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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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8.01.10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106年度美濃湖環境空間

品質改造工程
乙等 79 92.50%

1.臨水平台及貨櫃屋施工現場燒銲用氧乙炔鋼瓶未作固定保護，

且未裝置防回火裝置。

2.臨水岸階梯塑木平台平整度不平，影響民眾通行動線，台面在

高低差或階梯踏面邊緣處應設置警示貼或做顏色變化，以避免踩

空跌倒；「新設簡易公廁」部分地坪不平，貨櫃屋砌磚牆磚縫過

大、未飽漿，且出線盒周圍砌磚平整度不足導致產生過大孔洞。

千立營造有限

公司

2 108.01.11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

務局

「讓朵朵梅蕊飄揚在八字

圳的天空-臺三線宋屋庄

生活街區環境營造計畫」

工程採購案

乙等 76 76.04%

1.廣仁公園廣場地磚與原有設施(或花圃卵石、路緣石)之界面，部

分間縫過大或有空縫…等不良現象，未確實填實滿縫；清水地磚

鋪設縫隙緊密度不一、平整度不佳，不符規範。

2.所剩工期有限，而實際未完成的工項仍多、工作量仍大，工程

進度有落後之疑慮，施工進度管理不佳。

茂聖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3 108.01.22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吉安買菸場-花蓮菸葉故

事館環境整修工程
甲等 81 69.89%

1.買菸場既有、新設電線開關及插座未作防護，不符規定。

2.工區出入口處以交通錐與連桿或黃色警示帶管制，宜於交通錐

增設警示燈，並以拒馬標示「禁止無關人員進入工區」。

永鈺營造有限

公司

4 108.1.31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客家文學花園計畫 乙等 78 74.01%

1.少數放樣鋼筋端與基礎螺栓未加裝護套。

2.景觀水池漿砌卵石及乾砌卵石，卵石堆砌不合規範，應篩選將

大的堆置在下，逐層收減，漿砌卵石，其頂面應以砂漿抹平，卵

石間空隙並以砂漿勾縫；乾漿卵石頂面亦應收邊；底部有土石雜

物。

沅通營造有限

公司

5 108.02.12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臺中市和平區客家文化生

活產業環境營造計畫-臺

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和平區

南勢里木馬古道及周邊環

境修繕工程

乙等 78 62.16%
1.集水井溫度鋼筋配置錯誤，設計圖應速作檢討修正。

2.臨時用電未依規定設置，不符合規定。

成福營造有限

公司

6 108.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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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80.18%

1.C棟施工架鋼管連接處有用鐵線綁紮情形，未與既有牆壁妥實連

接。

2.B棟廁所及C1棟之木構桁架銜接鐵件之螺栓螺牙突出過長、無螺

帽，不合圖說規範。

侑甫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7 108.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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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 80 90.56%

1.第二工區有二處道路格柵進水口損壞；第一工區踏水池前水溝

前尚有民眾水管裸露，應再加強改善。

2.第一、二工區銜接路段周邊安全設施仍不足。

富亦營造有限

公司

8 108.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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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97.51%

