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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法源與架構 

自 103 年 7 月 31 日發生高雄前鎮氣爆事件後，高雄市政府為有

效管理「石化管線」，參考美國運輸部對管線安全管理之法規及美國

石油協會相關標準，並邀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討論後，經提送 貴會

於 104 年 6 月 15 日通過訂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

公布施行。後續再由本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立「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

管理維護辦法」與「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監理檢查費收費辦法」於同

年 7 月 16 日公告施行。這次立法將業界概稱的「石化管線」給予明

確的定義，並建立本市既有工業管線安全管理的架構(如圖一，高雄市

既有工業管線安全管理架構)，同時參考了美國運輸部對管線安全管

理之法規(49 CFR part 192(氣態)、195(液態))及美國石油協會相關標

準訂定。近年來也參考國際上法規的更新與發展（如表一），持續擬

定精進管理措施並依需求探討修法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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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安全管理架構 

表一：既有工業管線管理法規國內外比較 

法規 國際指標與發展趨勢 國內外比較 

第四條、既有管線所有人

應參照國際標準規範所建

立之管線安全管理原則 

2014 年發布 API RP 

1173，對應 49 CFR 

195.452 作為管線安全管

理的規範。 

參考相同標準 

第七條、既有管線所有人

應建立管線資訊管理系統 

要求管線所有人依規範標準

提交報告與維運計畫。 

參考相同標準，但國內

為全數管線審查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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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國際指標與發展趨勢 國內外比較 

第八條、既有管線所有人

應參考國際標準規範，就

管線安全實施完整性管理 

僅要求針對高影響區域管線

執行，且不指定檢測方式。

美國運輸部自 2019 年 10

月起要求以執行 ILI 作為主

要檢測方式。 

國內以管線全數風險

皆高，要求業者全面、

各種檢測皆執行。 

第十條、既有管線所有人

應建置管線操作監控系統 

美國運輸部 2019 年起要求

監測系統在 2024 年之前具

備檢漏能力(ref. API 

1130)。 

國內已要求全面裝設

雙向同步監看系統，並

依氣、液態管線特性分

別規定之。 

第十一條、既有管線所有

人應擬定管線巡檢管理計

畫 

49 CFR 192/195、API 

1161、ASME B31Q 

參考相同標準，本市管

線業者巡檢頻率為世

界最高 

第十二條、既有管線所有

人應擬定管線防蝕措施及

維護保養計畫 

49 CFR 192/195、NACE  

SP0169 

參考相同標準，執行率

達 100% 

第十三條、既有管線有改

變輸送物質、停用、復用、

廢用或有其他變更使用之

49 CFR 192/195 、 API 

1173、API 1161、ASME 

B31Q 

參考相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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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國際指標與發展趨勢 國內外比較 

情形時，既有管線所有人

於變更前實施必要之管線

安全風險評估 

第十五條、既有管線所有

人應以管束為單位 

國際未有類同之組織運作 我國特有管理方式 

本府主管機關經濟發展局依據上述辦法，對管線安全維運工作的

規劃架構，概分為三大領域，包括：1.日常監督維護之管線完整性管

理、管線之監督查核以及管線技術之建置；2.圖資及管理系統之雲端

管理平台；3.緊急應變之整備工作，含災害預防、防災整備與緊急應

變。 

在管理機制上，依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維護辦法」第四

條，既有工業管線所有人應建置管線安全管理系統，並依據 PDCA

（Plan-Do-Check-Act）循環式品質管理方式規劃每年管線維運工作。 

「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維護辦法」第四條的要求可對應到美

國石油協會指引 API RP 1173 的內容，包含以下九個項目，各項規

定則分列於「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維護辦法」第六條至第十六條。 

一. 管線安全管理系統 

二. 管線資訊管理系統及資料分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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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線完整性評估及管理 

四. 管線操作管理及監控系統、巡管作業及配套措施 

五. 管線維修保養及檢查 

六. 管線變更管理 

七. 管線維運人員能力訓練及管理 

八. 成立管束聯防組織及管理計畫 

九. 管線異常通報機制與緊急應變計畫 

既有工業管線管理機制依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

第五條之規定：「既有工業管線所有人應參考國際標準規範，針對管

線安全實施完整性評估，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提出下一年度管

線維運計畫送主管機關備查，並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提出前一年

度管線維護及檢測情形總報告書，送主管機關備查。」以及第九條之

規定：「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不定期查核年度管線維運計畫內

容及執行情形，既有管線所有人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所以本府

經濟發展局自 104 年起，每年進行業者所提報之維運計畫書及管線

維護及檢測情形總報告書進行審查，也依法至各廠進行查核。 

藉此，要求業者每年提交年度維運計畫並交由專業機構進行審查、

現場查核，業者亦須於隔年 1 月 31 日前提交年度執行成果報告供本

府經濟發展局審查。藉此敦促業者自主管理、持續精進的方式提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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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安全性。同時也適時引入國際級第三方認證機構合作，密切連結

