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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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7.01.19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臺中市東勢區慶東里客家

永續環境營造計畫
甲等 80 53.89%

1.產銷班工區有一處鋼網牆柱有漏漿及崩開現象；其餘鋼網牆澆

置混凝土搗實不確實，有許多孔洞、部分鋼網牆內空心，必須確

實補強，以免日後漏水。

2.慶成3、4巷有積水現象，鋪設石板面層時，須考量既有之鑄鐵

蓋、電信管、漏水管等高度，使石版之平整度、坡度平順。

怡泰營造有限

公司

2 107.01.23 高雄市杉林區公所
高雄市杉林區公所周邊公

共環境改善工程
乙等 78 26.50%

1.部分施工架踏板與設計圖不符(單塊)，未依規定滿鋪、縫隙過大

，由其是轉彎處，安全疑慮高。

2.公所右側圍牆上既有各式配線配管應做適度保護，以避免施工

中受損，容易堵塞或漏電。

大禾營造有限

公司

3 10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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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75.14%

1.入口地磚鋪設之紅色陶磚材料色澤差異太大、品質不佳，部分

磚面灰斑；人文解說廊道磚牆部分清水磚材質不佳、且有缺口破

損之不合格材料，磚縫深淺不一致，未拆除重作，不符合規範。

2.施工進度持續嚴重落後，承包廠商進度管理不良，雖提出趕工

計畫，但內容過於簡單、流於形式，且未落實執行。

欣岳營造有限

公司

4 107.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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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79.99%

1.東方伯公高壓磚地坪與活動中心犬走抿石子地面及入口斜坡道

鋪設不平整；醬油工廠主題牆抿石面底部有少部分孔洞，宜作修

補，不銹鋼金屬飾條部分表面有污漬，部分銲接處色差仍大，應

作拋光處理；醬油工廠有一處RC窗框有破損、鋼筋裸露，請修

復。

2.東方伯公工地圍籬內側既有排水溝溝蓋應使用防砂網保護，以

避免施工中砂石掉入溝中造成阻塞。

士鴻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5 107.01.31 屏東縣內埔鄉公所
內埔天后宮客家生活環境

營造整建工程
甲等 83 62.00%

1.景觀高燈RC基座倒角處少部分有漏漿現象，應拋平處理；廣場

左側投樹燈具與RC基座間隙過大，宜作調整。

2.戶外電箱周圍木格柵表面塗漆表面受雨水影響有沖蝕現象，少

數格柵施工中有受損現象，該更換者應做更換。

安峰土木包工

業

6 107.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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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67.26%

1.C展示區外玻璃屋頂大雨棚之鋼構組合有螺栓結合不符合規範之

情形；C棟集成材接合螺栓生鏽，且螺栓未突出螺帽二牙。

2.施工圍籬下方未設防溢座，防止泥水溢流，污染周邊道路及環

境。

毅國營造有限

公司

7 107.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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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 82 65.81%

1.排水邊溝完成面不平整，牆頂表面有微小龜裂，為溼治瑕疵，

且邊溝牆頂外露部分未施作倒角，不合工程習性。

2.牆面美化四周貼石材部分，其石板與牆面黏結之砂漿，有中空

現象，請全面檢視補平，避免脫落。

九州土木工程

有限公司

8 107.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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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0%

1.日式宿舍(右側入口處) 玄關平頂處，有漏水不良現象，不符合規

範。

2.櫥櫃木門扇及隔間木門扇，推拉不易、裝設不良等現象，不符

合規範。

申安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9 107.03.21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大甲區孟春客庄聚落至日

