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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水利養護科 

一、 排水路構造物管理 

由水利養護科人員輸入排水路基本資料，可透過後台系統

或行動巡查系統新增排水路，後台系統可使用單筆新增或 CSV

批次匯入方式新增排水路，行動巡查系統則只能使用單筆新增

的方式新增排水路。排水路新增完畢後，可進行資料的查詢與

修改，同時也可直接在新增完成的資料中點籍新增改善工程、

清淤工程與排水路檢查資料，排水路新增流程如圖 1所示。 

排水路基本資料

行動版系統後台系統

輸入排水路基本資料

後台查詢與編輯管理

 

圖 1排水路構造物管理資料新增流程 

二、 排水路改善工程管理 

改善工程資料可透過二種不同介面新增資料，分別為後台

系統與廠商網頁，後台系統及廠商網頁可單筆新增資料或 CSV

批次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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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路改善工程新增前需確認是否已有排水路，若無排水

路資料需由水利養護科人員新增排水路。若使用批次匯入的方

式，需要注意是否已有建立廠商名稱，廠商建立好後資料才能

成功匯入。水利養護科人員設定廠商權限時，需設定廠商帳號、

密碼與該廠商可以使用的功能，未勾選的功能將不會出現在該

廠商的頁面中，另外，若該廠商已不再服務時，可將「帳號是

否有效」設定為「否」，廠商權限設定介面如圖 2所示，排水

路改善工程資料新增流程如圖 3所示。 

 

圖 2排水路廠商權限新增設定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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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改善工程基礎資料

已確認

審核人確認改善工

程資料

是

通知輸入人修

改
否

後台系統

輸入改善工程資料

廠商網頁

 

圖 3排水路改善工程資料新增流程 

1. 水利養護科人員新增資料 

排水路改善工程資料新增人員為水利局水利養

護科人員時，可透過後台系統新增資料。資料新增過

後需進行資料的審核，若審核未通過則需通知資料輸

入人進行資料的修正。資料審核介面如圖 4所示，審

核欄位可以單選、多選或全選，再點擊「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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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審核通過的資料在審核欄位會以 符號表現。 

 

圖 4排水路改善工程資料審核介面 

2. 廠商新增資料 

排水路改善工程資料新增人員為廠商時，需由水

利養護科人員新增廠商權限與帳號密碼，並提供廠商

頁面給該廠商，廠商網址為：

http://www.wrbeoc.taichung.gov.tw/drain.htm，廠商登

入介面如圖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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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排水路廠商登入介面 

廠商利用水利局提供的帳號密碼登入廠商頁面

後，即可透過單筆新增或批次匯入的方式將排水路改

善工程資料輸入系統，若欲使用批次匯入的方式新增

資料，則必須下載 CSV範本，依照範本格式填好相

關資料後再行匯入。 

待資料成功匯入後需由水利養護科人員進行資

料的審核，若資料有誤需調整修正時，再通知資料輸

入人修改資料。 

三、 排水路清淤工程管理 

清淤工程資料可透過三種不同介面新增資料，分別為後台

系統、行動巡查系統或廠商網頁，後台系統及廠商網頁可單筆

新增資料或 CSV批次匯入，行動巡查系統只能單筆新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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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排水路清淤工程新增前需確認是否已有排水路，若無排水

路資料需由水利養護科人員新增排水路。若使用批次匯入的方

式，需要注意是否已有建立廠商名稱，廠商建立好後資料才能

成功匯入。水利養護科人員設定廠商權限時，需設定廠商帳號、

密碼與該廠商可以使用的功能，未勾選的功能將不會出現在該

廠商的頁面中，另外，若該廠商已不再服務時，可將「帳號是

否有效」設定為「否」，廠商權限設定介面如圖 2所示，排水

路清淤工程資料新增流程如圖 6所示。 

建立清淤工程基礎資料

已確認

審核人確認清淤工

程資料

是

通知輸入人修

改
否

行動版系統後台系統

輸入清淤工程資料

廠商網頁

 

