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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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2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

程處

臺灣客家茶文化館暨周邊

景觀工程
甲等 83 79.50%

1.管線貫穿防火隔間牆開口處的切割及防火填塞，未妥善填充處

理。

2.入口廣場擋土牆抿石子完成面不平整、有孔洞，裂縫等問題，

且多處抿石子牆面有黑色垂流水紋影響美觀。

直佑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2 1100112 桃園市龍潭區公所
龍潭區佳安里十一份客庄

文化大道建置工程
乙等 78 42.45%

1.人行道邊緣石與原有抿石子牆之間的空縫過寬、過深，未確實

填滿塞實。

2.工地現場木材突出人行道過長，未立即切除或採取適當防護設

施。

茂聖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

司

3 1100113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館內空

間改善暨性別平等友善環

境營造及地下室展演空間

再造工程

甲等 82 36.41%

1.污水管路(吊管)進行方向改變時，未採用順水T之型式或未以兩

個45度彎頭銜接，請再檢視。

2.排水管路管道間內有留設旣有垂直通氣管，但是新做廁所用之

室內污水管路(吊管)時，卻未裝設水平通氣管接入管道間旣有垂直

幹管通氣管，是否有完整設置，請再全面檢視。

士鴻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4 1100121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花蓮市舊鐵道遊廊蛋黃區

潛力倍增計畫
乙等 77 30.21%

1.高壓磚、仿古磚、壓花收邊磚、古樸陶塊均已施作中，依施工

說明，其底土需夯實整平。壓實密度(或乾密度)需大於90%以上，

惟查並無夯實試驗紀錄資料。

2.工區外有暴露之鋼筋伸入工區內(如鐵路號誌附近有放樣鋼筋未

加裝防護設施)，未予移除或適當處理，易生刺傷事故。

宏齊營造有限

公司

5 1100126 高雄市杉林區公所

客庄杉林南迎賓-月眉橋

古碑暨黃家夥房周邊帶狀

改善計畫工程

甲等 81 37.46%

1.工區一：新設停車場之L型擋土牆回填土高度太高，已超出回填

碎石級配30公分厚，再加PC鋪面15公分之合計厚度，請挖除超填

部分後再按圖施作。

2.矮燈基座螺栓欠保護套。

大禾營造有限

公司

6 1100203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縣定古蹟北埔慈天

宮修復工程案
甲等 81 82.06%

1.桁木墩接須考慮結構安全，以免日後下陷。

2.(1)出簷尺磚上方之防水層，未超過封簷板位置，防水率較不

足。 (2)三川殿次間歸帶旁之瓦片，尚未清除，拆除後防水層務必

深入歸帶並上捲；另兩廊屋面亦同。

立璟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7 1100208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

務局

1895乙未保台紀念公園

暨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甲等 81 89.97%

1.地景遊戲場混凝土完成面施工粗糙，有粒料分離等不良現象，

其混凝土之澆置、搗實及修補、冷縫均不符合規範，應妥善修

補。

2.施工中停車場梯廳入口上下設備不符合規定；電梯開口邊未設

置符合規定之護欄，現場安全設施不足，請再加強。

開源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8 1100226 苗栗縣通霄鎮公所
苗栗縣通霄鎮慈后宮廟埕

