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客家委員會工程施工查核結果一覽表

編號 查核日期 工程主辦單位 工程名稱
查核時施
工進度

查核主要缺失 施工廠商

1 106.02.14 桃園市楊梅區公所

桃園縣楊梅客家薪傳步道系統營

造計畫(第二期)-「牛路崎‧客家

義」步道修復工程

乙等 76 81.52%

1.牛路崎步道、天梯步道、牛車路步道側溝排水坡度不符規

範，修坡後土壤擾動未作水保設施，未作臨時擋土及植被養

生。

2.工區周邊未依設計設置乙種安全圍籬，行人動線安全防護

措施及導引牌面不完善。

旭昇營造有限

公司

2 106.02.15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七星宮周邊

環境規劃設計暨工程案
乙等 77 50.35%

1.工地現場四周的安全防護設施，未依圖說、規範確實設置

，不符合工程需求，如蓬萊國小瞭望台施工作業，對於學童

隔離防護及安全措施不足、廟前廣場只以警示帶隔離…等。

2.七星宮廟前廣場鋪面底層混凝土面有龜裂(前面)及表面浮

渣未清理。

騰楓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3 106.03.24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縣定古蹟關西分駐所第一

期修復工程案
乙等 77 92.08%

1.工區出入口路面不平整且上方鋪設木板易翹起，有安全疑

慮。

2.入口意象道路地面回填料碎石、磚頭、石塊…等雜物，未

確實清除。

佳禾營造有限

公司

4 106.03.27 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竹南鎮五穀宮周邊環境改善工

程-竹南好客遊(第一期)
乙等 77 68.50%

1.各工區入口處宜增設拒馬、交通錐及警告燈等，禁止無關

人員擅入。

2.未逐日檢查填寫職業安全衛生自主檢查表。

慶鼎營造有限

公司

5 106.04.10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

化發展中心

六堆園區濕地公園綠能水資源再

生及水圳生態體驗工程
甲等 81 29.46%

1.濕地公園步道PC拉毛鋪面之模板規格應依規定施作，模板

支撐（現場採用鋼筋支撐）間距過大、斜撐設置不足。

2.竹涼亭修繕之竹子、木角材須作防腐處理，固定綁紮之材

料須防腐蝕；部分龜裂之修繕鐵木應以處理。

泰佳營造有限

公司

6 106.04.10 屏東縣政府
六堆客家文化信仰中心整體風貌

改善工程
甲等 82 45.55%

1.迴廊圓立柱插座與預留孔間之收邊處理不佳，部分間隙

大。

2.化胎周圍砌牆清水磚表面有水泥砂漿殘留，應做清理。

順裕營造有限

公司

7 106.04.18 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竹東水岸光廊客意形塑工程 甲等 81 69.34%

1.跨橋鋼構及欄杆基座鋼材部分有污斑，應依本工程材料規

範，鋼材表面需熱浸鍍鋅+面漆、補塗裝。

2.弧形座椅/椅面板之不銹鋼螺栓固定洞，未依圖說使用適

當材料並確實填平；跨橋平台鋼構造之L形補強構件，以兩

件焊接而成，而非整組。

坤星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8 106.04.21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南投縣草屯鎮台3線客家學堂環

