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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及送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5日
發文字號：府工新字第1093001792號
主旨：預告訂定「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管理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8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臺北市市區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22條第2項。
三、「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刊登於本市法規查詢
系統網站（網址：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Home.aspx）。
四、因本案係基於本市市區道路資源合理利用以減少路人之交通衝擊，為利於申請人
遵循，爰有訂定較短預告期間之必要。
五、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市府公報之次日起
3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道管中心。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1段59號。
(三)聯絡人：陳虹君。
(四)電話：(02)8978-8900轉8206。
(五)傳真：(02)2356-0321。
(六)電子信箱：cz_40413@mail.taipei.gov.tw。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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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
本府一○八年四月十六日公布修正「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
為「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稱本自治條例)。並將
市區道路上空、路面或地下設置設施之申請許可事項，於一○八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公告方式委任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執行。
為針對本市市區道路範圍內之架空管線進行有效管理，故爰依本
自治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之授權內容針對架空管線之新設、增
設、改設、拆除及維護等行為訂定「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管
理辦法」
，供架空管線之使用者得依管理辦法規定進行許可申請。
本辦法草案條文共計十七條，各條要點分述如下：
一、 明定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草案第一條）
二、 明定本辦法之規範行為內容。
（草案第二條）
三、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草案第三條）
四、 明定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草案第四條）
五、 明定申請許可前需事先取得許可或同意文件。
（草案第
五條）
六、 明定有關市區道路架空管線之許可申請需檢具資料、申
請方式、審查期限、申請許可程序及准駁規定。
（草案第
六條）
七、 明定有關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緊急搶修案件申請方式、審
查期限、申請許可程序及准駁規定。
（草案第七條）
八、 明定有關市區道路架空管線之許可施工條件(如:核准
日期、時間、位置及高度等)，施工廢止及續行施工申請。
（草案第八條）
九、 明定辦理結案申請時須檢附資料及不符規定之處理規
範。
（草案第九條）
十、 明定架空管線之申請人應將架空管線圖資提供至資料
庫及未傳送之規定。
（草案第十條）
十一、 明訂核發許可證，僅賦予架空管線施工許可，設置期
間如有致生命或財產損害應負相關法律責任，且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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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拆除並恢復原狀。
（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 明定有關架空管線設置需遵守之施工規範(淨空高度
參考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326條附表89-1之3.車道、停
車場及巷道、9道路、街道及巷道)。
（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 明定申請人於施工及設置期間之維護管理責任。
（草
案第十三條）
十四、 明定本市完成設置共同管道或纜線管路路段有關架
空管線之拆遷規定。
（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 明定有關未依規定布設架空管線者之辦法。
（草案第
十五條）
十六、 明定有關本辦法公布施行後，補辦許可證申請及逾期
未補辦或拆除相關規定。
（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草案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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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管理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二 明 定 本 辦 法 之 訂 定 依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據。
第二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市區道路架空管線之新 明定本辦法之規範行為
設、增設、改設、拆除及維護行為，依本辦法規定辦 內容。
理。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 明 定 本 辦 法 之 主 管 機
府)。
關。
第四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明定本辦法之用詞定
一、 架空管線：以跨越或平行形式通過市區道路上空 義。
之纜線或管線。
二、 緊急性搶修工程：係指架空管線之突發性損壞或
故障，管線機關（構）為維護生命、財產、公共安全
之必要，須先行採取緊急應變措施者。
第五條
申請人於本市市區道路申請設置架空管線等設施 明定申請許可前需事先
物前，應事先取得下列許可文件:
取得許可或同意文件。
一、 申請人除管線機關(構)外，應取得本市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所核發之許可文件。
二、 申請人自行申請豎桿而設置架空管線者，應併案
申請道路挖掘許可。
三、 架空管線布設於市區道路範圍內之既設豎桿或設
施物者，應檢附該豎桿或設施物之所有權人(或管理
人)之使用同意文件。
四、 如為有線電視、行動電話及固定通信網路業者應
檢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建設階段或營運階段
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第六條
申請市區道路架空管線許可，應檢具申請書、設 明定有關市區道路架空
計圖說及前條許可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管線之許可申請需檢具
主管機關應自申請收件之日起十三日內審查完成。 資料、申請方式、審查
但補正期間不計入審查期限。
期限、申請許可程序及
申請經審查合格者，核發架空管線許可證（以下簡 准駁規定。
稱許可證）
；不合格者，應敘明理由駁回之。
第七條
緊急性搶修工程案件，申請人應至主管機關指定 明定有關市區道路架
之系統平臺向主管機關完成報備後施工，並於施工
空管線緊急搶修案件
日起三日內，補辦許可申請。
申請方式、審查期
申請文件內容有缺漏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
限、申請許可程序及
十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者，應駁回之。
准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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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管理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八條
申請人除因災害及其他緊急事件外，應依許可 明定有關市區道路架空
證之核准日期、時間、位置及高度等條件施工。
管線之許可施工條件
一、
須於核准施工日前施工者，應檢附原許可證 (如:核准日期、時間、
向主管機關申請提前開工。
位置及高度等)，施工廢
二、
申請人因故未能在期限內施工者，應於期限 止及續行施工申請。
屆滿前申請辦理廢止許可證。
三、
申請人於開工後取消施工者，應於取消施工
次日起二十日內檢附原許可證向主管機關申請辦
理結案。
四、
申請人因故未於期限內完工者，得於期限屆
滿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檢具相關
證明資料申請續行施工，並於取得許可後，始得
續行施工。除有特殊事由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外，
以一次為原則。
第九條