圖 6排水路清淤工程資料新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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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養護科人員新增資料 

排水路改善工程資料新增人員為水利局水利養

護科人員時，可透過後台系統或行動巡查系統新增資

料。資料新增過後需進行資料的審核，若審核未通過

則需通知資料輸入人進行資料的修正。資料審核介面

如圖 7所示，審核欄位可以單選、多選或全選，再點

擊「審核通過」按鈕，審核通過的資料在審核欄位會

以 符號表現。 

 

圖 7排水路清淤工程資料審核介面 

2. 廠商新增資料 

排水路清淤工程資料新增人員為廠商時，需由水

利養護科人員新增廠商權限與帳號密碼，並提供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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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給該廠商，廠商網址為：

http://www.wrbeoc.taichung.gov.tw/drain.htm，廠商登

入介面如圖 5所示。 

廠商利用水利局提供的帳號密碼登入廠商頁面

後，即可透過單筆新增或批次匯入的方式將排水路清

淤工程資料輸入系統，若欲使用批次匯入的方式新增

資料，則必須下載 CSV範本，依照範本格式填好相

關資料後再行匯入。 

待資料成功匯入後需由水利養護科人員進行資

料的審核，若資料有誤需調整修正時，再通知資料輸

入人修改資料。 

四、 排水路檢查管理 

排水路檢查資料可透過三種不同介面新增資料，分別為後

台系統、行動巡查系統或廠商網頁，後台系統及廠商網頁可單

筆新增資料或 CSV批次匯入，行動巡查系統只能單筆新增資

料。 

排水路檢查資料新增前需確認是否已有排水路，若無排水

路資料需由水利養護科人員新增排水路。若使用批次匯入的方

式，需要注意是否已有建立廠商名稱，廠商建立好後資料才能

成功匯入。水利養護科人員設定廠商權限時，需設定廠商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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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與該廠商可以使用的功能，未勾選的功能將不會出現在該

廠商的頁面中，另外，若該廠商已不再服務時，可將「帳號是

否有效」設定為「否」，廠商權限設定介面如圖 2所示，排水

路檢查資料新增流程如圖 8所示。 

建立排水路檢查基礎資

料

已確認

審核人確認排水路

檢查資料

是

通知輸入人修

改
否

行動版系統後台系統

輸入排水路檢查資

料

廠商網頁

 

圖 8排水路檢查資料新增流程 

1. 水利養護科人員新增資料 

排水路檢查資料新增人員為水利局水利養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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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時，可透過後台系統或行動巡查系統新增資料。

資料新增過後需進行資料的審核，若審核未通過則需

通知資料輸入人進行資料的修正。資料審核介面如圖 

9所示，審核欄位可以單選、多選或全選，再點擊「審

核通過」按鈕，審核通過的資料在審核欄位會以 符

號表現。 

 

圖 9排水路檢查資料審核介面 

2. 廠商新增資料 

排水路檢查資料新增人員為廠商時，需由水利養

護科人員新增廠商權限與帳號密碼，並提供廠商頁面

給該廠商，廠商網址為：

http://www.wrbeoc.taichung.gov.tw/drain.htm，廠商登

入介面如圖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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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利用水利局提供的帳號密碼登入廠商頁面

後，即可透過單筆新增或批次匯入的方式將排水路檢

查資料輸入系統，若欲使用批次匯入的方式新增資料，

則必須下載 CSV範本，依照範本格式填好相關資料

後再行匯入。 

待資料成功匯入後需由水利養護科人員進行資

料的審核，若資料有誤需調整修正時，再通知資料輸

入人修改資料。 

五、 箱涵查詢與管理 

由水利養護科人員輸入箱涵基本資料，透過後台系統新增

箱涵資料，可使用單筆新增或 CSV批次匯入方式新增箱涵。

新增箱涵資料前需確認是否有對應的排水路，若無該箱涵所在

的排水路時，需先新增排水路資料。箱涵新增完畢後，可進行

資料的查詢與修改，箱涵新增流程如圖 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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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涵基本資料

