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審查作業手冊 

一、 法令依據： 

下水道法、下水道法施行細則、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下水道工程設施

標準、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管理規則、花蓮縣下水道管理自治條例、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範、水污染防治法暨施行細

則及其他相關法令規章。 

二、 申請時機： 

（一）既有建物 

1. 「污水下水道未公告使用地區」：配合本縣推動用戶接管工程時

一併施工者，用戶免申請及負擔施工費用，其施工經費用由花蓮

縣政府依年度經費編列情形及用戶接管普及率，決定是否補助；

未配合一併施工者，後續用戶需提出設置申請，經本縣下水道機

關（構）核准，始得施工納管，其施工費用由下水道用戶負擔。 

2. 「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地區」：應依規定於公告開始使用之日起

六個月內設置用戶排水設備並與下水道完成聯接使用。未依規定

期限辦理者，除依下水道法第 32條規定處罰外，本府並得命下水

道機構代為辦理，所需經費由下水道用戶負擔。（下水道法施行

細則第 17條、下水道法第 29條） 

（二）新建(增建或改建)建築物 

1. 「污水下水道未完成地區」：經本縣下水道實施計畫規劃完成者，

其用戶排水設備應於申請建造執照前申辦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線套

繪，並於建造執照核發後申報基礎版勘驗前，申請取得設置審查

核可及完工後於申請使用執照前完成竣工查驗，依規定預留連接

管線（預設用戶）。（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第 17條）新建建

築物經完成公共污水管線套繪，屬於公共污水管線未到達區，且

符合下水道法規定應設置專用下水道之情形（不含工業區），應

於建造執照核發後申報基礎版勘驗前，向本府下水道機關（構）

申請取得專用下水道設置審查核可。（下水道法第 8 條及其施行

細則第 4條）。 

2. 「污水下水道完成地區及公告使用地區」：依規定於申請建造執

照前申辦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線套繪，並於建造執照核發後申報基

礎版勘驗前，申請取得設置審查核可。完工後於申請使用執照前，

頇經本府下水道機關（構）查驗合格，始得聯接於下水道（納管



用戶）。（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 15條及第 17條）。 

三、 專業技師與下水道承裝商辦理範圍 

1.依據下水道法第 17、21條及施行細則第 13、18條規定辦理。 

2.新建建築物 

(1)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新建建築物，其下水道設備得由該建築物之建

築師併同設計，建築師應對送審文件逐頁簽名蓋章。 

(2)非屬前項之新建建築物(六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則需由建築師及會同

專業技師(土木、水利或環工技師)辦理規劃、設計及監造。 

(3)專業技師應對送審文件逐頁簽名蓋章，建築師應對新建建築物有關「地

籍圖、污水處理設施位置圖及面積計算」之建築書圖部分也需逐頁簽名

蓋章。 

(4)申請竣工查驗，需填寫下水道承裝商資料及用印及簽章，並檢附下水道

承裝商相關資料(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 

3.既有建物 

(1)既有建物頇委託登記開業之環境(衛生)工程、土木或水利科之專業技師

規劃、設計及監造。 

(2)申請設計審查及竣工查驗，皆需填寫下水道承裝商資料及用印及簽章，

並檢附下水道承裝商相關資料(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 

綜合上述之建物類別及專業技師辦理範圍，整理如表 1所列，各階段

之書圖內容應由專業技師逐頁簽名蓋章負責，並依據各項法令規章檢核無

誤後始可送審。 

表 1 下水道設備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及下水道承裝商辦理一覽表 

委託專業技師或承裝商 

申請類別 
建築師 

專業 

技師 

下水道 

承裝商 

專 用

污 水

下 水

道 

新建 設計及變更   -- 

竣工 

   

用 戶

排 水

設備 

新 建

建 築

物 

五層(含)以下非

供公眾使用(詳說

明 3) 

設計及變更  () -- 

竣工 
 ()  

六層(含)以上或

供公眾使用 

設計及變更   -- 

竣工    

既有建物(含專用下水道) 設計及變更 --  -- 



申請納管 竣工 --   

說明：1.專業技師指登記開業之環境(衛生)工程、土木或水利科之專業技師. 