1.鋼構平台柱基礎鋼筋直接放置於土壤，且鋼筋保護層不符規

定。

2.排水管及給水管於地面轉彎處未設置固定架、塗漆段與牆面不

符。

天乙營造有限

公司

9 108.03.19 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新竹縣竹東鎮上坪穎川堂

客家夥房群空間改善工程
乙等 78 74.40%

1.前廊柱已龜裂、柱珠未成圓形，須加以修繕；廁所灰壁高度管

控平整度未確實；灰壁木架穿牆縫隙填縫未確實；廁所塑鋼門與

牆體銜接粉刷面不佳。

2.於高差2公尺以上施工架設置未合乎規定，底部承載不足、橫向

與斜向支撐不足、施工架升層未確實插銷固結、施工架走道未符

規定且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端部未設阻隔亦未設防護網。

和昌室內裝修

股份有限公司

10 108.03.22 高雄市六龜區公所
彩幻遷徒者/彩蝶飛舞福

六龜-彩蝶谷復育工程
乙等 78 42.55%

1.A區自行車服務站之貨櫃屋內留有電燈及插座等設備，但無設置

室內配電箱與開關迴路等設備。

2.貨櫃屋後面山坡未施作護欄或擋土措施，容易發生坍方危險。

立聖營造有限

公司

11 108.03.26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

化發展中心

「六堆園區公務用太陽光

電車棚設置工程」採購案
甲等 80 66.38%

1.Type-C鋼構件底板與RC基礎座間隙過大，尚未施作無收縮水

泥。

2.排水溝底部有木材、石塊、鐵件等雜物，未確實清理。

金振興營造有

限公司

12 108.04.10 雲林縣崙背鄉公所

雲林縣崙背鄉中厝社區客

家農村文化營造計畫第一

期工程

乙等 77 71.63%

1.混凝土已進行澆置，但尚未提送配比試驗紀錄。

2.水池底無夯實紀錄、無黏土材質試驗紀錄、施工完成後請作漏

水測試並 記錄，以免水池漏水；植栽工程無植栽驗苗紀錄；各材

料所提出型錄之試驗報告年限部分已超過1年以上，甚至超過8年

，與相關規定不相符合，須請監造單位重新審視。

永瑞營造有限

公司

13 108.04.12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新埤建功生態教育親水公

園工程案
乙等 78 90.76%

1.鋼橋銲接方式不符合規定。

2.施工現場交通警告等設施不足。例如：兩處出口與道路鄰接雖

有放置紐澤 西護欄，但未放置交通錐與反光導標以供夜間警示。

偉晉營造有限

公司

評分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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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8.04.16 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新竹縣關西鎮閒置空間改

造計畫
乙等 77 71.80%

1.蓮花池工 地混凝土柱頭未加保護，多處破損，且有變形情形。

2.明德廣場平台柱頭鋼筋外露，沒有保護層，容易鏽蝕。

潤富土木包工

業

15 108.04.26 新竹縣峨眉鄉公所
峨眉鄉藝術茶廠復舊活化

計畫
乙等 78 80.08%

1.臨時用電設備未於該設備之連接電 路上設置漏電斷路器。

2.二樓露台邊緣未設置符合規定的安全護欄及警示帶等防墜措

施；建築物後 側地勢高差所設置之木條欄杆，防墜之穩固性待加

強。

健楹裝修工程

有限公司

16 108.04.30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苗栗陶瓷博物館建築修繕

工程
甲等 81 100.00%

1.排水溝面層混凝土完成面施工粗糙、平 整度不佳，與原地坪收

邊不平整。

2.天溝修漏防墜安全措施不足。

泉盛營造有限

公司

17 10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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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77.25%