後台系統

輸入箱涵資料

後台查詢與編輯管理

 

圖 10箱涵資料新增流程 

六、 渡槽查詢與管理 

由水利養護科人員輸入渡槽基本資料，透過後台系統新增

渡槽資料，可使用單筆新增或 CSV批次匯入方式新增渡槽。

新增渡槽資料前需確認是否有對應的排水路，若無該渡槽所在

的排水路時，需先新增排水路資料。渡槽新增完畢後，可進行

資料的查詢與修改，渡槽新增流程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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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槽基本資料

後台系統

輸入渡槽資料

後台查詢與編輯管理

 

圖 11渡槽資料新增流程 

七、 水門查詢與管理 

由水利養護科人員輸入水門基本資料，透過後台系統新增

水門資料，可使用單筆新增或 CSV批次匯入方式新增水門。

新增水門資料前需確認是否有對應的排水路，若無該水門所在

的排水路時，需先新增排水路資料。水門新增完畢後，可進行

資料的查詢與修改，水門新增流程如圖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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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門基本資料

後台系統

輸入水門資料

後台查詢與編輯管理

 

圖 12水門資料新增流程 

八、 橋樑查詢與管理 

由水利養護科人員輸入橋樑基本資料，透過後台系統新增

橋樑資料，可使用單筆新增或 CSV批次匯入方式新增橋樑。

新增橋樑資料前需確認是否有對應的排水路，若無該橋樑所在

的排水路時，需先新增排水路資料。橋樑新增完畢後，可進行

資料的查詢與修改，橋樑新增流程如圖 13所示。 



16 
 

橋樑基本資料

後台系統

輸入橋樑資料

後台查詢與編輯管理

 

圖 13橋樑資料新增流程 

貳、 水利管理科 

一、 排水道排注廢水管理 

由水利管理科人員向相關廠商取得排水道排注廢水相關

資料，再透過後台系統或行動巡查系統輸入排注廢水資料，後

台系統可使用單筆新增或 CSV批次匯入方式新增，而行動巡

查系統只能單筆新增資料。使用 CSV批次匯入方式新增資料

前，須先確認排注廢水的「排注方式」是否有在新增資料的下

拉式清單中，若尚無在清單中的排注方式，需先新增類別後再

利用 CSV批次匯入。排注廢水資料新增完畢後，可進行資料

的查詢與修改，排水道排注廢水新增流程如圖 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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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路排注廢水基本資

料

行動版系統後台系統

輸入排水路排注廢水基

本資料

後台查詢與編輯管理

確認是否有需要新增
排注方式類別

 

圖 14排水道排注廢水資料新增流程 

二、 農田水利會灌溉渠道 

由水利管理科人員向農田水利會取得灌溉渠道資料，再透

過後台系統匯入農田水利會灌溉渠道資料，農田水系會灌溉渠

道資料為利用 CSV批次匯入方式新增。灌溉渠道資料新增完

畢後，可進行資料的查詢與定位，農田水利會灌溉渠道新增流

程如圖 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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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會灌溉渠道基

本資料

後台系統

輸入農田水利會灌溉渠

道資料

後台查詢

使用CSV批次匯入

 

圖 15農田水利會灌溉渠道資料新增流程 

參、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一、 管線管理(含虹吸管)  

雨水下水道管線資料可透過二種不同介面新增資料，分別

為後台系統與廠商網頁，後台系統及廠商網頁可單筆新增資料

或 CSV批次匯入。 

雨水下水道管線資料新增若使用批次匯入的方式，需要注

意是否已有建立廠商名稱，廠商建立好後資料才能成功匯入。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設定廠商權限時，需設定廠商帳號、密

碼與該廠商可以使用的功能，未勾選的功能將不會出現在該廠

商的頁面中，另外，若該廠商已不再服務時，可將「帳號是否

有效」設定為「否」，廠商權限設定介面如圖 16所示，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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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管線資料新增流程如圖 17所示。 