2.合格承裝商指符合內政部 98.4.14台內營字第 0980802537號令訂定之「下水道用戶排 

水設備承裝商管理規則」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簡稱下水道承裝商)。 

3.「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新建建築物，建築師得會同專業技師辦理，由專業技師

對「下水道法」及相關規定部分簽章。 

4.新建建築物部分，建築師依法對「建築法」及「建築師法」等相關規定部分簽章；專

業技師依法對「下水道法」及相關規定部分簽章。 

 

四、 花蓮縣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線系統套繪申請表填表說明 

既有建築物或新建建築物，不論是否達專用下水道設置規模等，申請的

第一步驟即是申請「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線系統套繪」，說明如後。 

1.建築物類別 

區分為「既有」及「新建」二類，「新建」需配合建管單位之建照、

申報開工及使用執照申請程序，故申請人必需先明瞭申請之建物類別，選

擇正確之表單，做為後續申辦流程之準備。 

2.區域位置 

主要為花蓮縣新城鄉、花蓮市、吉安鄉、鳳林鎮及玉里鎮之都市計畫

及農業區建地目地區（以下簡稱下水道地區）之下水道用戶建築物之排水

系統。 

3. 建物或基地位置 

既有建物已有門牌編號者填寫地址，基地尚未開發則填寫地號及面積，

填寫重點在於需將建物或基地四週臨公共巷弄或道路名稱皆標示(含未開

闢計畫道路編號)，以利判斷是否屬於污水管線規劃範圍。 

4.廢(污)水類別 

由於下水道機構對事業廢水申請納管採許可制，並訂定有納管標準，

因此對於事業單位之申請案，下水道機構依權責審查，若屬於水污染防治

法第二條第七款之事業，考量其廢水特性及申請排放量而無法允許納管時，

需於審查意見說明，屆時事業單位廢(污)水處理及排放，需依照「水污染

防治法」及相關規定申請。 

事業類別依環保署公告之「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填寫。 

5.計畫處理人口 



公共污水管線之管徑最小為 200mm，配合設計水深及設計流速，審查

人員必需詴算指定之人孔下游管線是否足夠容納，故必需有計畫人口及污

水量之估算。 

由於此階段新建物可能尚未取得建照，故下水道機構日後仍依建管單

位核發建造執照核定之樓地板面積，及檢附之計畫人口及污水量，作為審

查用戶排水設備之依據。 

6.基地位置圖 

圖面尺寸需明顯標示基地所在位置完整街廓及道路(或巷弄)名稱、鄰

近建物分布(含違建部分)、雨水側溝位置及排水流向標示等，並有正確比

例標示及指北，若現況有計畫道路未開闢，仍需標示計畫道路位置。 

7.接管區類別及審查結果 

    依照花蓮縣污水下水道建設現況，接管區類別概分為： 

(1)已達公告實施接管地區：新建物、既有建物及其他除原有建物外任一邊

寬度超過三‧五公尺以上增建者，可排入本府指定之污水人孔。 

(2)未達公告實施接管地區：此區域屬於無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或公告免設

置用戶排水設備，但達專用污水下水道規模者，仍需依規定申請設計審

查及竣工查驗。 

(3)污水管線尚未佈管地區：僅完成污水下水道系統之規劃，尚無污水管線

施工埋設，無法指定排入人孔位置，僅能指定預留管之出口位置或方向，

需設置「建築物污水處理設備」處理污水，污水管線需有切換裝置，待

日後公共污水管線到達後，再由下水道機構辦理納管。 

(4)既有公共污水管線無法容納地區或其它：用戶申請納管，不論新建或既

有，下水道機構仍得就用戶申請之水質與水量，考量公共污水下水道系

統之負荷，審查是否同意納管之決定，特別對於已達水污染防治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之事業種類及規模，需特別留意，審查單位需加以說明原