1.右橫屋木版牆板與木窗上眉木框部分已腐蝕，須作防腐處理與

修繕；門樓門扇須依原樣修復；右橫屋外窗未設置滴水；封檐板

未落實依椽條逐條釘固。

2.部分施工架未合乎規定，底部承載 不足、橫向與斜向支撐不

足、走道未舖設腳趾板，且未設置壁連桿與結構體連結。

慶仁營造有限

公司

18 108.05.14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信義鄉內茅埔老街及週邊

好客環境營造工程
乙等 78 55.69%

1.沿溪步道美化牆面之上緣，有水泥塊、鐵件…等雜物未妥善清除

，與地面之界面部分磁磚有缺漏、平直度不佳等收邊不良，且雜

草未確實清除，牆面彩繪之彩漆，髒污周邊磁磚未妥善清理，收

尾工作均尚未完成；休憩廣場旁的擋土牆有裂縫產生，未妥善處

理；土地公廟旁擋土牆上緣及地面間，未妥善收邊處理；既有擋

土牆伸縮裂縫及平整度未妥善處理即拼貼石材，外觀欠佳。

2.休憩廣場導覽牌柱底座固定螺絲凸出過長。

弘燕營造有限

公司

19 108.05.24 苗栗縣三灣鄉公所 107年「旅｜驛」 乙等 78 60.00%

1.黃泥崎步道a-a剖面，其砂漿與原有花崗石接觸面需飽滿平順，

填縫不完整 ；生態步道階梯倒角不符規定。

2.北埔生態池臨時用電之電線與插座未做防護。

慶鼎營造有限

公司

20 108.05.31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崙坪文化地景園區-客藝

食堂暨周邊景觀工程(景

觀)案

甲等 81 44.79%

1.土方壓實度檢驗存檔照片顯示未全面檢視夯實情形，後依隨機

抽樣方式選點辦理試驗不符規定；有碎石級配料底層，未見碎石

級配料規格及篩分析試驗與工地密度試驗。

2.森林區步道鋼筋間距寬窄不一，且上層筋未預留。

暢達營造有限

公司

21 108.06.06
花蓮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花蓮縣吉安鄉「五穀宮-

五穀同心．飲水思源」工

程（HK10706）

甲等 81 71.86%

1.停車場鋼構銲接不平整，廟埕前廣場解說牌，部分焊接亦未填

滿或不平順。

2.鄰近廟埕前廣場解說牌之截水溝排水不良，有積水現象。

長逸營造有限

公司

22 108.06.11 南投縣水里鄉公所
水里鄉在地文化暨聚落環

境改善工程
乙等 77 67.85%

1.工區二「仿竹棧橋」鋼構橋面板與RC橋基面、以及塊石鋪面之

界面，有高差且未妥善收邊處理且不完整，有安全疑慮。

2.工區一老人活動中心二樓牆面油漆污損相鄰設施，未確實清

理；工區二「塊石階梯看台」砌石塊凹凸不平，部分石塊突出、

部分凹陷，施工平整度不佳。

同美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23 108.06.14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大湖老街獨特風情構成及

特色街道營造計畫
甲等 80 48.83%

1.108年2月18日監造對解說牆牆身鋼筋組立施工抽查照片顯示主

筋綁紮未確實；工區二棧道平台已綁紮完成之解說牌基礎鋼筋，

箍筋間距不平均、彎鉤長度不足，主筋腳底彎長度亦不足夠，請

再確認(設計圖缺鋼筋詳圖，且未繪製施工大樣圖)。

2.工區二中原路木棧道平台外側與現地面高差大，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等防墜設施。

天乙營造有限

公司

24 108.06.18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縣定古蹟關西分駐

所第二期修復及再利用工

程案

乙等 77 71.80%

1.鴨居與吊束銜接點，以螺紋釘加強固定較為不足，可考量增加

固定鐵件；現場已完成之鴨居，部分有下垂情形，請全面檢視；

部分木料已有龜裂、孔洞須修繕補強；部分獨立柱只靠牆面支撐

，須考慮安全性。

2.中脊熨斗瓦（ 壓帶條）間之鳥目，部分有脫落情形，請改善。

佳禾營造有限

公司

25 108.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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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45.35%

1.現場木作材料未作好防潮設施，材料存放處須做防水、防潮、

防曬、防蟲、防腐、防火及通風考量；滅火器未設置於明顯處。

2.（1） 正堂屋脊、規帶採用鋼索懸吊方式支撐，未支撐前是否作

X、Y、Z 軸測繪？（2）梢間屋瓦與正堂歸帶銜接處之防水施工方

式，請再檢視。（3）回復原位置時是否檢測載重變位問題？以免

損壞屋頂或舊屋脊、規帶，而漏水。（4）屋頂鋪瓦時須注意屋

脊、歸帶、滴水等處之施工方式，以免漏水；同時注意瓦槽數須

合乎傳統吉數。

當代營造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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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08.07.17 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新竹縣關西鎮景觀改造計

