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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管線管理注意事項  
103年 11月 12日港總工字第 1030132258號函頒實施 

108年 02月 27日港總工字第 1080132155號函頒實施 

壹、 總則  

一、 為支援管線管理單位有效管理各類管線，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港區內各項設施之維修、改建、增建或拆除，其規劃設計、施工、點

驗、營運各階段，均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三、 本注意事項所稱管線係指港區範圍內之電信管線、電力管線、自來水

管線、下水道管線、瓦斯管線、水利管線、輸油管線、綜合管線、投

資業者管線及其他管線等管線。 

四、 各分公司應指定各類管線業管單位定期調查更新所轄管線圖資；指定

管線圖資維護單位彙整管線圖資更新資料，每半年送總公司圖資維護

單位，將管線圖資統一上傳資產地理資訊系統(GIS)/管線資源管理平

台(必要時即時更新)。  

五、 總公司及各分公司管線管理、管線圖資維護、管線業管單位權責說明

詳如附件一，管線管理分工表詳如附件二。  

六、 各分公司辦理民間合資興建案及投資興建，業管單位應要求投資人在

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完工驗收、點交各階段均應依照本管線管

理注意事項辦理。 

貳、 工程規劃設計階段 

七、 港區內各項設施規劃設計如涉及管線作業，均應事先調閱現有管線圖

資、做好管線調查，並將規劃成果知照工區內管線權管單位，以完善

管線規劃作業。 

八、 管線設計應依國家規範及相關設計標準辦理，過程中應考量感電、雷

擊、配置、鏽蝕、滲漏及相關安全設計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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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管線設計圖應以符號、顏色(參考附件五、管線圖資顏色標示)、位置(含

平面、高程及周遭結構物相對位置)、文字等，清楚充分表達規劃設計

之成果。   

十、 新設工程宜考量共同管道之設置及裝置感測器即時通報管道異常狀況，

並訂定管道維護標準作業流程。 

十一、 如涉及危險作業現場應規劃架設安全設施(如：消防及通風等設施)、

防護器具(如：防護衣、防毒面具等)並考量監控設備(如：CCTV)需求性。 

十二、 港工同意審核作業應包含管線查詢程序，各分公司港工同意申請流程

應明訂將查詢施工區域內地下管線圖資簽核，並隨同意函檢附工區管

線截圖與相關圖資，提醒施工單位注意，避免意外發生。 

參、 施工階段 

十三、 施工前應召開施工協調會，邀請工區內管線權管單位共同討論應注意

事項，並告知工區施工內容、範圍及影響等，必要時辦理現地會勘，

以避免意外發生，並增強相關工程施工應變能力，維護人員及設施安

全。  

十四、 管線標示應區分高架、地面、地下及建築物等管線，並依不同管線張

貼標示。 

1. 高架、建築物及地面管線：應標示管線起訖端及說明，俾供現場即

時檢視。  

2. 地下管線：依規定埋設警示帶。 

3. 危險管線：應張貼管線警告圖示(參考中國國家標準 CNS6864 Z5071

及附件六、危害性標示範例)，含港區、業者、運送物、運送物特

性、危害特性，箭頭端標明起點及終點位置。 

肆、 點驗階段  

十五、 港區內各項設施完工驗收、點交後，施工單位應將管線相關竣工圖資

送管線業管單位，由業管單位指派專人確認後送各分公司管線圖資維

護單位，即時利用資產地理資訊系統(GIS)/管線資源管理平台編輯功

能，將地下管線屬性資料更新。  



3 

 