南驛站生活街區環境改造

工程

乙等 79 67.57%

1.卵石堆砌不美觀，如：卵石較扁面與尖端面混雜一起。

2.水圳旁所設立欄杆空隙太大，易生落水事故，須設立危險警告

標示。

德記營造有限

公司

10 107.03.28 嘉義縣竹崎鄉公所

迓觀音請媽祖-白杞寮客

庄信仰文化傳承空間營造

工程

乙等 79 20.00%

1.永安宮之廁所暨儲藏室污水、排水管之基礎不穩固，須以角

鐵、鐵件固定，以免脫落；牆面之污水管須以鐵件固定；水塔支

撐架須再補漆，以免生銹。

2.懷德堂塊石堆砌不美觀，如：塊石較扁面、尖端面與裂痕面混

雜一起。

唐肯營造有限

公司

11 107.04.10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花蓮縣南區客家文化生活

圈『繞境祈福、詩路行

腳-發現客庄廟會新氣

象』第一期工程

甲等 81 82.55%

1.義民亭工區之交通錐老舊褪色且無反光帶，灌水式活動隔欄破

損褪色，亦無警告號誌。

2.義民亭工區材料任意堆置，如：砂石料堆置現場未覆蓋及未妥

善保護。

順基工程有限

公司

12 107.04.24 花蓮縣壽豐鄉公所
壽豐鄉豐田客家廊道文化

生活環境營造第2期工程
甲等 81 75.13%

1.水車支撐施工，暴露之鋼筋未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2.卵(塊)石堆砌不符合契約規定，如：水圳美化、圍牆美化。

友上營造有限

公司

13 107.04.3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東豐綠廊支線土牛客家文

化館周邊改善工程
乙等 78 78.01%

1.土牛運動公園樹穴及碎石步道土壤整地，有雜草、石塊、有機

物…等雜物未確實清除，施工前應全部清除。

2.台三線進入文化館路口意象基座及土牛客家文化館前入口側花

台面貼磁磚，其磚縫未依圖說規定施作、完成面對縫不良、轉角

磚縫施作完整性不足…等不良現象，不符合規範。

長橋營造有限

公司

14 107.05.22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竹田鄉糶糴村達達港水岸

環境場域工程
乙等 78 63.38%

1.14座景觀燈桿設備接地導線外露，請將接地導線改至燈桿內側

施作。

2.臨時用電設備之配電箱內防水功能不足，未安裝防止感電用漏

電斷路器以及應隨時上鎖並設置接地型3孔式插座。

士鴻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15 107.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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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 85 73.70%

1.於建築物室內高差2公尺以上處施工，請依標準架設符合規定之

臨時施工架，以避免危險。

2.『風簷板』部分板縫過大，未妥善修補。

道行營造有限

公司

16 107.05.29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苗栗縣大湖鄉羅福星紀念

館文化及產業空間改善規

劃工程

乙等 76 37.40%
1.1樓新砌牆體之部分角隅尖銳，邊緣未導角圓滑處理。

2.4樓露台欄杆拆除後，邊緣未設置安全防墜或阻隔設施。

天乙營造有限

公司

17 107.05.31 高雄市杉林區公所

杉林客家信仰中心-樂善

堂週邊客家生活環境改造

工程

甲等 81 47.80%

1.前院關公雕像基座出線盒開口周圍收邊宜加強，並宜加蓋保護

以避免雨水侵入管路。

2.前院圍牆旁排水溝鍍鋅格柵應設置防砂網，以避免過多砂土掉

落排水溝。

信毅營造有限

公司

評分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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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07.06.05 新竹縣峨眉鄉公所

峨眉鄉峨眉流域遊湖懷舊

計畫-扁擔古道步徑整建

計畫

乙等 78 59.47%

1.步道兩側未依設計圖施工說明規定，設置簡易排水溝、截水

溝、過水路；枕木步道及砌石步道內逕流水排水之考量，請再檢

討。

2.新闢路段枕木碎石步道（1K+500-1K+820）之起點僅以黃色隔

離帶阻隔，由於該步道現無民眾使用，且有蛇類出沒，為人員安

全考量，應使用拒馬及交通錐、連桿全面阻絕，禁止非施工人員

進入。

磐東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19 107.06.12 苗栗縣後龍鎮公所

後龍鎮豐富社區客庄文化

聚落空間節點串連及環境

改善工程

乙等 75 26.29%

1.工作場所暴露水管、部分鐵件過於凸出，易造成擦傷等傷害，

未採取適當之防護設施。

2.施工進度持續嚴重落後，承攬廠商進度管理不良，趕工計畫未

奉核定；監造單位亦未監督承攬廠商採取有效趕工對策。

誠大土木包工

業

20 107.06.26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縱谷客家第一庄】第三

部曲－吉野舊庄街「永吉

興安」客庄地景串珠計畫

乙等 76 35.32%

1.C工區入口意象臨排水溝渠邊未作防墜警示或設施，側邊有高差

2公尺以上之大排水溝渠、且有斜坡，有施工安全、墬落之疑慮，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護欄及警示帶等防墜措施不足，未符合規