畫
乙等 76 80.86%

1.日興診所側懸式招牌之底座油漆已有生鏽情形，請再檢視；劉

信鑑地政士事務所側懸式招牌之活動式招牌有安全之疑慮，請再

斟酌；中山路日興診所側面招牌下方固定螺栓未裝設。

2.照明設備配線外漏且接點以膠帶包覆；露明線路不宜有接頭，

請增設接線盒防水處理。

儒藝科技廣告

有限公司

27 108.07.26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屏東縣客庄可可產業跨域

推廣所整建工程
乙等 76 57.48%

1.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未架設符合規定的防墬設施及上下

設備，如橫向與斜向支撐不足、走道未舖設腳趾板、踏板不連

續、未設置壁連桿與結構體連結設置、未設置護欄及防護網等。

2.所剩工期有限，而實際未完成的工項仍多、工作量仍大，工程

進度有嚴重落後之疑慮，施工進度管理不佳。

八田營造有限

公司

28 108.07.31 雲林縣政府民政處
詔安七嵌振興-頭崁農村

生活見學計畫
乙等 77 25.88%

1.(1)見學場域一之磚砌座椅轉角處，其座椅面之陶磚鋪面有以切

割小塊鋪設，大小排列尺寸差異大影響美觀，請改善。 (2)砌清水

磚及地面鋪設陶磚時，其施作抹縫未適當清除雜物，以致於污染

磚面，例如：留有抹縫之水泥砂漿污漬表面未完全清潔乾淨，必

須加以清除，若無法清除則須更換；面磚平整度、洩水坡度有問

題，以致於部份地方積水才切割洩水。 (3)圓形面磚與砂石銜接處

未作收邊處理，日後面磚容易剝落。 (4)停車區舖築清碎石完成面

平整度欠佳，請適度夯實整平，以利停車。

2.安全圍籬置於地上，未架設使用，施工現場交通警告標誌等設

施須再加強。

嵩航營造有限

公司

29 108.08.06 苗栗縣苑裡鎮公所
火炎山腳南勢林客家生態

文化體驗園區計畫
乙等 78 53.38%

1.點焊鋼絲網鋪設墊塊間距過大，施工階段造成保護層不足。

2.混凝土完成面殘留鐵絲及模板。

欣福興營造有

限公司

30 108.08.13 南投縣名間鄉公所
南投縣名間鄉二次移民客

庄聚落文化空間整合計畫
乙等 78 71.25%

1.福興宮前通道電信手孔較顯低窪；團結意象及車架抿石子入土

深度不足；新民村集會所前廣場平板磚地坪，部分區域不平整，

有積水情形；連鎖磚調整與路面銜接明顯積水。

2.福興宮廟埕與連通道路壓花舖面及澆置混凝土施作時，遭遇降

雨沖刷，其壓花完成面色澤及壓花圖樣已損壞不美觀，請重作；

福興宮停車場導覽牌立柱底部與高壓磚地坪銜接區域，請施作

「抿石子底座」以避免有裁切高壓磚大小不一情形，並請墊高

「抿石子底座」。另已完成「座椅、導覽牌」之抿石子完成面，

請作保護漆。

鉅晟營造有限

公司

31 108.08.2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美濃區中壇國小

「雨豆樹下客家藝文展演

平臺」整修工程

乙等 78 59.20%

1.(1)展演平台周邊圓柱未見留設清潔口，與地板之接縫多細碎雜

物。 (2)部分窗台下方混凝土澆置有產生蜂窩、冷縫及表面有凹陷

不平整。 (3)座標6-7間窗台周邊混凝土二次施工仍填補不實且周

邊牆面混凝土完成面之色澤差異大。

2.於藝文展演平台挑高高度超過5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部分

施工架走道兩側缺少下層水平拉桿，導致踏板兩側拉桿間開口過

大及立面缺少交叉拉桿。

福億營造有限

公司

32 108.08.26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歷史建築北埔公學

校日式宿舍(龍瑛宗文學

館)修復再利用工程案

甲等 80 49.71%

1.各空間之鴨居木料有下垂情形，除吊束木料頂部以「魚尾螺

栓」固定外，鴉居與吊束間可考量增加螺絲(紋)釘及小型角鐵固

定。

2.大木橫樑或立柱等抽換、墩接部分與土台上留有間隙，須以無

收縮水泥填滿，以免下陷危害結構安全，尤其外圍部分可防雨水

侵蝕；屋脊大木安裝時須注意高程；原有木構件部分有脫榫情形

，請做必要之調整。