1.管線相關竣工圖資包含管線圖資(TWD97 CAD 檔)、屬性資料(EXCEL

檔)、測量圖資(PDF)及管線清冊等資料。 

2.管線清冊包含使用單位(業者名稱)、運送物、運送物特性、位置、

管線容量、儲槽數、管線簡述、管線規格及材質、埋設深度、巡查

頻率及方式、保險、儲槽設置地址、緊急連絡人及聯絡方式等(參

考附件七-管線清冊)。  

十六、 各分公司管線圖資維護單位每半年彙整期間新增之更新圖資送總公

司管線圖資維護單位，統一將各港地下管線圖資於資產地理資訊系統

更新(必要時即時更新)，方便相關作業查詢。  

伍、 營運使用階段  

十七、 各分公司管線管理單位應邀集相關業管單位成立督導小組督導各港

管線之安全維護事宜，責成各管線權管單位落實自主維護管理。發現

不符安全維護標準事項，應要求立即改善。督導檢查表詳附件四。 

如屬危險品則配合航港局所成立之危險品安全督導小組進行安全檢

查。 

陸、 其他事項  

十八、 各分公司管線業管單位應主動蒐集所轄管線圖資，全面檢視各項作業

規定，其中涉及管線者，應參照上述注意事項，將管線查詢、圖資更

新等相關作業明訂於作業規定中。 

十九、 總公司成立管線管理督導小組(詳附件三-總公司管線管理督導小組

組織)，每年定期督導各分公司對於管線管理、圖資維護辦理情形，督導

所見缺失，分公司應要求權責單位立即改善。(督導檢查表詳附件四-臺

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管線管理督檢項目表) 

二十、 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授權各分公司自行補充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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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管線權責單位說明 

 

一、 管線管理單位：應邀集相關業管單位成立管線管理督導小組負責所轄管線

之安全維護督導事宜，依管線特性責成各管線業管單位落實自主維護管理，

並定期及不定期抽查各管線單位自主維護管理成效，如有不符安全維護標

準，應立即要求改善。如係危險品應配合航港局所成立之危險品安全督導

小組進行安全檢查。 

二、 管線業管單位：各單位在其所轄業務範疇內，相關業者如有設置管線時，

該單位即為該管線之業管單位。管線業管單位應主動蒐集並定期調查更新

所轄管業者之管線圖資，並全面檢視權管作業規定，其中涉及管線者，應

參照注意事項，將管線查詢、圖資更新等相關作業明訂於作業規定中。 (例

如:承租投資業者—本公司業務單位；外單位管線—本公司對應窗口；本

公司管線—港區或維護管理單位) 

三、管線圖資維護單位：彙整分公司管線圖資更新資料，每半年送總公司圖資

維護單位，將地下管線圖資統一上傳資產地理資訊系統(GIS)/管線資源管

理平台。 

四、管線權管單位：係指港區內各管線維護管理權責單位，平日負責所屬管線

之維護管理工作。可為分公司之維護管理單位或外單位(如中華電信公司、

台電公司、自來水公司、瓦斯公司、中油公司及承租或投資業者)。 

五、施工單位：係指於港區內施作各項管線工程之單位。可為公司工程單位或

外單位(台電公司、中油公司、中華電信公司、自來水公司及承租或投資業

者)。施工單位應將管線相關竣工圖資送管線業管單位，由業管單位指派專

人確認後送各分公司管線圖資維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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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管線管理分工表 

公司 作業區分 主辦單位 承辦人員(聯絡方式) 

 總公司 
管線管理 勞安處 楊韻潔(07-5219000#3533) 

管線圖資維護 工程處 鄭健良(07-5219000#5116) 

 基隆分公司 

管線管理單位 港務處 陳德容( 02-24206265) 

管線圖資維護單位 工程處 何素真(02-24206307) 

管線業管單位 

工程處（本分公司建置

之管線及水電） 
劉彥成(02-24206371) 

業務處（業者事業管線

含合作興建及 BOT案） 
魏鳴賢(02-24206407) 

資訊處（資訊） 陳俊宇(02-24206221) 

棧埠事業處（棧埠設施

管線） 

陳正福(02-24206506) 

陳慶鋒(02-24206220) 

港務處(公用事業管線

（自來水管線、電信管

線等）、CCTV) 

陳德容( 02-24206265) 

秘書處（其他） 陳文香(02-24206163) 

 台中分公司 

管線管理單位 港務處 陳元隆(0426642215) 