稽核審查管理機制，確保各項維運工作的適切性與落實度。 

自 107 年起更逐步改以深度的稽核替代過往之審查方式，突破目

前的審查及查訪之時間限制。因此本府經濟發展局改以指派專業稽核

員以外部稽核的方式進行維運計畫書、執行報告之書面審查，以及現

場稽核與後續追蹤等作業。每家業者由三位以上不同領域專家(含管

線安全管理、維護檢查、緊急應變等專長)組成一組專業稽核員，進行

維運計畫書、執行報告之書面審查，以及現場稽核與後續追蹤等一系

列之作業；專業稽核員會檢視歷年的維運計畫、維管執行狀況、審查

與查核意見，提出現場稽核的重點，現場查核時再依據查核的結果點

出須立即改善之缺失或建議，與業者討論出合理的改善時程，並追蹤

改善的狀況。本年度查核執行的整體流程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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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年度管理審查機制與 110 年度重點 

此外本府經濟發展局於 104 年 8 月 1 日建置及運作「管線安全辦

公室(OPS)」(以下簡稱 OPS)，提供 24 小時運作之工業管線疑似災

害事故案件處理與應變諮詢。OPS 主要職能可分為三大領域，分別

為：預防、整備及應變功能，其中要點如下: 

1. 預防功能 

(1) 審查管線維運計畫及檢測情形報告 

(2) 辦理管線陰極保護系統完整性抽查 

(3) 辦理管線災害模擬沙盤推演、教育訓練 

(4) 辦理民眾災害宣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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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辦理管束聯防無預警測試 

(6) 案件統計研析 

2. 整備功能 

(1) 建立管線圖資、管理及危害物質資料 

(2) 管線聯防組織建立與緊急聯絡資料 

(3) 管線相關技術應變等訓練課程及宣導 

(4) 案例分享與技術交流會議 

(5) 建立緊急應變通聯機制 

(6) 建立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3. 應變功能 

(1) 事故通報及應變 

(2) 應變經驗與行動建議 

(3) 化學品與管線廠場資訊 

(4) 應變策略研擬 

(5) 危害物質擴散模擬 

(6) 化學品偵檢監測 

也藉此培訓管線監理及災害應變處理的幕僚，配合「高雄市既有

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對於既有工業管線之使用變更的需求

提出專業建議，協助本府其他監理檢查及緊急應變工作之技術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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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 成立至今處理管線洩漏通報案件多數為天然氣或能源管線洩漏

事件，而管線洩漏原因，超過一半以上為第三方挖掘不當所造成。 

歷年來根據管線相關事件、民眾與業者的需求對管線安全管理機

制不斷的更新改善。其中重要措施與工作項目如下： 

1.建置「工業管線管理圖資系統」：本府經濟發展局建置管線圖資

查詢系統，含公務使用之「工業管線管理圖資系統」及一般大眾使用

之「高雄市工業管線查詢系統」。民眾版圖資主要提供高雄市民對於

居住所在地有無管線經過，滿足市府對於市民「知」的權利之承諾；

公務版圖資主要提供災害防治及應變作為的重要訊息，並具備通報案

件統計及分析的功能，為處理災害整備及預防之安全管理系統。 

2.藉由辦理國際論壇，與國外技術同步引入國際通用之管線安全

維護及管理之技術規範。邀請美國及加拿大之現役及退休官員，以及

美、加、荷蘭、新加坡等國家之管線安全相關技術專家以及國內專家，

讓地方官員與既有工業管線業者有機會與國外專家直接溝通。 

3.災害應變之整備督導：辦理多次地下工業管線洩漏情境模擬演

練，無預警緊急應變測試以及災害應變整備業務之督導。特別針對當

發生自然災害或人為破壞時，管線業者及本府各相關單位能迅速掌握

其任務執掌及應變標準程序，目的在透過沙盤推演的訓練，以強化災

害搶救之效能；廠外無預警緊急應變測試，目的則是查核業者對於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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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事故之初期處置與通報、現場應變處理情形、外部支援狀況等反應，