範。

2.目前工期已使用達75%，而實際完成工作量僅約30%，工程進

度有嚴重落後之疑慮，施工進度管理不佳。

東新營造有限

公司

21 107.06.29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南庄鄉客庄在地情-南庄

老街永昌宮周邊環境改善

工程

乙等 75 89.98%

1.人行道欄杆銲接不符合規定。

2.入口紅磚花台磚縫與規範不符且有上下垂直接縫(未作交丁)、正

面弧形完成面不符規定。

常益營造有限

公司

22 10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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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62.23%

1.水圳兩側堆砌卵石不合規範，漿砌卵石護坡其頂面應以砂漿抹

平，卵石間空隙並以砂漿勾縫。

2.伯公廟工區部分陰井清潔孔模板有鐵釘，未加防護警告設施，

應將鐵釘拔除或釘入模板。

家祥營造有限

公司

23 107.07.13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發現客家身影。南投客家

窗-龍泉圳周邊客庄環境

營造規劃設計暨工程計

畫-工程部分

甲等 80 62.20%

1.人行步道舖設部分之高壓混凝土磚未適當切割，切割面凹凸不

齊、地磚部分未對齊；路緣石與原有地面相接處高高低低，須妥

善處理，以免發生交通事故。

2.北勢生態蓮花池景觀美化搭設之工作架，未符合規定應補作連

桿、部分斜撐未用插梢固定、亦無踢腳板。

宇翔營造有限

公司

24 10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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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 81 100.00%

1.街屋二樓DIY教室外側廊道欄杆洗石子角偶尖銳，邊緣未倒角處

理。

2.打水河道水車之固定鐵件材料有浮銹情形。

臺發營造有限

公司

25 107.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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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63.77%