境營造規劃設計暨工程-工程部

分

乙等 78 48.35%

1.無極褒忠義民宮停車場伸縮縫未施作，現場已有龜裂。

2.追恩宗祠前收邊鋼板固定不確實，變形不成直線；上林活

動中心部分前廣場與植草磚部分地坪銜接不順。

廣欣營造有限

公司

9 106.04.25 屏東縣新埤鄉公所

南岸佳客迎四方-屏東縣新埤鄉

客家聚落四大節點營造規劃設計

暨工程案

甲等 81 54.61%

1.打鐵聚落天后宮前廣場旁既有排水溝蓋應使用防砂網保護

，以避免鋪面砂流入溝內。

2.南岸聚落伯公前有1組三角燈之RC基座與四周高壓磚鋪面

之線形不順，有錯位歪斜現象；另伯公右側路燈RC基座預

埋螺栓固定螺帽未施作；基座水泥漿完成面外觀完整性不足

，有礙觀瞻。

泰郡營造有限

公司

10 106.05.09 苗栗縣獅潭鄉公所
獅潭鄉新店村舊穀倉文化空間計

畫(第二期)
甲等 81 61.81%

1.各項施工品質管理標準格式錯誤、未定性定量、檢驗方法

不明確、檢驗頻率不符規定、內容不符本工程需求，且未撰

寫屋頂及門窗工程；材料試驗管制總表、抽查標準、抽查紀

錄表單等項目不完整；公共工程監造報表未落實填寫，如：

第2、3、4項大部分未填寫。

2.品質計畫未落實審查，且內容不符需求未要求改善，致未

落實執行三級品管。

偕泰營造有限

公司

11 106.05.12 花蓮縣文化局
花蓮縣歷史建築豐裡國小禮堂暨

周邊環境修復再利用工程
甲等 80 72.53%

1.所有結構體(包含混凝土地面、水溝)，外露部分都應作隅

角，避免因尖銳角造成受傷意外。

2.禮堂木桁架外觀有螺栓銹污、多餘鐵件、鐵釘…等雜物，

未確實清除。

長富營造有限

公司

12 106.05.19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

務局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二期第一階

段景觀改善及室內設施設備更新

修繕工程

乙等 79 44.10%

1.施工自主檢查次數太少、頻率太低，且僅有材料檢查，未

落實執行施工檢查；自主檢查表未作目錄及統計，如：櫥櫃

僅有3頁，且填載內容與工程項目不符，如：瓦斯爐等。

2.施工廠商整地工程未依圖說落實測量及放樣作業，高程未

設BM點及龍門板，無法檢測相關坡度，控制地面高程，監

造單位亦未確實檢核放樣成果。

宏綠景觀股份

有限公司

13 106.05.19 桃園市平鎮區公所

桃園市平鎮區重拾安平鎮庄客家

生活美好時光-綠水溪客家生態

陂圳生活空間營造工程

乙等 77 45.69%

1.多數工項未依施工圖說、規範及計畫書確實施作，不符合

「按圖施工」之基本要求，如：砌卵石駁坎未作基礎及填縫

料等。

2.護岸陡峭坡度過大，未作穩定工法(安息角)及夯實斜坡土

方。

茂聖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14 106.05.23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萬巒「好學客庄」客家勤學步道

暨周邊環境工程
甲等 80 40.76%

1.部分路緣石間縫過大，未確實填補，且接縫平整度不佳、

部分彎道處銜接不良，不符合規範。

2.現場堆置的回填級配料未加防塵布覆蓋，含廢棄物、有機

物…等雜物，未確實清除。

巨格土木包工

業

15 106.06.12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

務局

「台灣客家歌后-賴碧霞文物展

示規劃設計暨先期工程案」工程

採購案

甲等 84 56.62%

1.電氣管路出口及線路聯接處未以出線盒或接線箱處理；本

工程部分增設回路未設置地線；配線箱體多餘管路預留開口

未密封處理，易有異物侵入。

2.入口天花板留設檢修口與隔屏相衝突，位置設置不妥，造

成無法檢修使用，且未妥善修補處理。

群航室內裝修

設計工程有限

公司

評分等第



 106年客家委員會工程施工查核結果一覽表

編號 查核日期 工程主辦單位 工程名稱
查核時施
工進度

查核主要缺失 施工廠商評分等第

16 106.06.15
臺南市政府民族事

務委員會
南瀛客家文化會館整修工程 乙等 78 34.77%

1.一樓無障礙廁所污水管材料不符規定，未設置污水專用橘

管(厚管)，且洩水坡度亦有不足。

2.利用拆除欄杆之既有樓梯，作為安全上下設備，應依規定

設置安全護欄。

明聖營造有限

公司

17 106.06.23 南投縣竹山鎮公所

南投縣竹山鎮林圮埔好客菸築文

化坊-主體修復暨周邊環境設計

改善工程

乙等 76 46.70%

1.廁所牆面二層鋼筋部分傾斜偏移，未確實使用墊塊，保護

層不足。

2.目前工期已使用近70%，實地訪查後，實際許多重要工項

皆尚未執行，實際完成工作量約占30%，工程進度嚴重落後

，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未確實管控工程進度，恐無法於預定

完工日期竣工，必須提出趕工計畫積極趲趕進度。

廣澐營造有限

公司

18 106.06.26 屏東縣麟洛鄉公所
麟洛鄉客家生活記憶空間體驗廊

道營造與周邊景觀改善工程
甲等 80 25.84%

1.部分緣石施工縫及銜接部分不良；水泥路面尚無設置施工

縫及伸縮縫，且已有龜裂情形。

2.工區水泥路面步道鄰接生態河道邊緣，在正式安全護欄尚

未施作前，請設置安全警示、防護措施。

久漢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19 106.06.29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東線舊鐵道田浦客家風情巡禮規