建立管線業者對於事故緊急應變程序與做法的整備經驗。 

二、現行管理重點事項 

(一)圖資透明化與 3D 圖資建置修正 

104 年起即以既有工業管線業者所提送的既有工業管線圖資資料

繪製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分布情形及路徑圖，建置工業管線圖資系統，

並公布於本府經濟發展局官網上，針對目前既有工業管線從發送端廠

區出廠後，其所行經市區之路段、路口，最後至接收端廠區，在圖資

系統上皆有清楚標示，且可藉由點選圖資系統之管線可獲得該管線所

屬公司、輸送內容物等的相關訊息。提供高雄市民查詢及了解居住所

在地有無管線經過，滿足市府對於市民「知」的權利之承諾。此系統

於 104 年 12 月建置，至 109 年 10 月底為止，民眾上網查詢次數已

達 22 萬餘次；而本府、OPS、以及既有工業管線業者因公務查詢管

線資訊次數也超過 13.4 萬次。 

惟地下管線深埋於地下，加上早期留下的資料難以確認圖資的正

確性，故配合業者執行 ILI 檢測、透地雷達、開挖驗證等工作取得之

三維座標繪製三維度之管線路徑，藉此修正精進圖資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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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資系統串接道挖中心道路挖掘現況 

本府經濟發展局為工業管線營運管理管控與管線災害應變而建

置工業管線圖資，著重在緊急應變之用，需要可以快速反應。與工務

局基於為道路挖掘施工與管理，而建置精確但需要更多運算效能的公

共設施管線圖資，因兩者建置圖資需求目的有所不同而在圖台呈現有

所區隔。但是雙方透過會議討論建立了雙方圖台使用同一資料庫的共

識，利用軟體介接功能，串接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中心之道路挖掘資

訊，於第一時間可即時釐清確認通報不明異味地點附近區域是否有挖

掘案件，藉以判斷是否有第三方外力損傷的可能性。 

(三)敏感區域疏散避難教育宣導及演練 

為建立市民對於災害的認知與避難的觀念，再搭配實際的演練訓

練，驗收各單位動員整備工作之成果。本府經濟發展局選擇管線行經

之鄰近高風險敏感區域（區、里、校園等），結合管線防災疏散避難

規劃與疏散避難整備內容，可瞭解各工業管線聯防組織及高雄市各救

災單位對於工業管線災害協調應變之效力，並將其救災權責分工且緊

密結合，並藉此強化管線業者與市民之間的互動連結。同時建立市民

大眾由下而上的自主防災意識及疏散避難作為，以因應災害發生或有

發生之虞時，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防止災害擴大。近年來重要

辦理成果，累計五個行政區、兩間學校之宣導演練工作。相關紀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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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表二。 

表二 演練辦理成果 

 

年 日期 區域 

教育訓練/

演習地點 

參與單位 

107

年 

11/21、

12/4 

仁武區 登發國小 登發國小 

108

年 

3/6、3/7 林園區 港埔國小 港埔國小、林園區公所 

9/9 、

9/10 

楠梓區 

五常里 

活動中心 

楠梓區公所、五常里 

大社區公所、仁武區公所、前鎮

區公所、小港區公所、大寮區公

所、鳥松區公所、大樹區公所、

鳳山區公所、中陽里、宏南里、

稔田里、惠豐里 

109

年 

7/6 大寮區 

潮寮里 

教會 / 活動

中心 

大寮區公所、潮寮里、昭明里、

過溪里、會結里、潮寮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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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日期 區域 

教育訓練/

演習地點 

參與單位 

7/28 鳳山區 

忠孝里 

活動中心 

鳳山區公所、忠孝里、鳥松區公

所、文華里、文英里、文福里、

文衡里、中山國小 

11/4 林園區 

文賢里 

幸福公園 

林園區公所、前鎮區公所、文賢

里、東林里、頂厝里、港埔里、

港嘴里、中門里、溪州里、五福

里、王公國小、中芸國小 

11/9 小港區 

山明里 

活動中心 

小港區公所、前鎮區公所、山明

里、港正里、店鎮里、港口里、

小港里、鳳宮里、鳳森里、華山

國小、鳳陽國小 

三、後續精進作為 

回顧今年 911 前鎮乙烯事件，在處理疑似管線洩漏的過程中，第

一時間業者馬上自主停泵，並立即派員配合本府經濟發展局緊急應變

處置作為，在無法排除管線洩漏的可能性時，亦配合市府指示立即進

行管線排空作業，於第一階段立即阻止潛在風險可能繼續發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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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近幾年對於工業管線緊急應變機制建立與平時訓練與演練的成

效。最後前鎮乙烯事件相關業者台塑、亞聚、台氯、華運配合本府經

濟發展局於 9 月 21 日召開之專家審查會議，秉持著安全、謹慎、專

業的原則檢視業者提送之管線查漏規畫書，內容包含緊密電位、透地

雷達、設置監測井、管線持壓等方式。 

各項工作結果顯示管線無洩漏，說明如下： 

1. 截至 9 月 25 日中午 12 時，三條管線已持壓 35kg/cm2 超過

250 小時無壓降。 

2. 管線沿線上所設置的 10 個監測井，其檢測結果亦無異常讀

值。 

3. 除此之外，包含監測井及壓力測試數據、過去五年來管線執

行 ILI 檢測及維護、管線陰極保護電位檢測工作。 

4. 後續邀請專家、學者採最高標準進行復氣規劃審查，通過後

正式復氣並持續監測 2 個月。 

經前述審慎查證過程後證實非屬管線洩漏事件，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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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09 年 9 月 11 日前鎮乙烯事件處理重點 

