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歲出保留數（或未

客家委員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年度
應　　付　　數 保　　留　　數 合　　　　　計 ％

歲 　　　出　　　保　　　留　　　數

經資門分列 中華民國

1,988,29896 0 1,988,298 100.005303993000-8

文化教育推展

1,988,298 0 1,988,298 100.00經 常 門 小 計

1,988,298 0 1,988,298 100.00經 資 門 小 計

098 3,070,863 3,070,863 13.325303993000-8*

文化教育推展

990,000 186,000 1,176,000 41.615303994000-3

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規劃興建

990,000 186,000 1,176,000 41.61經 常 門 小 計

0 3,070,863 3,070,863 10.87資 本 門 小 計

990,000 3,256,863 4,246,863 13.67經 資 門 小 計

099 1,381,938 1,381,938 3.725303994000-3

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規劃興建

100,000 1,139,850 1,239,850 3.855303994000-3*

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規劃興建

86



單位：新臺幣元

結清數）分析表

會及所屬

保　　　留　　　原　　　因　　　分　　　析

經資門 類　　型 金　　　　額 備　　　　　註保留原因說明及相關改善措施

100年度

經常門 C20 1,988,298 分攤行政院新聞局96年度「整體施政傳播」專案經費19  

8萬8,298元，前依據審計部97年5月30日台審部一字第0

970003227號函示，於97年度如數轉列應付數，茲審計

部尚未函示本案審查結果，爰擬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

位預算執行要點」第32點規定，申請保留至100年度執

行，俾審計部繼續處理。

1,988,298

1,988,298

資本門 A4 3,070,863 協助營造客家文化生活環境-補助地方政府等10個計畫

依本會推動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相關補助作業要

點及審計部99年7月7日台審部一字第0990003866號函審

定，98年度單位決算審核地方政府尚未支用之補助經費

應由實現數轉列為保留數。

經常門 C4 990,000 1.「六堆客家文化園區第二期用地開發計畫申請開發許  

  可暨環境影響評估」委託技術服務勞務採購案：本案

  為跨年度計畫，應付款990,000元，因一期用地環境

  影響差異分析報告書尚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

  過，爰依規定申請保留。

經常門 C20 186,000 1.六堆客家文化園區公共藝術設置委託專業服務，本案  

  因受六堆園區工程履約爭議影響，經修正中長期計畫

  ，延後計畫推動期程，98年原編預算186,000元，爰

  依規定申請保留。

1,176,000

3,070,863

4,246,863

經常門 C4 1,147,938 1.六堆客家文化園區委託展示研究規劃及工程專案管理  

  ：本案為跨年度計畫，因統包商尚未完成結算事宜，

  無法辦理請領服務費事宜，應付款1,147,938元，爰

  依規定辦理保留。

經常門 C12 234,000 1.「六堆客家信仰」調查研究案：為符契約規定並求品  

  質完善，本案須俟期末報告送請委員完成書面審查，

  並安排會議複審，再經本處確認通過後始得撥付，所

  需經費234,000元，爰依規定申請保留。

資本門 A4 1,139,850 1.六堆客家文化園區後續工程專案管理委託技術服務勞  

  務採購案：本案為跨年度計畫，因委託專案管理單位

  未辦理工程結算事宜，尾款72,000元爰依規定辦理保

  留。

2.六堆客家文化園區行政中心暨田園餐廳室內裝修委託

  技術服務：本案為跨年度計畫，因委託監造尚未辦理

  工程款驗收結算事宜，應付款1,067,850元爰依規定

  辦理保留。

資本門 A19 100,000 1.「六堆客家文化園區傘架構件工程」：因六堆客家文  

  化園區傘架構建工程承攬廠商尚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惡意倒閉，以致發生後續履約民事訴訟事件，本中心

  委託大眾聯合法律事務所李林盛律師代理訴訟事宜，

  本案仍在法律訴訟尚未定讞，律師費100,000元爰依

  規定辦理保留。

87



歲出保留數（或未

客家委員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年度
應　　付　　數 保　　留　　數 合　　　　　計 ％