空間營造工程
甲等 81 87.22%

1.左側環山步道階梯級高及水平度差異略大。

2.步道及廣場基礎夯實紀錄少、頻率低。

建鑫營造有限

公司

9 1100226 苗栗縣通霄鎮公所
通霄鎮烏眉坑客家古城漢

原界古道計畫
乙等 78 49.30%

1.施工中模板支撐、繫條、斜撐等設置不良，且斜撐直接置於土

壤中，基座欠穩固。

2.步道外緣回填碎石級配不符合規範、粒料分離。

辰星營造有限

公司

10 1100302 高雄市六龜區公所
客庄亮點計畫-六龜區彩

蝶谷生態計畫
甲等 81 39.82%

1.停車場綠帶範圍回填碎石級配料，部分粒徑過大，不符合規定

，請撿除，以免影響植物生長。

2.工區沿線臨接道路現場交通警告安全措施不足，部分交通錐無

反光導標，如新設奉茶亭。

盛暉營造有限

公司

11 1100311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桃園北區客家會館規劃設

計及第一期工程
甲等 81 81.95%

1.各類管路穿越牆、版或穿越防火區牆等，部分鑿打開口後之管

路周邊尚未填縫（含外牆止水）或未依規定以防火材料填充等。

2.消防火警探測器之裝置位置，部分未符合規範，例如：火警探

測器之裝置位置，部分距出風口未達1.5公尺以上等。

菁木營造有限

公司

12 1100311 桃園市楊梅區公所
幸福富岡客家生活環境營

造工程
乙等 76 27.12%

1.部分結構物尺寸與設計圖不符，例如：(1)水漾民生陂「景觀植

栽優化」施作工項的規格與圖說規範不符。(2)富岡車站前人行道

熱浸鍍鋅格柵水溝蓋板及框架尺寸、台電變電箱景觀美化量體現

場規格數量與圖說規定不符。

2.(1)水漾民生陂磚造平房「彩繪打卡點」，部分施設未符合規範

，例如：打卡點現場彩繪面積(580cm*240cm)與圖號A3-02打卡

點設置工程細部立面圖(600cm*300cm)標示不符，請檢討釐清；

牆面油漆部分均勻度不佳，有礙觀瞻，不符規範。(2)富岡火車站

「紙模地面」完成面施工平整度不佳。

展旭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13 1100312 苗栗縣獅潭鄉公所

109年度苗栗縣獅潭鄉新

店村義民廟及周邊設施整

合改善工程

甲等 81 31.44%

1.新設緣石工區，部分臨接緣石之既有混凝土有破損；花台少部

分石材表面破損。

2.未施工期間仍應巡查工地，逐日檢查填寫職業安全及交通維持

檢查表；義民廟階梯放樣鐵釘及模板固定鐵釘凸出，未彎曲或加

蓋防護。

金勝欣營造有

限公司

評分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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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100317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麟洛國小勤學廊道暨客語