劃設計暨工程
乙等 78 45.66%

1.仿舊鐵軌散步道，部分鐵軌高度與預鑄緣石高程，尚有些

許落差，請再檢視。

2.施工現場路邊交通警告設施不足，未依設計圖P-1規定，

設置警戒標示，例如A ~D工區，未設警語標示牌及交通錐

連桿有不足情形等。

雄豐營造有限

公司

20 106.07.14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苗栗縣南庄鄉南富村社區環境規

劃設計暨工程案
乙等 79 21.26%

1.磚砌花台之陶磚勾縫未標示尺寸，致使間距、深度不一，

影響美觀；第二公井水泥打底牆面空隙太大；花架整修C型

鋼顏色不一；慢城南庄意象設置圖之頂版厚度僅1cm，惟其

三根鋼筋斷面合計5.2cm，顯然加保護層厚度2@2.5cm已

超過設計厚度，鋼筋將外露腐蝕，請檢討設計。

2.活動式工作台之踏板、護欄及固定設施等不符規定。

六合土木包工

業

21 106.07.18 高雄市甲仙區公所 甲仙觀光休閒農產加工廠工程 乙等 78 50.16%

1.工區主出入口處新建排水溝側牆與預鑄蓋板之間，部分間

縫過大、平直度不佳；陰井及水溝之混凝土邊緣，有破損、

缺漏…等不良現象，未妥善修補。

2.接地端子不可多迴路共用一端子。

名慶營造有限

公司

22 106.07.24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南庄鄉獅山村竹林古道周邊環境

改善規劃設計暨工程案
乙等 78 96.75%

1.抿石子排水溝略呈U型，與設計所提之半圓弧型不符，完

成面及收邊亦不整齊。

2.步道路面與路側現地高差大，臨時護欄僅以警示帶綁紮連

結，安全設施不足；工區周邊安全防護、警示措施應加強，

交通錐宜加密排列，以徹底隔絕並預防傾倒。

天王營造有限

公司

23 106.08.14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楊梅故事園區－楊梅國中校長及

教職員宿舍群修復工程
甲等 81 24.03%

1.C棟鋼骨構件組立之焊道表面不平整或未滿焊。

2.第12號牆邊柱有結構性破壞之裂縫，且柱腳與地坪的連接

處有空縫現象，結構安全性不佳、完整性不足，未妥善補強

處理。

毅國營造有限

公司

24 106.08.18 南投縣竹山鎮公所

南投縣竹山鎮林圮埔好客菸築文

化坊-主體修復暨周邊環境設計

改善工程(複查)

乙等 76 53.00%

1.應檢討改善新進木料節理之多寡會影響木結構應力受力之

安全；新木料部分已有乾裂瑕疵，龜裂裂縫深入木料三分之

一，影響應力安全。

2.施工架未架設於穩固基礎上，請再檢討與支撐墊之架設是

否合乎規定。

廣澐營造有限

公司

25 106.08.18 南投縣水里鄉公所
水里鄉重現陳有蘭溪沿線客庄

(上安、郡坑)引水技藝工程
乙等 77 69.95%

1.圓型儲水槽組立之模版，橫向、斜撐顯見不足須加強，避

免爆模情形；水泥路面邊模支撐不穩歪斜。

2.目標工期已近70%，實地訪查後，實際許多重要與困難工

項皆尚未執行，實際完成工作量約占30%，工程進度嚴重落

後，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未確實管控工程進度，恐無法於預

定完工日期竣工，監造單位須落實督導承攬廠商提出趕工計

畫積極趲趕；工地現場目前僅完成儲水槽部分，管線均尚未

鋪設，管線總長十多公里，顯示施工進度管理不良，必須增

加人員工班，以趲趕施工進度。

進昇營造有限

公司

26 106.08.21 屏東縣內埔鄉公所

屏東縣內埔鄉東勢村客家聚落生

活環境營造工程-客家九香文化

主題花園工程

乙等 79 81.64%

1.九香文化主題花園與斜坡及鄰房交界面處地面排水不良，

有積水滿溢至碎石步道舖面內，而無法排入原有水溝，請改

善排入原有水溝。

2.人行道部分路段下陷有積水情形；整修後廁所之施工缺失

如：(1)室內地坪比外面走道低，雨水會進入廁所。(2)蹲式

廁所請加作手握扶手，以利使用。

寶棋營造有限

公司

27 106.08.25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整體修復工

程
乙等 76 24.20%

1.3.5.7.9.11號內磚牆之不銹鋼絲網補強之固定方式與設計圖

不一致(圖號：1S1-04)。

2.施工架老舊，施工架部分腳架直接與土壤接觸，未設置支

承墊、未與穩定構造物妥實連結、部分斜撐未固定、踏板上

放置瓦片等。

申安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28 106.09.15 苗栗縣通霄鎮公所
通霄鎮烏眉里客家生活廊道周邊

