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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公告「本局辦理109年道路範圍公共設施管線圖資品質精進推動執行計畫」，請查照。

依

據： 依據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公告事項：一、目的計畫：
本局將召開高雄市道路挖掘公共設施管線測繪廠商遴選會議，選出優良測繪廠商，以協助管線單位辦理
既有管線檢修或新建管線等道路開挖過程，將開挖範圍所見之各種管線運用測量儀器與資訊處理等技術
測定管線坐標(包含高程)資料，續將所完成管線空間圖資交由管線單位確認後製成GML圖檔，期能隨時
更新本市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圖資。
二、計畫依據：依據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三、實施範圍：本局轄管市區道路範圍。
四、實施對象
(一)在本局轄管市區道路範圍內新設、拆遷或換修公共設施管線之管線單位。
(二)政府興辦或民間自辦道路新闢或拓寬工程之工程主辦機關且有代辦埋設公共設施管線者。
五、測繪廠商作業方式及作業規範：
(一)測繪作業：廠商應配合管線單位辦理道路挖掘案件施工進度，針對該案件施工範圍之人手孔蓋、固
定設施物及管線路徑（包括管線起末端、轉折點及分支點之坐標及高程）進行該案件設施管線竣工圖測
繪及測繪成果轉檔作業。
(二)作業規範：設施管線竣工圖測繪作業全程均應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共設施管線圖資圖檔管理作業
要點第四、五、六點規定辦理。
(三)本案管線圖資成果製作有關控制測量引測之要求。
(四)設施管線測繪作業方式：廠商利用全測站法或衛星定位測量法或3D攝影測量法等測量方法（本計畫
推行初期認可之作業方式如上，未來倘其他作業方法精熟程度經本局審核認定符合後再予以增加納入）
進行設施管線3D空間位置測量，前述本計畫認可之各測量方法所應採用測量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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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的
一、鑑於現行道路挖掘案件竣工後，管線單位依規定所提供管線埋設資料成
果品質良莠不齊，影響本市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更新作業與未來 3D 管
線圖資發展。
二、因應 3D GIS 時代來臨，地下管線圖資已可利用 3D 技術完整建置，為能
提高管挖工程之地下管線竣工圖資品質，滿足現行中央與本府對於公共
設施管線資料庫的資料標準與系統規格需求，及共同建構本市公共設施
管線 3D 圖資系統有助於管線單位與市府維運管理，藉由本計畫遴選並
公告優良測繪廠商(以下簡稱廠商)以協助申請道路挖掘之管線單位完
成開挖範圍內之管線空間圖資，並確保管線圖資成果正確性及更新本市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圖資。
三、本局將召開高雄市道路挖掘公共設施管線測繪廠商遴選會議，選出優良
測繪廠商，以協助管線單位辦理既有管線檢修或新建管線等道路開挖過
程，將開挖範圍所見之各種管線運用測量儀器與資訊處理等技術測定管
線坐標(包含高程)資料，續將所完成管線空間圖資交由管線單位確認後
製成 GML 圖檔，期能隨時更新本市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圖資。
貳、計畫依據
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
參、實施範圍
本局轄管市區道路範圍。
肆、實施對象
(一) 在本局轄管市區道路範圍內新設、拆遷或換修公共設施管線之管線單
位。
(二) 政府興辦或民間自辦道路新闢或拓寬工程之工程主辦機關且有代辦埋
設公共設施管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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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與遴選之測繪廠商資格要件
廠商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符合國土測繪法第 31 條規定並具有合格測繪業登記證之測繪業者。
(二) 公私立學術機構且團隊中至少需具有 1 位測量技師證照及 2 位符合國
土測繪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之測量員。
陸、遴選優良測繪廠商
本局為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得召開高雄市道路挖掘公共設施管線優良測繪廠
商遴選會議(以下稱遴選會議)。該遴選會議成員五至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召集審查會議並為主席，由本局指派；其餘成員組成如下：
(一) 本局道路挖掘管理中心代表一人。
(二) 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代表一人。
(三) 本府地政局(測量科)代表一人。
(四) 管線單位代表一至二人。
(五) 台灣省測量技師公會代表一人。
遴選會議之決議，應有成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成員過半數之同意
行之；可否同數時，取決於主席。遴選會議成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本府各
機關代表未能出席者，得由同一機關人員代理。
柒、測繪廠商作業方式及作業規範：
一、測繪作業：廠商應配合管線單位辦理道路挖掘案件施工進度，針對該案
件施工範圍之人手孔蓋、固定設施物及管線路徑（包括管線起末端、轉
折點及分支點之坐標及高程）進行該案件設施管線竣工圖測繪及測繪成
果轉檔作業。
二、作業規範：設施管線竣工圖測繪作業全程均應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共
設施管線圖資圖檔管理作業要點第四、五、六點規定辦理。
三、本案管線圖資成果製作有關控制測量引測之要求：
(一)平面坐標系統採用 TWD97 二度分帶坐標系統，高程坐標系統採用
TWVD2001 高程系統(正高高程)。
(二)平面控制點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所布設之已知控制點、本府地
政局測設之加密點、圖根點或其他本府專案所設置之所有控制點作