1.磚之間或坐磚與牆體之界面，有破損、缺漏…等不良現象，未妥

善修補；牆體頂部與屋面之牆土，未妥善壓實及穩固，不符合需

求。

2.施工架鋼管接頭處有以鐵線綁紮情形。

道行營造有限

公司

26 107.08.03 新竹縣寶山鄉公所

寶山鄉新城村、寶斗村、

深井村、三峰村-古車路

棧道改善及伯公廟周邊綠

美化計畫案

甲等 81 77.35%

1.擋土牆洩水孔部分位置設置不良。

2.部分管路出口未以管帽加以保護，而以瓦斯槍熱融合方式封

管。

志佳營造有限

公司

27 107.08.08 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頭份市客家文化生活圈街

道環境營造計畫
乙等 78 65.46%

1.工區A上地標公園花台清水磚有白華、污漬、灰泥…等不良現象

，未確實清理、勾縫寬度不一、完成面部分欠平順。

2.工區A長廊下方左右各有一個既有電插座脫落，未以插座防塵蓋

防護，恐有感電。

迦樂營造有限

公司

28 107.08.10 苗栗縣苗栗市公所
苗栗市水圳沿岸環境營造

三期計畫工程
乙等 77 63.42%

1.新設RC牆護欄頂部抿石子護角壓條施作未密合、不完整、缺漏

…等缺陷，未確實修補。

2.羊寮坑橋護欄基座未按照設計圖施作(圖號：10)預埋膨脹螺栓。

天乙營造有限

公司

29 107.08.15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

鳳鄉E起來-建構『互動藝

術文化的客庄文物館』永

續發展推動計畫

乙等 76 69.90%
1.天花板輕鋼架吊桿裝設不合規範，如：吊桿歪斜、間距不一。

2.臨時用電設備電線未防護。

鈺德營造有限

公司

30 107.08.24 新竹縣新埔鎮公所

新埔鎮第一市場周邊步道

環境串聯及空間改善規劃

設計暨工程案

甲等 80 91.91%

1.水溝蓋板與地磚之間隙部分落差大，線形欠平順，收邊不佳。

2.鋁製托線架吊索垂直度、固定螺栓、與既有吊扇安全距離不符

規定，部分吊桿(間距1.5m以下)歪斜。

德鴻營造有限

公司

31 107.08.31 新竹縣峨眉鄉公所
峨眉鄉中盛村客庄長青互

助環境營造計畫
乙等 77 76.47%

1.活動中心廚房磚牆上方之鋁製格柵底座材料收邊相當尖銳。

2.活動中心廚房磚牆上方之鋁製格柵底座、按裝、固定不符需

求。

磐東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32 107.09.04 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公館鄉水圳軸線環境營造

一期計畫
甲等 81 52.64%

1.泉州埤工區「水岸護欄」抿石子護欄收縮縫未依設計圖施工，

有破損、脫落…等不良現象，未修補；貼卵石，密合度不佳、壓

實度不良，不合規範。

2.泉州埤工區既有護欄增設洩水孔，部分孔底高出路面無法排水

，不符需求。

立宇土木包工

業

33 107.09.12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東豐自行車綠廊客庄觀光

場域優化工程
乙等 77 80.29%

1.壓花地坪施工基礎未確實夯實；點焊鋼絲網保護層墊塊設置不

符規定，保護層控制不佳。

2.梅子車站屋頂塑木施工留下螺絲孔目很多需儘速補平；屋頂原

設基座多處龜裂，需依規定修補；木構屋頂側封板與斜樑未密

合、約有2-3mm間隙。

元泰豐營造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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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07.09.14 苗栗縣銅鑼鄉公所

銅鑼鄉銅鑼村炮仗花聊天

穿炮仗花公園設施修繕計

畫

乙等 78 85.62%

1.既有花架除銹不全，部分鐵片及螺栓墊片生銹，花廊道部分H型

鋼有浮銹；原有鋼構除銹面應再加強，尤其兩鋼版垂直相接面，

清除乾淨後應即漆保護膜。

2.不銹鋼欄杆管與管銜接處部分未滿焊、部份焊道不佳、焊接面

不平順，應磨平改善；花廊道有一支H型鋼表面粗糙不平整。

九州土木工程

有限公司

35 107.09.19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崙坪文化地景園區-客家

工藝聚落營造計畫工程
乙等 78 57.73%

1.牆面及樓板鋼筋組立施工照片顯示保護層墊塊不足；C棟戶外牆

筋保護層不足，僅約1cm。

2.臨時用電設備電線未防護，未裝設端子，有跳火疑慮；臨時配

電箱未上鎖。

侑甫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36 107.09.21 新竹縣湖口鄉公所

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

營造計畫-湖口老街形象

重塑

乙等 78 52.22%

1.水溝蓋板鋼筋沒有墊塊，保護層不足。

2.花崗石地磚完成面洩水坡度不佳、排水不良；人孔與手孔未調

升至地坪高程，有積水之不良現象。

鴻錦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37 107.10.16 桃園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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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 80 91.97%
1.舞台設備控制箱內無接地端子。

2.出線盒四周砂漿或披土殘渣未清除、外露電線未防護。

遠東開發室內

裝修股份有限

公司

38 107.10.17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大窩客家先民古圳文化生

態園區設施改善綠化工程
乙等 76 34.00%

1.停車場雨遮C型鋼焊接方式不符合規定，焊道面不平整、點焊長

度不一、立柱未滿焊、停車場雨遮型鋼切割開口處亦未作防銹處

理。

2.三連潭古圳道原有拱橋欄杆拆除後，未設置符合規定之防墜設

施。

沅通營造有限

公司

39 10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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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78.63%