因。 

8.現場勘查 

申請人應事先詳細勘查基地現況，使送審圖說與現場相符再行送審，

而審查人員認為有必要時，可自行前往勘查，或通知申請人於指定時間於

申請地點一併現勘，以釐清圖面，作為審查判斷依據。 

9.申請時注意事項 

(1)本資料提供建築物申請設置用戶排水設備使用，無污(廢)水排水設施之

建物免申請。 

(2)新建物基地位置請用色筆框選，並加繪公共雨水溝之排水流向。 



(3)為避免多人申請同一基地位置之套繪，審查人員必要時可要求申請人提

供身分證明文件或委託書等證明文件。 

(4)由於本縣逐年辦理用戶接管工程，申請人需自行注意申請套繪之日期、

後續申請設計審查之日期及新建物預定申請使用執照之日期等，實際位

置及詳細資料仍以現場實物為準。 

(5)本申請表套繪結果，有效期間為審查機關發文之日起 6 個月。 

五、 花蓮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申請表填表說明 

1.花蓮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檢核表與本表為一併使用。 

2.建造(使用)執照號碼及發照日期： 

「新建」、「增建」或「改建」者填寫建造執照號碼；「既有建物」

者填寫使用執照號碼， 

無使用執照者檢附「建物登記謄本」或其他建物之合法證明文件。 

3.工程名稱： 

「新建」「增建」或「改建」者需與建照相同，既有建物填寫用戶姓

名(或代表人)。 

4.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熟悉申請表內容，由委託人授權負責與下水道機構聯繫之窗口。 

5.建築物用途： 

若屬於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七款之事業，其事業類別依環保署公告

之「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填寫。 

6.設置人： 

既有建物需為建物所有人或管理委會主委，新建建築物與建造執照相

同。 

7.建築師、專業技師及承裝商 

依表 1「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及下水道承裝商

辦理一覽表」之內容填寫。 

 

8.建築地點 

尚無門牌之新建物填寫地號，其餘建物填寫行政區及地址。 

9.樓地板面積 

依建造執照、或使用造執或建物謄本填寫。 

10.計畫使用人口數、接管戶數及計畫污水量 

戶數以門牌數為依據，計畫使用人口數、計畫污水量水量需依下水道

法施行細則第四條暨「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計算之。 



11.建築物各層用途 

新建物依建照內容填寫，既有建物依實際狀況填寫。 

12.變更設計欄位 

申請變更設計時填寫，或變更設計可併同竣工查驗一併申請時填寫。 

六、 花蓮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檢核表填表說明 

1.基本資料： 

申請設計與竣工查驗皆需填寫，一併提送，並依勾選項目逐一檢附影

本。 

2.設置或變更設計階段： 

設計或變更設計時填寫，由專業技師或申請者自主檢查方式，並依勾

選項目逐一檢附相關圖說。(註：管線埋設通過私有地之調查：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管線埋

設之巷道連接管，若經下水道機構同意自行施工者，施工前，需進行是否通過私有地之調查，並與土地所有權

人取得土地使用同意。) 

設計階段之書圖內容應由專業技師逐頁簽名蓋章負責，並依據下水道

法及相關法令規章檢核無誤後始可送審。 

3.竣工查驗檢附項目： 

包含花蓮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竣工查驗自行檢核表、花蓮縣污

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竣工資料卡、設置階段經審查核可退還之設計

申請書圖及竣工書圖為必需檢附之資料。 

竣工圖面與設計階段審查核可之書圖不同之處，需以雲狀圖明顯標

示。 

4.簽章欄位 

由負責之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擇一簽名及蓋章。 

七、 花蓮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竣工自行查驗表填表說明 

與基本資料應與一致，查驗項目需檢附照片及光碟片；所需簽章或用

印人與用戶排水設備(設計、竣工)申請表相同。 

八、 花蓮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竣工資料卡填表說明 

1.基本資料填表內容相同。 

2.竣工日期指「用戶排水設備」竣工日期。 

3.既有建物無安裝自來水者，應填寫抽水機出水管徑。 

4.竣工帄面圖 

本竣工圖原則以戶或棟為單位，請依用戶排水設備現場實際竣工狀況

以 1/100～1/300比例尺製，請註明管線位置、管材、管徑，及埋設高程，

可依接管戶數逐一繪製並裝訂。 



書圖內容應由專業技師逐頁簽名蓋章負責並依據各項法令規章檢核

無誤後始可送審。 

5.工程紀錄照片冊 

檢附照片重點： 

(1)建物外觀。 

(2)預處理或採樣陰井前、中、後照片。 

(3)採密閉式陰井或人孔鑄鐵蓋，並有「自設污水」標示之照片。 

(4)預埋或接入公共污水下水道/雨水下水道銜接處，已檢附施工前、

中、後照片，損壞公共設施部分已修復。 

(5)污水下水道未完成地區，已預留污水切換裝置及連接管線至公共

巷道，並檢附施工前、中、後照片。(1F 與地下室之切換開關上

應附掛標示牌，並正確標示水流方向及名稱。) 