生活環境空間營造工程
甲等 82 57.55%

1.原有地面土方摻雜木屑、雜物及較大石塊，請撿除再回填客

土。

2.前庭區木平台工區澆置混凝土地坪，表面泌水太多致部分表面

有起砂情形，影響品質，請改善。

佑晉土木包工

業

15 1100324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苗栗縣歷史建築「苗栗市

田心謝氏陳留堂」整體修

復工程案

甲等 83 57.43%

1.內牆粉刷打底之施工縫位置有不平整之情形，請檢討。建議於

施工縫位置增加輔助灰誌，以解決上述問題；有一處內牆粉刷打

底於門框上方出現45度角裂縫，請檢討改善。

2.施工架之鋼管拼接，部分未以八字扣施作，請再全面檢視。

棟泰營造有限

公司

16 1100324  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頭份市花現美人茶老崎茶

道串連及解說指示設施整

合工程

乙等 79 38.10%

1.工區3入口陶磚階梯之第1階，有明顯積水積泥現象，恐有造成

未來使用者滑倒之虞，請立即改善。

2.工區3砌石陶磚座椅兩側第1塊面磚基底不穩，請加強固定，以

避免使用者坐到時翻轉脫落；工區4擋土牆僅有水泥砂漿粉刷，且

有吊橋油漆掉落污染牆面及地面之情形，外表亦有破損修補痕跡

，影響整體外觀。另室外粉刷使用外露型塑膠灰誌壓條，容易因

熱漲冷縮造成老化破損，且會於兩者介面產生細裂紋，尚未施工

區域應禁止使用。另請注意以角鏝刀施作圓角，以處理陽角收頭

，避免碰撞破損。

沅通營造有限

公司

17 1100419 花蓮縣光復鄉公所
光復鄉百年糖業大和蔗工

故事廊道營造計畫
甲等 81 76.91%

1.D工區廁所牆外地面有放樣鋼筋，未加裝防護設施。

2.各工區入口處未以拒馬標示禁止無關人員擅入工區，應加強。

展信營造有限

公司

18 1100423 彰化縣溪湖鎮公所
溪湖巫厝石鵝尋客蹤亮點

計畫工程案
乙等 77 38.54%

1.鋼筋材料任意堆置，未以枕木隔離地面、帆布覆蓋，鋼筋容易

生鏽。

2.舊有樟樹應設立樹圍石，以保護樟樹，並確保行車安全。

仲佳營造有限

公司

19 1100428 桃園市大溪區公所
大溪區瑞源里落羽松大道

生活環境營造計畫
乙等 78 20.16%

1.化糞池管線使用一般灰色PVC管，非採用橘色管。

2.開挖深度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

欄、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宸都營造有限

公司

20 1100428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

務局

新北哈客樂園第2階段景

觀營造工程
乙等 78 34.96%

1.水圳蛇籠護坡卵石堆砌不合規範，影響穩定及美觀。

2.停車場排水溝未加蓋段混凝土之側壁頂部有一處鋼筋未切除。

宏綠景觀股份

有限公司

21 1100504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東勢街區整體環境營造

提升第二期計畫(統包)」
乙等 77 50.67%

1.第二工區現場水溝蓋調整皆突出路面約2-3公分，通行有安全疑

慮，尤以夜間更甚。

2.草地上多處殘留混凝土殘漿未清除。

威昌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22 1100507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無

障礙友善環境及公廁改善

工程案

乙等 78 23.39%

1.東側廁所外牆之磚縫深淺不一。

2.東側廁所部分蹲式馬桶與地坪磁磚之介面銜接不平順，有造成

傷害疑慮。

容承工程有限

公司

23 1100507 新竹縣政府工務處
竹北東興圳整體景觀再造

計畫第二期接續工程
甲等 81 44.69%

1.民俗公園工區鄰接道路作業，交維警示措施不足，如交通錐無

連桿等。應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設置施工標誌號誌及護欄，以維施工安全。

2.各工區植生區塊有影響植物生長之雜物未清除，如磚塊、石塊

等。

金春福營造有

限公司

24 1100820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

務局

「桃園浪漫台三線客家文

學之母-鍾肇政文學地景

環境形塑計畫」工程採購

案

甲等 80 48.70%

1.龍潭國小後門故事小徑最右側牆面未批土整平即上漆，表面粗

糙。

2.龍潭國小後門故事小徑壓克力框架與牆面固定有一處螺栓過短

，無處鎖螺帽。

秉陽營造有限

公司

25 1100825 桃園市大溪區公所
大溪區瑞源里落羽松大道

生活環境營造計畫(複查)
乙等 78 69.75%

1.客家紅磚公廁部分鋼構件銲道不平整、鬆散，焊碴未清除即塗

上防鏽漆。

2.落羽松路側乾砌石水岸砌石(水環境營造)完成面線型不佳、部分

砌石間之孔隙大、石塊長徑未垂直於砌石面、許多石塊未妥予穩

定排列，已掉入河道。

宸都營造有限

公司

26 1100906 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新竹縣關西鎮景觀改造計

畫第二期
乙等 78 94.57%

1.側懸式招牌固定與牆壁的方型鐵板底座，部分未確實平整密接

鎖固於牆面。

2.側懸式招牌埋入牆面固定螺桿突出方型鐵板底座過長、且僅一

顆螺絲鎖固，未以螺帽確實固著。

承申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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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1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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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
甲等 84 97.30%

1.擋土牆與路緣石間隙介面收尾不佳。

2.茶園植栽土壤流失嚴重，已出現多處沖蝕溝。

直佑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28 1100915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蜿蜒龍頸溪，民水情相

連」龍頸溪水岸環境營造

計畫(第一期工程)

甲等 82 19.44%

1.工區內已完成預埋之各式PVC配管出土段的保護宜加強，以避

免被碰撞受損。

2.A工區部分花台抿石子面陽角處的倒圓角不足。

旭德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29 11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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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廊帶二期工程

甲等 83 78.00%

1.故事館鋼構棚架之鋼樑接合部，於結構體上，鋼底座未確實密

合且缺漏螺栓。

2.故事館屋頂欄杆木扶手部分鬆脫，未妥善固定。

立璟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30 1100929 苗栗縣政府水利處
苗栗義民廟友善生活環境