為已知控制點進行檢測連測。
(三)高程控制點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所布設之一等水準點、採用本
府布設之水準點進行檢測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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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密點測量方法可採用 e-GNSS 作業，並依據內政部測繪中心規範
「採用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技術辦理加密控制及圖根測量作
業手冊」，點位精度平面及高程誤差需在 10cm 以內。
(五)圖根點測量：視實際情況採用 RTK、VRS、GPS 衛星測量或導線測量，
引測後之平面誤差需在 10cm 以內。
(六)高程測量：視實際情況採用 RTK、VRS、GPS 衛星測量或三角高程測
量，引測後之高程誤差需在 10cm 以內。以直接水準測量檢測水準
點之高程精度需優於 20mm√K(K 為水準路線總長，以公里為單位)。
或檢測鄰近人孔蓋之高程誤差優於 10cm 內始得引測。
四、設施管線測繪作業方式：
廠商利用全測站法或衛星定位測量法或 3D 攝影測量法等測量方法（本
計畫推行初期認可之作業方式如上，未來倘其他作業方法精熟程度經本
局審核認定符合後再予以增加納入）進行設施管線 3D 空間位置測量，
前述本計畫認可之各測量方法所應採用測量精度要求說明如下：
(一) 全測站(Total Station）法：
1. 採用優於 6 秒之經緯儀，導線測量每個測站正倒鏡角度觀測至少 2
測回，2 測回觀測量之較差不得超過 12 秒。電子測距經緯儀測距時，
二次讀數之較差不得超過 10mm。
2. 單導線計算時幹導線之水平角閉合差不得大於 20”√N（N 為導線總
點數）
，位置閉合差須優於 1/5,000。支導線之水平角閉合差不得大於
20”√N+30”（N 為導線總點數），位置閉合差須優於 1/3,000。
3. 導線點測量所得之高程閉合差須小於 40mm√K（K 為測線總長公里數，
不足 1 公里以 1 公里計）
。
4. 各類孔蓋及管線位置資料須於控制點、圖根點或補點上設站，後視另
一控制點、圖根點或補點，再據以測設角距資料計算其坐標成果(需
繳交原始觀測手簿)，並以開挖地區所在地附近之已知控制點做為測
量之依據。如採用導線測量進行補點時，須將位置明確標示（包括補
點計算之所有角度及距離資料）
，並製作點之記。
5. 有關孔蓋、管線、管線轉折點及分支點與固定設施物之測量成果及屬
性項目需包括坐標、正高高程、類別及所屬單位等。
(二) 衛 星 定 位 測 量 法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衛星定位測量
/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1. 相關測量點位均須測量平面及高程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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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孔蓋中心坐標施測之容許誤差為± 20 公分；固定設施物中心坐標施
測之容許誤差為± 30 公分；高程施測之容許誤差為± 20 公分；管線
直線之線形坐標施測之容許誤差為± 30 公分；管線轉折部分之特殊
線形施測容許誤差為± 50 公分。
3. 孔蓋蓋頂高程與管線轉折點及分支點之高程測量，得利用已知高程控
制點，採間接測量方式施測，其容許誤差為± 30 公分。
4. 有關孔蓋、管線、管線轉折點及分支點與固定設施物之測量成果及屬
性項目需包括坐標、正高高程、類別及所屬單位等。
5. 本法之測量定位作業得以符合內政部規定之衛星定位測量方式（採用
測量等級之儀器，包括天線、接收器及記錄器等）進行。衛星定位測
量之點位坐標得採套合方式轉換至 TWD97 二度分帶坐標系統上，轉
換後之成果應符合本說明書各項測量精度規定。
6. 採用 e-GNSS 作業須依據內政部測繪中心規範「採用虛擬基準站即
時動態定位技術辦理加密控制及圖根測量作業手冊」，
「VBS-RTK 定
位技術應用於管線孔蓋測量參考作業規範」
，點位精度平面及高程誤
差需在 20cm 以內，符合營建署公共設施管線標準制度之相關規定。
(三) 3D 攝影測量法：
1. 管溝施工區域現場需布設地面覘標或尋找適用之特徵點等至少 5 點，
經由加密點、圖根點及高程測量等規定之方法進行地面覘標或特徵點
坐標、高程測量，做為未來模型轉換為絕對坐標使用。
2. 相關設施測量之測量方法可以採用 e-GNSS 作業，並依據內政部測繪
中心規範「採用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技術 辦理加密控制及圖根
測量作業手冊」
、「VBS-RTK 定位技術應用於管線孔蓋測量參考作業規
範」
，點位平面及高程精度需在 20cm 以內，符合營建署公共設施管線
標準制度之相關規定。
3. 管溝開挖現況經攝影測量拍攝成果及內業資料解算產出 3D 模型格式
必須具有 PDF，可以在 Adobe Acrbat PDF 平台上標註長度尺寸數字，
作為該案道路挖掘作業之竣工圖驗收之依據。
4. 需將 3D 資料成果完成絕對坐標之 LOD3 精緻模型之 3D 數位化模型，
3D 管溝開挖現況模型格式可為 3ds、dae、obj 或 i3S。並可於本府現
有之 3D GIS 平台展示及屬性查詢資料。
5. 廠商採用本工作方式執行前，仍須先提出工作計畫書經本局審核認定
後始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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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遴選作業程序
一、籌組高雄市道路挖掘公共設施管線優良測繪廠商遴選小組。
二、召開高雄市道路挖掘公共設施管線優良測繪廠商遴選會議並確認遴選
辦法。
三、公告高雄市道路挖掘公共設施管線優良測繪廠商遴選辦法。
四、受理有意願測繪業者或團隊遞件。
五、辦理文件審查與遴選出符合條件之優良測繪廠商。
六、召開優良測繪廠商宣傳推廣會議。
玖、其他附註事項：
一、本計畫所遴選優良測繪廠商應隨時受機關之督導，並參與本局定期或不
定期開會研討解決作業疑問，改進作業缺失。
二、廠商遴選辦法將訂定退場機制，俾利所遴選優良測繪廠商如經管線單位
或工程主辦機關反映或本局督導結果，明顯有缺失且情節重大者，可依
該退場機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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