(6)巷道連接管埋設前、中、後照片。 

(7)建築師/專業技師(擇一)現場查核照片。 

(8)書圖內容應由建築師/專業技師(擇一)逐頁簽名蓋章負責並依據

各項法令規章檢核無誤後始可送審。 

九、 其他注意事項 

1.排放至公共污水下水道之污水水質，應符合本縣公共污水下水道可容納之

下水水質標準。 

2.未達專用下水道規模且公共污水管線未到達區，下水道機構僅針對進流管

線切換至公共污水下水道之預埋管線查驗，「建築物污水處理設備」之功能

與型式非屬於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審查之範圍。 

3.餐廳、小吃店、自助餐等營利性之事業，其廚房廢水未經油脂截留設施，

或經下水道機構指定應有前處理之事業，未設前處理設備前，不得排入公

共下水道。 

4.未達專用下水道規模之建築物內部管線依「建築技術規則」辦理，已達專

用下水道規模之建物內部管線與建築物外部管線屬於「用戶排水設備」部

分，其污(糞)管一律採橘紅色管(或塗裝) ，污排水管頇採硬質厚塑膠管或

鑄鐵管，雨水管不可採橘紅色管。 

5.污、雜排水管至公共下水道之出流管以一處為原則；但基地面積大或棟數

多時，則由下水道機構以套繪結果指定出流管位置。  

6.至公共下水道之預埋管位置，應詳繪施工圖，圖中頇註明「預埋管施工時

應拍照存證」。  

7.建築物污排水設備圖說之樓層帄面設計圖上頇書寫建造執照號碼，並加註



「本帄面圖與建管單位核准之帄面圖相符」。 

8.1F與地下室之切換開關上應附掛標示牌，並正確標示水流方向及名稱。 

9.用戶基地內以巷道連接管銜接至公共污水管線之陰井或人孔，應遵守本縣

道路申挖之相關規定。 

10.用戶排水設備竣工但尚未查驗合格前，應將基地內銜接至公共污水管線之

陰井出流口加以密封，經查驗合格才可使用。 

11.下水道機構對已核准使用之建物用戶排水設備，將不定期巡查，若發現起

造人將含高濃度泥砂之廢水排入，除依「下水道法」第 25條要求起造人限

期改善(含淤砂清除)，情形嚴重者，將通知停止使用。 

12.分支管網未到達地區之預留陰井位置以前巷為優先，預留陰井位置位於後

巷且緊臨私地，需向下水道機構申請並取得同意。 

13.專業技師應對送審文件逐頁簽名蓋章，建築師應對新建建築物有關「地籍

圖、污水處理設施位置圖及面積計算」之建築書圖部分也需逐頁簽名蓋章。 

14.專用污水下水道污水處理設施維修開孔，收集管線之人孔、陰井或清除孔

不得規劃於機械停車位或機械設備下方，以利維修與保養。 

15.專用污水下水道污水處理設施池槽，收集管線、陰井及人孔等設施，於申

請竣工查驗前應清除積水，以利查驗。 

16.竣工查驗當天，除備色料供詴水外，建築師/專業技師(擇一)、下水道承

裝商及主管機關依實際需求指定之人員，應至現場會同查驗。 

17.備接陰井應設置在建築線內，不可設置在人行道上。 

18.申請圖說應清楚標示 1樓排水各管線(SP、WP及 RP)流向，並上色註明。 

19.預鑄式污水處理設施之設置（依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範中使用

人數計算方式），頇檢附符合行政院環保署審核認證通過預鑄式建築物污水

處理設施中使用人數之規格。 

20.基地帄面位置圖（壹樓）圖，圖面應依照申請之建照著色。 

21.裝訂方式說明 

(1)封面填寫：請使用本申請表所附之封面並勾選「建築物類別」、「污水下

水道系統接管地區類別」及「申請類別」，並填寫申請單位名稱與案件編

號（首次申請無編號者免填）。 

(2)內容填寫方式：應以打字方式或以正楷書寫方式填寫整齊後提出。 

(3)編排順序：請將本次申請時之文件名稱及對應表格，依照申請表中之排

列順序編排裝訂，將各表格所需之附圖、附件及證明文件等資料編號後檢

附於所有表格後，各文件資料大小尺寸以 A4 尺寸為準，自行整理成 A4

大小後予以檢附。 



(4)裝訂方式：所有申請資料及檢附文件應比照本申請表所附之封面位置打

孔，孔距採標準兩孔夾之裝訂要求，並將所有文件放入防水之封面、封

底間一併裝訂；圖說以 A3 尺寸為準，必要時本府得要求申請人以 A1 尺

寸提送本府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