

者查詢。如圖 5 檢覈結果區塊所示。 

 

圖 5 檢覈結果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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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覈結果狀態說明 

檢覈結果共有三種，分別為：「檢覈通過」、「資料有誤」及

「檢覈失敗」，說明如下： 

1. 檢覈通過：當案件通過副檔名、工作表、欄位代碼、資料格式

及管線資料檢測，即會顯示檢覈通過，為本系統僅能確保資料

格式之正確性，並無法確保資料內容均為正確。 

2. 資料有誤：當案件通過副檔名、工作表、欄位代碼檢測，但資

料格式或管線資料檢測未通過，可於「訊息下載」區塊下載錯

誤訊息，以查看錯誤之欄位。 

3. 檢覈失敗：當案件副檔名、工作表、欄位代碼檢測未通過，則

系統會顯示檢覈失敗，並請下載雨水／汙水樣板作業，即可避

免此種情形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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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覈結果展示 

(一) 圖資展示 

透過系統之圖資套疊展示功能，可確認人孔及陰井等資料之點

位是否偏移，或管線是否連結錯誤，以確保上傳至系統後台供一般

民眾查詢時資料之正確性。如圖 6 圖資展示功能所示。 

 

圖 6 圖資展示功能 

(二) 錯誤訊息下載功能 

若申請人所上傳檢覈之表單，資料格式有誤、資料欄位為空值

及管線連結錯誤等，系統將提供錯誤訊息下載功能，該儲存格將會

以紅色網底標註，並提供修正說明，引導申請人修正資料以利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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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核作業。如圖 7 錯誤訊息下載功能所示。 

 

圖 7 錯誤訊息下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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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GIS 檢核資料欄位及格式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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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水道資訊加值暨應用維護」委託資訊服務案  

 

9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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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AM

E 
文字  

竣工日期 
CONS_DA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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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DA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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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VI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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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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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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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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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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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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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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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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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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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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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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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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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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