申請人應於架空管線完工後三十日內(遇假日得予
順延)，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依其指定方式提出
結案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竣工圖（標示設置管線長度、尺寸、數量）
。
三、 依主管機關規定之管線資料交換格式提供管理
所需相關數值資料上傳至公共管線資料庫。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及電子檔案。
申請結案不符合規定者，主管機關得詳細列舉不合之
處，一次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逾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合規定，主管機關得命其
限期回復原狀。
第十條
管線機關（構）應將所屬現有及計畫架設之架空
管線資料，依主管機關規定之年限及指定之座標系
統、數值資料檔格式，傳送至主管機關建立公共管
線資料庫，以供主管機關及其他申請者查閱。
申請人或管線機關（構）未依主管機關規定將管線
資料上傳或更新至公共管線資料庫者，主管機關於
申請人改善為止前，得暫不核准申請人新申請管線
布設。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僅賦予架空管線
之施工許可。
申請人或施工廠商，於施工或設置期間，如有致
生命或財產遭受損害者，應依法負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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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辦理結案申請時須
檢附資料及不符規定之
處理規範。

明定架空管線之申請人
應將架空管線圖資提供
至資料庫及未傳送之規
定。

明訂核發許可證，僅賦
予架空管線施工許可，
設置期間如有致生命或
財產損害應負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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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管理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主管機關並得命其停止施工或廢止許可證，必要 責任，且必要時需拆除
時並得拆除管線並恢復原狀。
並恢復原狀。
第十二條
辦理架空管線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明定有關架空管線設置
一、 設置位置垂直淨空不得少於三公尺，橫越道路垂 需遵守之施工規範(淨
直淨空不得少於四.七公尺。
空高度參考輸配電設備
二、 經同意附設之管線應於管線兩端標示申請人或管 裝置規則326條附表89線單位名稱及許可證字號。
1之3.車道、停車場及
三、 管線設置應排列整齊美觀，不得懸垂、交錯或糾 巷道、9道路、街道及
結，橫越市區道路設置時應以最短距離為之。
巷道)。
四、 架空管線設置施工期間內因設施損壞，致使道路
設施損毀或肇致災害時，其修復賠償應由申請人
負責。
第十三條
申請人應自許可證核准施工開始日期起至主管機 明定申請人於施工及設
關同意結案前，在其施工影響範圍內負維謢管理責
置期間之維護管理責
任；如於設置期間有傾斜、破損或脫落等情形，設
任。
置人應立即修復或拆除。
第十四條
市區道路範圍已完成共同管道或纜線管路鋪設之 明定本市完成設置共同
路段，不得申請架空管線設置。
管道或纜線管路路段有
前項路段之既有架空管線，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次
關架空管線之拆遷規
日起六個月內進入共同管道或纜線管路並完成架空
定。
管線及相關設施物拆遷。
前項期限屆滿前未完成拆遷進入共同管道或管線管
路者，得向主管機關敘明理由申請展延一次，展延
期間由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十五條
未依主管機關核准圖說布設架空管線者，主管機 明定有關未依規定布設
關得逕行拆除其管線及其接續設施，衍生費用及損
架空管線者之辦法。
害由其負擔。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於本辦法公布施行後，應公告申請期
明定有關本辦法公布施
限，供管線機關(構)補辦申請。
行後，補辦許可證申請
依前項規定期限取得許可之架空管線或未依規定申
及逾期未補辦或拆除相
請許可擅自設置之架空管線，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
關規定。
補提申請或拆除，逾期未依通知辦理者，應予強制
拆除，其相關費用由其負擔。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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