歲 　　　出　　　保　　　留　　　數

經資門分列 中華民國

0 1,381,938 1,381,938 3.34經 常 門 小 計

100,000 1,139,850 1,239,850 1.86資 本 門 小 計

100,000 2,521,788 2,621,788 2.43經 資 門 小 計

4,177,637100 0 4,177,637 1.713803991000-1

綜合規劃發展

7,170,000 0 7,170,000 58.103803991000-1*

綜合規劃發展

6,769,000 2,425,000 9,194,000 0.755303993000-8

文化教育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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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結清數）分析表

會及所屬

保　　　留　　　原　　　因　　　分　　　析

經資門 類　　型 金　　　　額 備　　　　　註保留原因說明及相關改善措施

100年度

1,381,938

1,239,850

2,621,788

經常門 C12 4,087,637 1.建構「客家知識體系」規劃研究：本案為跨年度計畫  

  ，為符契約規定並求品質完善，本案第3期款須俟期

  末報告送請委員完成書面審查，並安排會議複審，再

  經本會確認通過後始得撥付，惟截至會議前一天，回

  復審查意見之委員未過半數，原訂會議取消，業奉核

  延至101年1月召開，所需經費2,262,000元，爰依規

  定申請保留。

2.六堆客家研究：本案為跨年度計畫，依契約規定第3

  期款研究團隊需提交期末報告，再經本會確認通過後

  始得撥付，惟因廠商逾期繳交報告，截至預定審查會

  議前一天，始交付完整報告，致委員無法進行書面審

  查，原定會議亦無法召開，業奉核延至101年1月召開

  ，所需經費1,476,637元，爰依規定申請保留。

3.「客語外來語(含CD)」勞務採購案：茲因本案由專家

  學者組成之審查委員，對於各腔調部分客語拼音、調

  號等內容，意見略有分歧，無法如期完成定稿，且錄

  音之部分內容有顛倒或雜音等情事。為求品質更臻完

  善，承商除邀集審查委員，進行錄製及剪輯等相關事

  宜研討外，亦申請展延約期限至101年1月16日日，故

  保留349,000元至101年度再予撥付，爰依規定申請保

  留。

經常門 C14 90,000 1.補助屏東縣麟洛鄉『幸福客家鮮果饗宴』特色文化加  

  值產業發展計畫：本案核定金額為300,000元，並於1

  00年度撥付第1期款90,000元，因屏東縣政府業於100

  年12月完成簽約，預定於101年4月完成結案，爰依規

  定辦理第1期款保留。

資本門 A14 7,170,000 1.補助苗栗縣公館鄉客農育成中心第二期整建案：本案  

  核定補助新臺幣4,000,000元整，苗栗縣政府業於100

  年12月27日發包，因本案已撥付第1期款1,200,000元

  及第2期款1,600,000元，爰依規定申請保留。

2.補助桃園縣新屋鄉客家雙星-產業雙軸計畫-形塑永安

  客家漁港加值產業發展：本案發包金額11,500,000元

  ，本會補助8,970,000元，並於100年度全數撥款，因

  該府為求工程規劃品質更臻完善，申請計畫期程展延

  至101年6月30日，該府已支付承商4,600,000元，未

  支用數4,370,000，爰依規定申請保留。

經常門 C12 7,200,000 1.「2011全球華人之客家語言文化數位學習-哈客網路  

  學院」勞務採購案：因承商交付之第4期及第5期款工

  作項目缺漏情形嚴重，且尚未完成印製10,000份課程

  數位教材及簡介手冊，部分資料尚需詳細審視後始能

  撥付款項，故保留4,050,000元至101年度再予撥付，

  爰依規定申請保留。

2.「100年度客語能力認證初級考試」勞務採購案：本

  案因承商辦理結案時，所檢附資料尚有缺漏，已請廠

  商補正，因承商未及於年度終了補正資料，故保留3,

  150,000元至101年度再予撥付，爰依規定申請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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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保留數（或未