1.高架路燈基座鋼底板與RC基座放置位置有偏差、固定螺栓之數

量與設計圖說不符、螺栓突出太多未確實切除…等缺失。

2.高壓路緣石轉角處銜接收邊不良、線形不平順，介面處理不當

，外觀不佳。

苑裡營造有限

公司

40 107.11.02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

花蓮縣瑞穗鄉打馬煙三元

宮客家信仰圈周邊環境營

造計畫

乙等 76 98.10%

1.點焊鋼絲網之部分鋼筋表面有浮銹，且墊塊不符規定、保護層

不足。

2.工地現場材料、機具任意堆置，未妥善分類整理保護堆放，影

響環境及動線。

晉昌營造有限

公司

41 107.11.06 花蓮縣富里鄉公所

縣境之南客里文心-公埔

街區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

造計畫

甲等 81 82.28%

1.門坊基座之磚縫深淺不一。

2.岩框影像版有自攻螺絲突出面版、下緣尖銳，未倒角成圓滑

狀。

順基工程有限

公司

42 107.11.07 屏東縣佳冬鄉公所
佳冬鄉透紅佳人夢想樂園

活化計畫
乙等 78 84.51%

1.蓮霧公園周邊緣石於轉角接續處，未以切45度角施作，以致留

下三角形開口，不美觀，圓弧接縫需以水泥砂漿填補。

2.蓮霧公園內「透紅佳人意象」鋼構基座預埋螺栓露出螺牙數過

長，請加裝化妝螺帽及底座間隙以無收縮水泥漿填平。

偉晉營造有限

公司

43 107.11.16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美濃菸葉輔導站後續周邊

環境景觀改善計畫-美濃

湖排水河岸景觀改善工程

甲等 81 38.18%

1.步道磚下之回填級配料有粒料分離之不良現象，不符合規範，

請改善。

2.工區尾端三角地之路緣石與既有建物或水溝之界面，未妥善收

邊處理。

明田營造有限

公司

44 107.11.20 基隆市文化局
基隆市客家文化會館內部

生活環境改善工程
乙等 76 78.72%

1.屋頂落水頭設置不當，且防水塗刷及抗裂纖維網未延伸至落水

管。

2.管路未以吊架固定或垂放天花板、管路與設備之間使用之軟管

長度不足。

台新室內裝修

有限公司

45 107.11.30 新竹縣湖口鄉公所

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

營造計畫-湖口老街形象

重塑(複查)

乙等 78 84.86%

1.未澆置混凝土水溝蓋板尚有不符合材料未清除，如：殘餘砂漿

等。

2.『原有石塊鋪面』與『花崗石鋪面』之間縫寬窄不一、部分過

寬，未妥善處理。

鴻錦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46 107.12.05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崙坪文化地景園區-客家

工藝聚落營造計畫工程

(複查)

乙等 78 57.22%

1.A棟鋼樑下緣及牆面頂部之界面平直度不佳，且部分牆體有污損

，有礙觀瞻。

2.C棟室外樓梯各階平整度不佳、施工粗糙。

侑甫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47 107.12.07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大窩客家先民古圳文化生

態園區設施改善綠化工程

(複查)

乙等 78 85.74%

1.工區(二)木棧道野溪側無防墜設施。

2.三連潭古圳新設橋梁高差2公尺以上未設符合規定護欄與防護措

施。

沅通營造有限

公司

48 107.12.11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晴耕雨讀客家庄」屏東

縣佳冬昌隆國小客庄示範

改善計畫

甲等 82 75.87%

1.造型牆後方、陶磚步道兩側以及綠廊牆花台植栽沃土回填料中

有磚塊、混凝土塊等雜物，應做清理。

2.陶磚步道前後入口處抿石面與陶磚間銜接不平順、有高低差；

陶磚步道與既有廣場銜接面亦有高低差之情形。

佳翔土木包工

業

49 107.12.14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楓黃流水又一庄-仁愛鄉

楓林社區客庄夥房及水圳

技藝展現工程

乙等 78 43.66%

1.第二工區周邊材料及雜物堆置紊亂應改善，如：鋼筋未墊高與

覆蓋保護。

2.第三工區客家造型牆有一支大排水管路出口突出抿石子牆面且

破損。

富亦營造有限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