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縣(市) 計畫名稱 受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萬元)
計畫類型 計畫核定日

1 桃園市
靈潭覺醒－龍潭龍元商圈街區環境營造先

期評估規劃案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

務局
156 先期評估規劃 106.08.09

2 桃園市 龍潭區佳安里—十一份客庄文化大道 桃園市龍潭區公所 1,716 設計暨工程 108.04.16

3 桃園市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暨鄧雨賢台灣音

樂紀念館室內裝修工程
桃園市立圖書館 6,300 工程施作 107.05.03

4 桃園市 1895乙未戰役紀念公園規劃設計暨工程案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9,360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6.08.09

5 桃園市
乙未戰役紀念公園地下停車場規劃設計暨

工程計畫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23,443.9348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7.04.18

6 桃園市 臺灣客家茶文化館暨周邊景觀工程計畫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38,610 工程施作 107.08.02

7 桃園市 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園區工程計畫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29,250 工程施作 107.08.02

8 桃園市
崙坪文化地景園區-客家工藝聚落營造計

畫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2,730 工程施作 106.08.09

9 桃園市
崙坪文化地景園區-客藝食堂暨周邊景觀

工程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5,756.2759 工程施作 107.05.03

10 桃園市 桃園北區客家會館規劃設計及第一期工程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9,750.0000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8.01.08

11 桃園市
循著浪漫的茶香味，探索三坑起源-三坑

茶港水與綠營造工程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

務局
3,510 工程施作 108.04.16

12 桃園市 安平鎮興公園新建工程(第一期) 桃園市平鎮區公所 780 工程施作 108.04.16

13 新竹縣 新竹縣關西鎮景觀暨閒置空間改造計畫 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2,520 設計暨工程 107.06.15

14 新竹縣
新竹縣竹東鎮臺三線三街道景觀改造先期

評估規劃案
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252 先期評估規劃 106.08.09

15 新竹縣 新竹縣龍瑛宗文學館規劃設計及工程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2,100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6.08.09

16 新竹縣 竹北六張犁東興圳整體景觀再造計畫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6,800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6.08.09

17 新竹縣 竹東客家音樂村規劃設計案
新竹縣政府交通旅

遊處
1,134 規劃設計 106.08.09

18 新竹縣 新竹縣竹東林務局宿舍群修繕規劃設計案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210 規劃設計 106.08.09

19 新竹縣 竹北六張犁藝術聚落活化計畫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68 先期評估規劃 106.08.09

20 新竹縣
新竹縣竹東鎮臺泥舊廠區公園特色綠美化

計畫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4,175.64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6.08.09

21 苗栗縣
大湖老街獨特風情構成及特色街道營造計

畫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180 先期評估規劃 106.08.09

22 苗栗縣
大湖老街獨特風情構成及特色街道營造計

畫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2,893.5 設計暨工程 107.05.15

23 苗栗縣 三義木藝生態博物館營造計畫 苗栗縣三義鄉公所 360 先期評估規劃 108.04.22

24 苗栗縣 客家詹冰故事文學館暨饒平客語園區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3,240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7.04.18

25 苗栗縣
苗栗縣歷史建築『苗栗市田心謝氏陳留

堂』整體修復工程案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3,420 工程施作 108.04.22

26 苗栗縣 客家文學花園計畫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3,740.4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6.08.09

27 苗栗縣 浪漫悠油出礦坑整體空間形塑計畫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315 先期評估規劃 106.08.09

28 苗栗縣 客家文學花園計畫（第二期）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8,955 設計暨工程 107.04.18

29 苗栗縣
苗栗縣大湖鄉鯉魚潭水庫【幸福花之島】

營造規劃設計案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117 規劃設計 106.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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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苗栗縣
苗栗縣大湖鄉鯉魚潭水庫【幸福花之島】

營造工程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2,600 工程施作 107.05.15

31 苗栗縣 浪漫臺三農創學院規劃設計案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360 規劃設計 106.08.09

32 苗栗縣 苗栗鐵路一村復甦計畫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4,513.5 設計暨工程 108.04.22

33 苗栗縣 明德水庫周邊暨日新島環境改善工程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1,800 設計暨工程 108.04.22

34 苗栗縣 旅│驛（老銃櫃古道、黃泥崎步道） 苗栗縣三灣鄉公所 630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7.04.12

35 苗栗縣
「慢活新獅潭•古道憶風情」鐘樓古道建

置整體營造計畫
苗栗縣獅潭鄉公所 1,800 設計暨工程 108.04.18

36 苗栗縣
苗栗縣造橋鄉臺三線副軸口山步道、劍潭

古道網路整建第一期工程
苗栗縣造橋鄉公所 1,440 設計暨工程 108.04.18

37 苗栗縣
頭份市花現美人茶見學場域建構暨周邊環

境整備計畫
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2,997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7.05.03

38 苗栗縣 頭份市崖線客家資產保存暨環境營造計畫 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2,790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7.05.03

39 苗栗縣
苗栗縣三義勝興舊山線桐花軸線環境營造

計畫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3,600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8.04.22

40 苗栗縣 花現銅鑼特色環境營造工程計畫 苗栗縣銅鑼鄉公所 900 規劃設計暨工程 108.04.18

41 臺中市
臺中市東勢區慶東里大茅埔庄風華再現-

大茅埔客家聚落生活空間整體規劃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390 先期評估規劃 106.08.11

42 臺中市
臺中市東勢市區傳統街區改造先期評估規

劃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234 先期評估規劃 106.08.11

43 臺中市 大茅埔聚落整體環境營造提升計畫 臺中市養護工程處 6,000 設計暨工程 107.08.03

44 臺中市 東勢街區整體環境營造提升計畫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2,280 設計暨工程 107.08.03

45 臺中市
豐原區翁社客庄環境景觀營造規劃設計暨

工程施作計畫（第一期）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2,184 設計暨工程 108.04.18

46 臺中市
東勢舊火車站暨客家文化園區傳奇再現改

造先期評估規劃案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

務委員會
234 先期評估規劃 106.08.11

47 臺中市
臺中市東勢區飲食花園空間景觀改善規劃

設計案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624 規劃設計 106.08.11

48 臺中市 南片腦館-土地再利用先期評估規劃案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62.4 先期評估規劃 107.04.18

49 臺中市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周邊環境營造提升計畫 臺中市新建工程處 3,000 設計暨工程 107.0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