財茂營造有限

公司

33 108.08.28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新竹縣竹東鎮台泥舊廠區

公園特色綠美化計畫
乙等 78 58.38%

1.工區一、二:進出工區車輛無清洗設備，污染周遭附近路面。

2.工區一(圖號22/73)木欄杆工程: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

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

志佳營造有限

公司

34 108.09.03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廣興菸葉輔導站修復工程 甲等 81 95.71%

1.工區排水溝內殘留雜物及混凝土殘渣易造成阻塞，未確實清

除；屋頂天溝落水管排至地面時，未考慮出口問題任意鋪設地表

面上，應妥善埋設。

2.新建鐵皮鋼柱的固定螺絲應加保護套，以保護人員出入安全。

竣崴土木包工

業

35 108.09.16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東勢街區整體環境營造

提升計畫」
乙等 78 44.74%

1.第三工區鋼構基礎底板懸空、穩固性不佳，且部分螺栓突出過

高或有長度不足，不符合規定。

2.第三工區雨遮天花板內之電線，請加套管以避免電線裸露。

瑞宜營造有限

公司

36 10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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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查)

乙等 78 78.62%

1.正堂屋脊、規帶採用鋼索懸吊方式支撐，回復原位置時部分已

龜裂，只作表面修繕，深層裂縫無法查覺，日後恐易漏水。

2.彩繪匠師所使用之施工架，部分有不足情形，例如：未設交叉

桿、上下拉桿及環扣插銷。

當代營造有限

公司

37 108.09.23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美濃菸葉輔導站修復工程 乙等 78 23.28%

1.消防、水電、弱電等管路、出線盒等須加以整理，並儘量鋪設

於隱蔽處，以免影響觀瞻；出線盒內出入口須使用喇叭型塑膠管

，以免拉電線破皮，產生用電危險。

2.甲種安全圍籬未依設計圖設置防溢座及夜間燈具等，且部分地

段未依設計圖設置甲種安全圍籬。

勝鴻營造有限

公司

38 108.09.25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

化發展中心

「六堆園區客庄水圳生態

體驗區附屬設施工程」採

購案

甲等 80 45.13%
1.鋼構柱預埋螺栓上方固定位置之鐵板，未拆除。

2.廁所部分糞管預留長度不足。

金振興營造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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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08.09.27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107-108年度「桃園市道

路、橋梁、建物等設施拆

建及綠美化等相關公共設

施新闢、改善工程開口契

約」

乙等 75 84.36%

1.DA滯洪池入口涵管突出過長，與設計圖說不符；西南側停車格

尺寸與設計圖說不符，實際長度過短且差異甚大。

2.工區內之回填土含混凝土塊、磚塊、木料、廢棄物…等雜物，未

確實清除。

麒瑞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40 108.10.0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