管線圖資維護單位 工程處 何玉玲(04-26642536) 

管線業管單位 

維護管理處 (公用事業

管線及本分公司建置之

管線) 
 

林鈺晃(04-26642556) 

業務處(業者事業管線

(含合作興建及 BOT案)) 
陳琦樺(04-26642348) 

工程處(排水箱涵) 
陳紀方(04-26642462) 

何玉玲(04-26642536)  
 

 高雄分公司 

管線管理單位 港務處 劉昭賢(07-5622107) 

管線圖資維護單位 工程處 
 

李彥賢(07-5622562) 

管線業管單位 

業務處(業者事業管線

(含合作興建及BOT案)) 
鄭忠元(07-5622607) 

資訊處（資訊管線） 方慧君(07-5622632) 

港務處(石化管線) 劉昭賢(07-5622107) 

維護管理處 
 

謝宗龍(07-5622692) 

 花蓮分公司 

管線管理單位 勞安處 楊登順(03-8325131#2123) 

管線圖資維護單位 工程處 
范良勳(03-8325131#2282) 

林國龍(03-8325131#2265) 

管線業管單位 業務處(業者事業管線 彭國憲(03-8325131#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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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各主辦單位承辦人員異動時，請函報總公司工程處更新。

(含合作興建及 BOT案)) 

工程處 黃宏雄(03-8325131#2272) 

港務處 王柔亮(03-8325131#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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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總公司管線管理督導小組組織 

 

 

 

編組職務 單位 人員 

召集人 勞安處 資深處長 

副召集人 工程處 資深副處長 

組員 勞安處 作業安全科經理 

組員 工程處 承辦人 

執行秘書 勞安處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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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管線管理督檢項目表 

 

督考單位(人員):                     日期: 

受督考單位: 

督導考評項目: 

 

項次 項目 要求重點 督考情形 權責單位 

一 

管線管

理單位

督考 

1.是否有邀集相關業管單

位成立督導小組，責成

各管線業管單位落實自

主維護管理，並定期及

不定期抽查各管線單位

自主維護管理成效？ 

    

2.如係危險品是否有配合

航港局所成立之危險品

安全督導小組進行安全

檢查？ 

    

3.管線清冊是否定期更新

確認？ 

    

二 

管線業

管單位

單位督

考 

1.是否主動蒐集並定期調

查更新所轄管(業者)之

管線圖資，並送各分公

司管線圖資維護單位？ 

    

2.是否全面檢視權管作業

規定，其中涉及管線

者，應參照注意事項，

將管線查詢、圖資更新

等相關作業明訂於作業

規定中。 

    

3.是否有定期檢視轄管管

線圖資及屬性資料是否

與資產地理資訊系統

(GIS)/管線資源管理平

台圖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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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轄管管線圖資屬性資料

不符是否有請該分公司

管線圖資維護單位即時

做更新？ 

    

三 

管線圖

資維護

單位單

位督考 

1.是否有定期檢視「資產

地理資訊系統(GIS)/管

線資源管理平台」管線

圖資屬性資料是否與現

場相符？ 

    

2.是否有定期彙整分公司

管線圖資更新資料，每

半年送總公司圖資維護

單位更新。 

    

 

 

 

 

 

 

 

 

 

 

 

 

 

 

 

 

 

 

 

 

 

 



10 

 

附件五  管線圖資顏色標示(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公共設施管線資料標準」) 

配色原則：1.中類：配予主色，小類：依排序(如 01至 05)  

2.主色：a.危險品(瓦斯、油品)：紅色、洋紅，b.電力：橘紅色，c.電信：綠色，

d.給水：水藍色，e.下水道：棕色，f.綜合：暗藍色，g.其它：灰黑。 

 

 大類 中類 小類 顏色(R,G, B) 

 01 電信管線資料 

(綠)(0,255,0) 