環境改善第二期計畫工程
甲等 80 51.37%

1.監造單位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次數偏低，休憩花

架工程施工抽查紀錄檢查數據與現場不符，地坪連鎖磚、廁

所牆面陶板磚、土牆等未詳實填寫抽查紀錄；監造計畫材料

檢(試)驗管制總表有「型鋼鍍鋅試驗」，契約未編列試驗費

用。

2.土磚屋之托梁架、屋梁面砂漿未清除；工區二之土磚屋牆

面數處有龜裂，粉刷前宜保持適當溼度。

成鑫營造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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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06.09.20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美哉高樹-高樹國小客庄意象環

境工程案
乙等 77 25.07%

1.未提出S-曲線或bar chart計算進度，無法核算進度，目標

工期已使用55天，已使用達45%，而實際完成工作量約

25%，尚有約75%工作量未完成，經實地訪查後，實際許多

重要工項皆尚未執行，實際完成工作量約占20％，工程進度

有落後之疑慮，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未確實管控工程進度，

恐無法於預定完工日期竣工，必須提出趕工計畫積極鑚趕。

2.鋪設水管區回填土夯實不足，且含有雜物未確實清除。

竣晟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30 106.09.29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新竹縣臺灣客家文化暨農業創新

園區(空間配置規劃運用計畫)
乙等 78 26.03%

1.鋪面下原有土層整地滾壓後應作壓實度檢驗，其壓實度應

達90%以上，避免面層下陷及不平(現有前期完成之鋪面已

呈破壞及不平現象)，未見工地密度夯實試驗資料。

2.目前工期已使用達1/3，而實際完成工作量約20%，工程

進度有落後之疑慮，未確實管控工程進度。

臺發營造有限

公司

31 106.09.30 屏東縣屏東市公所
屏東市戰後河婆客家信仰中心周

邊環境改善計畫
乙等 78 24.84%

1.材料迄今僅鋼筋及混凝土送審及送驗，餘皆無提送及審查

紀錄，進度明顯落實及影響整體工進，監造單位應監督廠商

依預定時程管制，以利作業；鋼筋出廠及無輻射證明未註明

工程名稱及廠商；混凝土試驗報告判讀，廠商未簽註日期；

尚有抽水泵浦及低密度再生透水混凝土兩項材料設備未完成

送審。

2.施工架走道設置未符規定，端部未設置交叉阻隔；施工架

未設防護網及防墜措施。

宇勛工程有限

公司

32 106.10.06 高雄市阿蓮區公所 玉庫里崑崙宮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甲等 82 95.42%

1.花架仿木格柵梁螺栓接合不符規定，固定螺栓部分長度略

有不足，應有突出螺帽2至3牙之長度。

2.花架鋼構基座預埋之固定螺栓突出部分過長，宜裁減並使

用套頭螺帽保護，以維安全及美觀。

國誠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33 106.10.23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歷史建築原東勢公學校宿舍修復

暨再利用工程
乙等 78 13.26%

1.工區材料未分類整理保護堆放，現場拆解後廢棄物亦未確

實分類及防護，影響環境及動線。

2.施工架基礎未與穩定構造物妥實連接不符合需求。

苑裡營造有限

公司

34 106.10.30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臺東客家學堂修繕計畫 甲等 80 99.97%

1.室內電線全部裸線，未鋪設PVC導管，裸線端部未纏膠

帶。

2.木構架鐵件補強不足(人字梁)，且未以相近木料修補。

利戎營造有限

公司

35 106.10.31 新北市三芝區公所
新北市三芝區賞桐步道周邊設施

改善工程
乙等 78 29.00%

1.奉茶亭柱位放樣誤差大，鋼筋保護層不足，部分水溝鋼筋

墊塊不符合規定。

2.廁所模板表面混凝土未清除，無脫模劑或不符規定，模板

組立以鋼筋及竹子替代角材支撐不符規定，模板間為緊密有

縫隙；賞桐廣場模板混凝土渣未清理，亦未塗模板油。

凱聖營造有限

公司

36 106.11.08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整體修復工

程(複查)
乙等 76 37.00%

1.施工架支撐部分懸空，端部未以交叉拉桿防護，且未與穩

定構造物妥實連接、連結處以鐵絲綁紮亦不符合規定、方向

改變處沒有平台連接，致無法行走。

2.上下高差約1公尺的行走斜梯沒有充分固定，且行走斜梯

板太窄，易生危險。

申安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37 106.11.20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詔安客家歷史建築「古坑東和派