改善工程
乙等 79 41.69%

1.廁所牆壁部分內層鋼筋之混凝土保護層不足1.5公分(甚或接近

零)，不符合規定。

2.廁所牆壁側牆模板未整理、未塗布模板油脫模劑。

和新營造有限

公司

31 1101013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東勢區客庄禾埕場域建置

計畫(統包)
乙等 78 58.53%

1.部分鋼構基礎鋼板與混凝土未密接，以鋼墊圈調整平整度，空

隙宜以無收縮水泥砂漿補灌。

2.工區有塑膠空瓶、大石頭及木塊等未清理，影響環境。

欣群營造有限

公司

32 1101019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浪漫臺三線指標系統整合

暨形象識別建置工程
甲等 82 85.00%

1.方向指示牌面以螺絲鎖固於不銹鋼圓管處，應再增設螺帽，以

維穩固及增進美觀。

2.神龍路側，龍潭邊立板式基礎不銹鋼板與混凝土地坪有空隙，

宜以無收縮水泥砂漿塡補。

瑞松科技彩繪

有限公司

33 1101022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吉安鄉南埔客家溯源計

畫-海唇情深一客庄二期

工程

甲等 82 49.01%
1.海濱伯公廟廁所管路出口未以管帽保護。

2.洄瀾灣濱海公園投光燈基礎有預留鋼筋未加裝護套。

玉卍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34 1101027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前堆火燒庄-叛散埤右岸

環境整備工程
甲等 81 33.24%

1.高壓磚接縫處或與路緣石間之補磚，切面未使用機械切割，平

整度不佳。

2.固床工混凝土澆置面殘留少數鐵絲及鐵擋尖銳頭未剪除，請處

理。

邑鑫營造有限

公司

35 1101105 屏東縣內埔鄉公所

屏東縣內埔鄉興南村開基

伯公暨社區環境景觀改善

工程

甲等 81 87.11%

1.照明燈桿RC基礎之無收縮水泥有孔洞產生。

2.路燈開關箱底座與設計圖不符，突出之螺絲應加設螺帽，以維

安全。

兄弟營造有限

公司

36 1101110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美濃廣善堂周邊環境改善

工程
乙等 79 29.78%

1.工區內便道旁土石方堆積雜亂。

2.部分鋼筋材料任意放置在地面，未妥善保護。

大丹營造有限

公司

37 1101112 彰化縣二林鎮公所

源成七界客家文化生活場

域—二林八間酒莊街環境

改善計畫

乙等 76 71.15%

1.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等易發生被刺及擦傷災害者，未採取彎曲

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2.金玉湖酒莊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鎮山海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

38 1101123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屏東縣客家博物館-裝修

及展示工程委託案
甲等 81 67.49%

1.牆或柱轉角之C型鋼立柱及門窗開口，請依圖說規定施作補強立

柱。

2.輕隔間牆內投影設備用訊號線保護用CD管長度部分不足。

鑫囍室內裝修

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39 1101206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

務委員會

新客家文化園區公廁增建

工程
甲等 80 34.34%

1.增建女廁北側工區內施工架上下爬梯2至3層架間左側橫向拉桿

設置不足。

2.增建女廁南側施工架踏板上不宜堆置模板固定用螺桿及交叉拉

桿。

開登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40 1101208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蜿蜒龍頸溪，民水情相

連」龍頸溪水岸環境營造

計畫(第一期工程)(複查)

甲等 82 38.61%

1.木平台欄杆支柱之螺栓孔，部分未預留鎖固材，導致無法鎖固

，請再檢視。

2.A區南側2.5m棧道A式護欄，鍍鋅方管及H型鋼之間，部分未滿

焊，且焊點未防銹塗刷，塗裝表面普遍有浮銹斑點出現。

旭德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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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101209
內政部營建署中區

工程處
火車頭園區統包工程 甲等 82 5.49%

1.結構補強之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如鐵件)，例如擴柱及翼牆之混

凝土表面螺桿、鐵釘等未清除。

2.火車餐廳地面電管管路出口未施以保護，易遭異物阻塞及雨水

滲入，管路出口請以硬質管帽保護，避免裸空或以膠帶纏繞封

口。

義力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