 

圖 16雨水下水道廠商權限新增設定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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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雨水下水道/倒虹

吸管基礎資料

已確認

審核人確認管線資

料

是

通知輸入人修

改
否

後台系統

輸入雨水下水道/

倒虹吸管資料

廠商網頁

 

圖 17雨水下水道管線資料新增流程 

1.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新增資料 

雨水下水道/倒虹吸管管線資料新增人員為雨水

下水道工程科人員時，可透過後台系統新增資料。資

料新增過後需進行資料的審核，若審核未通過則需通

知資料輸入人進行資料的修正。資料審核介面如圖 

18所示，審核欄位可以單選、多選或全選，再點擊「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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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通過」按鈕，審核通過的資料在審核欄位會以 符

號表現，同時也可直接在新增完成的資料中點籍新增

管線工程與人孔資料。 

 

圖 18雨水下水道管線資料審核介面 

2. 廠商新增資料 

雨水下水道管線資料新增人員為廠商時，需由雨

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新增廠商權限與帳號密碼，並提

供廠商頁面給該廠商，廠商網址為： 

http://www.wrbeoc.taichung.gov.tw/under.htm，廠商登

入介面如圖 19所示。 



22 
 

 

圖 19雨水下水道廠商登入介面 

廠商利用水利局提供的帳號密碼登入廠商頁面

後，即可透過單筆新增或批次匯入的方式將雨水下水

道管線資料輸入系統，若欲使用批次匯入的方式新增

資料，則必須下載 CSV範本，依照範本格式填好相

關資料後再行匯入。 

待資料成功匯入後需由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

進行資料的審核，若資料有誤需調整修正時，再通知

資料輸入人修改資料。 

二、 人孔點管理 

雨水下水道人孔資料可透過二種不同介面新增資料，分別

為後台系統與廠商網頁，後台系統及廠商網頁可單筆新增資料

或 CSV批次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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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下水道人孔資料新增若使用批次匯入的方式，需要注

意是否已有建立廠商名稱，廠商建立好後資料才能成功匯入。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設定廠商權限時，需設定廠商帳號、密

碼與該廠商可以使用的功能，未勾選的功能將不會出現在該廠

商的頁面中，另外，若該廠商已不再服務時，可將「帳號是否

有效」設定為「否」，廠商權限設定介面如圖 16所示，雨水

下水道人孔資料新增流程如圖 20所示。 

建立雨水下水道人孔基

礎資料

已確認

審核人確認人孔資

料

是

通知輸入人修

改
否

後台系統

輸入雨水下水道人

孔資料

廠商網頁

 

圖 20雨水下水道人孔資料新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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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新增資料 

雨水下水道人孔資料新增人員為雨水下水道工

程科人員時，可透過後台系統新增資料。資料新增過

後需進行資料的審核，若審核未通過則需通知資料輸

入人進行資料的修正。資料審核介面如圖 21所示，

審核欄位可以單選、多選或全選，再點擊「審核通過」

按鈕，審核通過的資料在審核欄位會以 符號表現。 

 

圖 21雨水下水道人孔資料審核介面 

2. 廠商新增資料 

雨水下水道人孔資料新增人員為廠商時，需由雨

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新增廠商權限與帳號密碼，並提

供廠商頁面給該廠商，廠商網址為： 

http://www.wrbeoc.taichung.gov.tw/under.htm，廠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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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介面如圖 19所示。 