出所」保護棚架工程

未列

等

不計

分
23.89%

1.現場鋼構之鋼板下方無收縮水泥高度約有3公分，預埋於

基礎短柱之螺栓，須再檢查與鋼構底座鋼板連接之長度，是

否足夠鎖上螺母。

2.現場後段需拆解後廢棄物仍未確實分類及防護，將影響工

人工作動線。

益安營造有限

公司

38 106.11.22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縣定古蹟北埔姜阿新故宅

修復及再利用工程案
乙等 78 26.11%

1.樓板銹蝕之鋼筋及管線，未確實依規範抽換、更新，不符

合規範。

2.地坪磁磚打除後，部分未確實清除，造成地面高低差過大

約1-3CM，未妥善處理。

財義營造有限

公司

39 106.11.24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花蓮市好客文化會館展示空間優

化工程
甲等 82 67.00%

1.牆面或水泥柱上部分電線孔座及出線盒之開口未設置塑膠

蓋保護。

2.工區室內木柱及施工圍籬側撐木條，有暴露鐵釘未拔除或

釘入。

振豐土木包工

業

40 106.11.27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新竹縣臺灣客家文化暨農業創新

園區(空間配置規劃運用計畫)(複

查)

甲等 80 45.55%

1.高壓磚鋪面工程排水不良，有積水現象，建議一併檢討停

車場低窪處積水改善。

2.伯公景觀區金爐之清水磚牆體角隅尖銳，邊緣未導角處

理。

臺發營造有限

公司

41 106.11.28 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客庄多功能

活動廣場營造計畫
乙等 76 17.57%

1.工區暴露之鋼筋未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2.整地後地表仍有雜草、雜物、磁磚與混凝土等營建廢棄物

，未確實清除。

欣岳營造有限

公司

42 106.12.06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縣定古蹟新埔張氏家廟修

復及再利用工程案
乙等 77 8.05%

1.整地工程時，應將石塊、磚塊、鐵線、木料、有機物…等

雜物確實清除再回填滾壓，不良之土壤亦應清除。

2.鋪面內之手孔蓋板應以混凝土框固定，避免日後車輛行駛

滑動。

當代營造有限

公司

43 106.12.06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縣定古蹟新埔范氏家廟修

復及再利用工程案
甲等 82 12.62%

1.外側圍牆之土埆牆身防護措施不足。

2.施工架上方工作台兩端宜增設防墜設施；施工架應增設防

止物體掉落設施，如安全網。

財義營造有限

公司

44 106.12.15 宜蘭縣冬山鄉公所
冬山阿兼城、火燒城(聚落水圳

廟埕)客庄生活故事廊帶工程
甲等 82 10.82%

1.大興路臨水圳側拆除路邊花台及切割路面，工區鄰接道路

施工，宜加強設置施工標誌及警告燈號等交通維持及安全措

施。

2.放樣作業未將放樣標線或基準點明確標示，不符合需求。

家祥營造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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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06.12.19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臺中市歷史建築萬選居修復工程

案
甲等 82 8.19%

1.施工架斜撐拉桿固定不良，應改善。

2.現場拆解後廢棄物部分仍未確實分類及防護，影響工人工

施工動線。

慶仁營造有限

公司

46 106.12.26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大湖鄉生活文化廣場整體環境營

造工程
乙等 78 15.00%

1.放樣作業未依圖說規定準確及早辦理，不符合需求。

2.既有電錶箱移位施工時，無相關安全防護設施，不符合規

範。

九州土木工程

有限公司

47 10612.29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屏東縣內埔鄉新北勢庄文化廊道

暨社區生活空間環境營造工程
甲等 80 19.81%

1.國王宮立面抿石子部份接縫處有小裂縫，部份填膠泥垂

流。

2.另醬油廠之文化廊道主題牆下方之排水暗溝蓋板已斷裂，

請以RC水溝蓋板施作修復。

士鴻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