化發展中心

「六堆園區常設展館新建

好客廊道」工程採購案
甲等 81 98.37%

1.鋼構柱基座於綁紮鋼筋部分未以同強度之混凝土作為墊塊，而

以磚塊為之，致部分保護層不足。

2.鋼柱預埋螺栓未於基礎柱中間。

津菱土木包工

業

41 108.10.09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屏東縣客庄可可產業跨域

推廣所整建工程(複查)
乙等 75 77.35%

1.新搭設及教堂本體內之施工架未符規定，橫向與斜向支撐不

足、走道未舖設腳趾板、未設置壁連桿與結構體連結、各高處工

作場所的邊緣未設置安全護欄、警示帶及防護網等防墜措施、底

部未設置墊板恐承載力不足而下陷。

2.景觀階梯箍筋突出混凝土完成面，且與主筋未綁紥確實，彎鉤

部分不合規範，須妥善修改；澆置混凝土後未清潔殘留物污染鋼

筋。

八田營造有限

公司

42 108.10.15 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頭份市花現美人茶見學場

域建構暨周邊環境整備工

程

乙等 78 49.44%

1.工區一茶園步道棧道立柱與橫樑銲道表面不平整、立柱底板與

基礎混凝土未密接、部分預埋螺栓外露螺牙少於二牙；工區一解

說廊道部分上部勾縫未施作。

2.L2工區人行道交通維持未依規定程序審查，如布設拒馬、交通

錐及連桿，交維設施、圍籬、安全設施不完整。

坤星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43 108.10.22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苗栗縣大湖鄉鯉魚潭水庫

『幸福花之島』營造工程
甲等 81 20.15%

1.各構造體底部基底層的土壤，未確實夯實，不符合規範。

2.階梯平台卵石堆砌完成面凹凸不平順，石塊底部部分懸空，未

妥善填補塞實。

天乙營造有限

公司

44 108.10.25
臺中市建設局養護

工程處山線工程隊

東勢區大茅埔聚落整體環

境營造提升計畫統包工程
乙等 76 20.20%

1.弼教堂、龍神空間改善之圍牆鋼筋綁紮不確實、彎鉤部分不合

規範，轉彎處變成單排鋼筋及基座鋼筋過長，不符合規範要求。

2.穿龍圳木棧道工程：構件銲接前之組合位置或銲接方式不符規

定，且未滿焊、基座膨脹螺栓亦不一致及鋼構有掉漆情形。

隆懿營造有限

公司

45 108.11.11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鮮鮮河水．尋客庄 甲等 80 72.71%