廠商利用水利局提供的帳號密碼登入廠商頁面

後，即可透過單筆新增或批次匯入的方式將雨水下水

道人孔資料輸入系統，若欲使用批次匯入的方式新增

資料，則必須下載 CSV範本，依照範本格式填好相

關資料後再行匯入。 

待資料成功匯入後需由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

進行資料的審核，若資料有誤需調整修正時，再通知

資料輸入人修改資料。 

三、 工程管理 

雨水下水道工程資料可透過二種不同介面新增資料，分別

為後台系統與廠商網頁，後台系統及廠商網頁可單筆新增資料

或 CSV批次匯入。 

雨水下水道工程資料新增若使用批次匯入的方式，需要注

意是否已有建立廠商名稱，廠商建立好後資料才能成功匯入，

此外，必須注意工程類型、經費來源及主辦/委辦機關的資料

是否已經在資料選單內，若有相關資料尚未在上述欄位的下拉

式選單內，則必須先由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新增各項資料類

別。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設定廠商權限時，需設定廠商帳號、

密碼與該廠商可以使用的功能，未勾選的功能將不會出現在該

廠商的頁面中，另外，若該廠商已不再服務時，可將「帳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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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效」設定為「否」，廠商權限設定介面如圖 16所示，雨

水下水道工程資料新增流程如圖 22所示。 

建立雨水下水道工程基

礎資料

已確認

審核人確認工程資

料

是

通知輸入人修

改
否

後台系統

輸入雨水下水道工

程資料

廠商網頁

 

圖 22雨水下水道工程資料新增流程 

1.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新增資料 

雨水下水道工程資料新增人員為雨水下水道工

程科人員時，可透過後台系統新增資料。資料新增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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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需進行資料的審核，若審核未通過則需通知資料輸

入人進行資料的修正。資料審核介面如圖 23所示，

審核欄位可以單選、多選或全選，再點擊「審核通過」

按鈕，審核通過的資料在審核欄位會以 符號表現。 

 

圖 23雨水下水道工程資料審核介面 

2. 廠商新增資料 

雨水下水道工程資料新增人員為廠商時，需由雨

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新增廠商權限與帳號密碼，並提

供廠商頁面給該廠商，廠商網址為： 

http://www.wrbeoc.taichung.gov.tw/under.htm，廠商登

入介面如圖 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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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利用水利局提供的帳號密碼登入廠商頁面

後，即可透過單筆新增或批次匯入的方式將雨水下水

道工程資料輸入系統，若欲使用批次匯入的方式新增

資料，則必須下載 CSV範本，依照範本格式填好相

關資料後再行匯入。 

待資料成功匯入後需由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

進行資料的審核，若資料有誤需調整修正時，再通知

資料輸入人修改資料。 

四、 業者纜線附掛申請管理 

業者纜線附掛申請由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進行申請資

料的新增，新增方式為透過後台系統，可單筆新增資料或 CSV

批次匯入。 

業者纜線附掛申請資料新增若使用批次匯入的方式，需要

注意是否已有建立廠商名稱，廠商建立好後資料才能成功匯入，

業者纜線附掛申請資料新增流程如圖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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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纜線附掛申請資料

後台系統

輸入纜線附掛資料

後台查詢與編輯管理

 

圖 24業者纜線附掛申請資料新增流程 

五、 抽水站工程檢查管理 

抽水站工程檢查資料由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進行資料

的新增，新增方式為透過後台系統，可單筆新增資料或 CSV

批次匯入。 

抽水站工程檢查資料新增若使用批次匯入的方式，需要注

意是否已有建立廠商名稱，廠商建立好後資料才能成功匯入，

抽水站工程檢查資料新增流程如圖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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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站工程基本資料

後台系統

輸入抽水站工程檢查資

料

後台查詢與編輯管理

 

圖 25抽水站工程檢查資料新增流程 

六、 纜線人孔蓋申請管理 

纜線人孔蓋申請由雨水下水道工程科人員進行申請資料

的新增，新增方式為透過後台系統，填寫人孔蓋開啟申請表單，

填寫完成後系統將自動產製 Word檔，再將該申請業者所申請

的表單列印輸出並加蓋水利局戳章，提供業者在施工期間備查

使用，人孔蓋開啟申請流程如圖 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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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孔蓋開啟申請資料

後台系統

輸入人孔蓋開啟相關資

料

列印表單並加蓋戳章

將申請表單交由申請業

者
 

圖 26人孔蓋開啟申請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