另一方面，經本府環境保護局於原住民故事館周邊採用薄膜界面

探測系統 MIP 探測結果，顯示原住民故事館地下室陰井、原住民公

園、翠亨北路等區域地下水發現高濃度含氯有機污染物，且於 9 月 19

日 14 時 55 分原住民故事館關閉地下抽水馬達後，兩人孔蓋上方之

總碳氫化合物濃度，由最高 583ppm 驟降至平均約 2.4ppm。經本市

土水推動小組之專家學者中山大學高志明教授、高雄師範大學陳士賢

教授及屏東科技大學葉桂君教授研判，含氯有機污染物進入筏基內，

因厭氧狀態及化糞池營養供應，厭氧菌大量繁殖，筏基成為還原降解

生物反應槽，持續產生並累積大量降解物-乙烯，隨抽水排入下水道人

孔，以致造成本次事件。 



16 
 

現階段原住民故事館旁污水人孔總碳氫化合物監測平均濃度

1.5ppm，距離兩事故人孔 25 公尺處(公園及住宅)周界總碳氫化合物

監測平均濃度也僅 1.7ppm，皆為背景安全濃度。後續環保局立即啟

動污染範圍調查並公告劃定本區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及相關

限制事項，未來可採地下水抽除化學氧化，或現地生物整治等工法改

善。 

惟在管理機制上仍有須進與精進之處，相關作為如下： 

(一)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修法並增訂罰則 

對於違反「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或「既有工業管線管理

維護辦法」之全部或部分條文的情況，借鏡國際法規標準趨勢，檢討

精進，建議增列得處以管線業者罰鍰的方式，提高法令運用彈性。增

加具體的改善時限及相應罰則，可強化稽核審查的落實度。藉此要求

業者推進完成管線完整性管理的各項工作，綜整管線相關資料之更新

與蒐集電子化，包括風險評估、完整性評估及日常維護工作之間檢測

數據、第三方驗證、日常維護工作以及各項變更等，作為未來管理精

進的基礎，強化安全管理的成效。 

 (二)案件處置行政程序精進 

1. 針對 30 天內歷史通報紀錄、氣體偵測器有 H2S 或 CO 反應、定

位點鄰近有管線等情況，由本府經濟發展局、環境保護局、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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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共同合作，持續追蹤與回報後續處置情形之機制。 

2. 將案件查證的環域分析距離由 100 公尺擴大到 150 公尺。 

(三)洩漏監測系統強化精進措施 

經濟部工業局於今年 10 月 20 日邀集高雄市政府、專家學者及工

業管線業者召開管線監測可行性會議，結論重點如下： 

1. 管線洩漏偵測系統訂定統一標準規範之可行性低 

尚無單一標準適合所有管線，訂定統一標準規範之可行性低。

建議由業者衡量其管線特性、安全管理需求、風險評估結果

及技術提供廠之建議，選定最適切洩漏偵測之方法。 

2. 管線安全需著重完整性管理作為 

建置 LDS 系統僅是管線安全管理維運的其中一項，並非安裝

後即可以全面確保管線之安全運作，建議管線業者仍須著重

執行管線的完整性管理作為，如管線維護保養及檢查、人員

訓練及管理，以及異常通報機制與緊急應變等。 

3. 建立管線洩漏偵測系統經驗分享平台供業者交流讓相關設置

經驗符合我國本土需求。 

4. 要求管線業者依其管線特性及設置環境，加強 CPM 洩漏偵

測系統之建置。 

整體而言，管線洩漏偵測系統訂定統一標準規範之可行性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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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單一標準適合所有管線，建議由業者衡量其管線特性、風險評估管

理，輔以「性能指標」選用原則，選定合宜自身之 LDS。 

有鑑於此，亦因國際上對洩漏監測系統的監測能力尚無明確的規

範，業者目前皆有設定警報值由兩端壓力流量特性判斷是否發生洩漏，

且配合法令，液態管線多半已安裝國際上成熟之系統，而氣態管線技

術穩定度較低，多採自行建置系統監測。本年度已規劃要求業者進行

測試，藉此釐清業者目前系統對洩漏量、洩漏點位置的評估能力，並

促使業者持續精進。 

以上報告  敬請 

各位議員指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