1.路燈基座低於人行道表面，恐造成積水；路燈基座鋼版及鋼管

有腐蝕之情形。

2.既有混凝土牆敲除部分，新塗抹水泥土砂漿後，產生有少部分

裂縫。

承太營造有限

公司

46 108.11.12 苗栗縣頭屋鄉公所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五樟

樹客庄伯公廟周邊環境營

造計畫

甲等 80 54.76%
1.伯公廟前壓花地坪排水不良，格柵高程不當有積水現象。

2.福德祠之置物空間牆面，塗抹水泥砂漿層有裂縫。

永基土木包工

業

47 108.11.12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客家文學花園計畫(第二

期)
甲等 80 12.06%

1.模板組立未確實固定，僅以鐵線捆綁，未能穩固。

2.高差1.5公尺以上施工場所未設置擋土支撐、護欄及安全上下設

備，如加勁擋土牆、WB2明溝。

天乙營造有限

公司

48 108.11.15 雲林縣政府民政處
詔安七嵌振興-頭崁農村

生活見學計畫
乙等 78 25.88%

1.見學場域(二)天花板上所佈設電線不宜裸線，應全部外加軟套管

保護，且接線時宜以接線盒連接，不宜以膠帶連接，避免過熱發

生危險。

2.見學場域(一)部分草坪已枯死，須補植。

嵩航營造有限

公司

49 108.11.22 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新竹縣竹東鎮客家戲曲公

園優化工程
乙等 78 34.06%

1.工區鋼構基礎開挖施工全面施作，致地表裸露，未施作臨時排

水措施，將導致開挖有基礎積水及坍塌之虞，不符原設計考量。

2.基礎坑開挖施工方法、斷面及深度與圖說規定不符，應儘快完

成相關變更行政程序。

立宸營造有限

公司

50 108.11.22 桃園市平鎮區公所
安平鎮興公園新建工程

(第一期)
乙等 79 29.74%

1.園區未施設臨時排水設施，雨水排放不良，土方含水量高，預

期將嚴重影響廣場鋪面工程預定作業期程。

2.擋土牆完成面上有放樣之支撐鐵釘或模板凸出，未予拔除或釘

入，支撐模板之鋼筋均未加裝防護設施；以木條作為固定模板間

距之隔件，凸出部分亦未予鋸除。

暢達營造有限

公司

51 108.11.26 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頭份市崖線客家資產保存

暨環境營造工程
乙等 78 40.68%

1.工區二導覽牌混凝土澆置分二次施工，預留鋼筋不當。

2.工區一照明設備預埋管線理設深度不足。

天乙營造有限

公司

52 108.12.06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竹北六張犁東興圳

整體景觀再造計畫第一期

工程案

乙等 78 37.94%

1.進出工區車輛無清洗設備，污染周遭附近路面。

2.路燈PVC電管末端出口未以管帽套住，以阻止雨水及雜物進入

阻塞管路。

昱旺開發營造

有限公司

53 108.12.06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竹北六張犁東興圳

整體景觀再造計畫第二期

工程案

乙等 78 3.08%

1.回填土須作分層滾壓及夯實度試驗。

2.甲種安全圍籬未依設計圖設置防意溢座，部分地段未依設計圖

設置甲種安全圍籬。

榮易營造有限

公司

54 108.12.12 新竹縣峨眉鄉公所

峨眉桃花源-十二寮循環

共享社區計畫(太陽能光

電設備)

甲等 82 100.00%

1.設置壁掛型箱體之空間狹窄，且控制機房堆置雜物恐影響通風

散熱。

2.固定維護之不銹鋼爬梯既設鋼樑有銹蝕情形，且欄杆焊接處有

髒污之不良現象，未確實清理。

駿成水電工程

有限公司

55 108.12.12 新竹縣峨眉鄉公所

峨眉桃花源-十二寮循環

共享社區計畫(景觀綠美

化)

甲等 80 1.72%

1.部分安全圍籬固定鋼筋頭過於突出，端部銳利未剪除或加護蓋

保護，易造成人員傷害，亦未採取適當之防護設施。

2.職安自動檢查紀錄表中，請配合施工項目，挑選適當檢查項目

自主檢查，而非每天檢查相同項目，不需檢查項目亦須標示或加

註。

龍裕營造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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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08.12.13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臺灣客家茶文化館暨周邊

景觀工程
乙等 74 41.16%

1.茶餐廳FS版面混凝土養護不合規範，塑性龜裂(約3mm)嚴重、

展廳PC面不平整及塑性龜裂嚴重。

2.茶餐廳周邊地梁止水帶施作不當，止水帶未平直、中斷、突起

等埋入深度不一致或截斷或浮露在版面上，且部分止水帶有破裂

毀損情形。

直佑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57 108.12.17
桃園市都市發展局

都市設計科

崙坪文化地景園區-庭園

展銷設施工程

不計

分
無 52.96%

本工程現場尚未施工，惟工期進度截至108年12月15日預定進度

52.91%，實際進度52.96%，宜檢討進度網圖之正確性，請承攬

廠商確實的修正施工進度表，並檢討材料進場時程、規劃施工人

力及機具、訂定管控點或里程碑(milestone)…等措施，以符合實

際；同時，請監造單位確實監督與協助承攬廠商，落實工程進度

之管控。

天駿營造有限

公司

58 108.12.17
桃園市工務局景觀

暨防災科

1895乙未保台紀念公園

暨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甲等 81 17.77%

1.(1)「乙未之環」結構牆之鋼筋搭接集中同一斷面 (2)地下展示區

大底工程之鋼筋搭接集中同一斷面 ，未錯開搭接，不符合規範。

2.「乙末之環」主體工程鋼筋配置過於密集，部分鋼筋已形成一

排或成一片，混凝土無法充填於鋼筋之間，請重新檢視鋼筋配置

及施工。

開源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59 108.12.24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園區工

程
甲等 81 48.58%

1.金屬網免拆模之灌漿完成面部分有缺漏，未確實灌滿塞實，不

符合規範。

2.外牆防水粉刷層中央水平交接處有缺漏、破損等不良現象，未

妥善修補。

日富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