01 一般電信系統 

02 軍訊系統 

03 警訊系統 

04 有線電視系統 

05 交通號誌系統 

01 (140,230,0) 蘋果綠 Apple Green 

02 (0,255,0) 綠 Green 

03 (50,205,50) 檸檬綠 Lime Green 

04 (0,128,0) 綠 Green 

05 (85,107,47) 暗橄欖 Dark Olive 

Green 

 02 電力管線資料 

(橘紅)(255,127,0) 

 

01 配電系統 A 

(<=380V) 

01 配電系統 B 

(380V-22.8KV) 

02 路燈電力系統 

03 交通號誌電力系統 

04 輸電系統

(>22.8KV) 

 

01A (255,204,0) 橙黃 tangerine 

01B (255,165,0) 橙色 Orange 

02 (204,179,140) 巧克力 Chocolate 

03 (255,127,0) 橘紅 Orange Red 

04 (255,77,64) 柿子橙 Persimmon 

 03 自來水管線資料 

(水藍)(0,255,255) 

01 給水系統 A：(自來

水) 

01 給水系統 B：(消防

系統) 

01A (0,255,255) 水藍 SkyBlue 

 

01B (137,207,240) 淺藍 Baby blue 

 04 下水道管線資料 

(棕)(127,0,0) 

01 污水系統 

02 雨水系統 

03 合流系統 

01 (153,107,31) 卡其 Khaki 

02 (127,0,0) 棕 Brown 

03 (112,66,20) 深褐 Sepia 

 05 瓦斯管線資料 

(紅)(255,0,0) 

01 供氣系統 01 (255,0,0) 紅色 red 

 06 水利管線資料 

(黃)(255,255,0) 

01 灌排系統 01 (255,255,0) 黃 Yellow 

 07 輸油管線資料 

(洋紅)(255,0,255) 

01 輸油系統 

02 化學管線 

01 (255,0,255) 洋紅 Magenta 

02 (255,105,180) 暖粉紅 Hot Pink 

 08 綜合管線資料 

(暗藍)(0,0,255) 

01 共同管道 

02 寛頻管道 

01 (0,0,255) 暗藍 Blue 

02 (0,0,139) 深藍 Dark Blue 

 港區自有管線 

(黑) (0,0,0) 

 (0,0,0) 全黑 Black 

 不明管線 

(灰) (128,128,128) 

 (128,128,128) 灰色 Gray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7%B1%E8%A4%90%E8%89%B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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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危害性標示範例 

(一)、標準顏色依照中國國家標準 CNS 6864 Z5071危害物標示規定。 

(二)、字體規定： 

1、中文：粗黑體字形 

2、英文：粗黑體字形 

(三)、排列規定(範例如圖一)： 

 管徑      內容物   主要危害特性  第二危害特性 

例：50A Sch.80   環氧丙烷   易燃性/毒性     腐蝕性 

 

管線標示範例 

  

KHP-001 

高雄港 1

號碼頭 

50A Sch.80 環氧丙烷 易燃性/毒性 

 

TK-001 

台塑 1號儲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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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管線清冊範例 

 

 

 

 

 

 

 

港

區 

 業者

(使用單

位) 

運送

物 
運送物特性 位置 

管線 

(最大) 

容〈流〉量 

儲槽數 

（容量） 
管線簡述 管線規格及材質 

埋管深

度(架設

高度) 

巡查頻

率及方

式 

保險 
儲槽(含變電

箱)設置地址 

(緊急) 

聯絡人及聯

絡方式 

基

隆

港 

台 灣 中

油公司 

柴油 

- 海

運燃

油 

第 3 類危險

品，UN NO.1202 

第 3 類危險

品，UN NO.1993 

西 XX

號 碼

頭 

每 小 時

220 

Kls/hr 

港 區 內

無 設 油

槽 

由碼頭傳送至港

區外業者私有地

廠區儲槽 

SUS304供輸管〈排〉線

10〞管共 8 支。管線長

度共 600 公尺 

不 少 於

-1.2 公

尺 

每三個

月定期

耐壓檢

測 

公共意外責任

險投保金額 6億

元 

基隆市 XX 區

XX路 X號 

XXX:00-000

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