客家委員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年度
應　　付　　數 保　　留　　數 合　　　　　計 ％

歲 　　　出　　　保　　　留　　　數

經資門分列 中華民國

9,002,755 18,371,988 27,374,743 12.125303994000-3

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規劃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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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結清數）分析表

會及所屬

保　　　留　　　原　　　因　　　分　　　析

經資門 類　　型 金　　　　額 備　　　　　註保留原因說明及相關改善措施

100年度

經常門 C20 1,994,000 1.「100年度客家語分級教材編輯執行計畫」：本案係  

  與教育部共同辦理之計畫，分攤金額為1,000,000元

  ，因教育部要求承商重新對譯教師手冊、有聲光碟及

  電子書，故履約期限獲該部同意延至101年3月31日止

  ，本案俟該部完成相關驗收及結案作業後再辦理核銷

  事宜，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2.委託辦理「桐花專書」編印出版及桐花旅遊資料調查

  勞務採購案：本案因承商未及規劃媒體露出及相關宣

  導事宜，考量「桐花專書」出版應加以宣傳以提升能

  見度，並可為2012年「客家桐花季」提前暖身，故同

  意承商於101年2月15日前完成後續相關媒體露出之行

  銷工作，並保留第3期款994,000元至101年度再予撥

  付，爰依規定申請保留

經常門 C4 9,726,765 1.六堆園區常設展細部設計及施作案：本案為跨年度計  

  畫，已完成驗收，惟廠商尚未完成結算事宜，故保留

  5,768,515元元至101年度再予撥付。

2.「六堆舊聚落發展」調查研究案：本案為跨年度計畫

  ，目前雖已進入結案報告書提送階段，為符契約規定

  並求品質完善，需經本會確認通過後始得撥付，故保

  留第5期款480,000元至101年度再予撥付。

3.「客家研究外文出版品徵集與編目暨保存管理」專業

  服務採購案：本案原合約履約期限至100年10月30日

  止，因配合苗栗園區工期進度，於100年10月28日完

  成契約變更協議，履約期限延至101年2月29日，故第

  6期款909,000元俟完成相關驗收及結案作業後再辦理

  核銷事宜，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4.「20世紀（1975年之前）臺灣客籍攝影家系列叢書出

  版計畫」專業服務採購案，本案為跨年度計畫，第5

  期款989,250元 ，原應於100年12月30日前審定後支

  付，因配合苗栗園區工期進度，第5期工作展延至101

  年1月16日完成，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5.「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苗栗園區辦理民間參與營運作業

  規劃及招商」委託專業服務勞務採購案，本案為跨年

  度計畫，為符契約規定並求品質完善，廠商提送之可

  行性評估報告書及期中報告書需經本處確認通過後始

  得撥付，故第2期款580,000元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6.「臺灣客家文化中心苗栗園區籌建紀實片」專業服務

  勞務採購案，本案為跨年度計畫，為符契約規定並求

  品質完善，尾款1,000,000元俟完成相關驗收及結案

  作業後再辦理核銷事宜，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經常門 C12 2,179,000 1.「六堆客庄旅遊先期規劃」委託專業服務案：本案目  

  前雖已進入成果報告書提送階段，為符契約規定並求

  品質完善，需經本會確認通過後始得撥付，故保留第

  3期款570,000元至101年度再予撥付。

2.「2011年六堆客家文化園區文宣品設計製作暨多媒體

  行銷規劃執行」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本案目前雖已

  進入成果報告書提送階段，為符契約規定並求品質完

  善，需經本會確認通過後始得撥付，故保留第4期款5

  60,000元至101年度再予撥付。

3.「六堆地區文獻蒐整與分析」委託勞務採購案：本案

  目前雖已進入成果報告書提送階段，為符契約規定並

  求品質完善，需經本處確認通過後始得撥付，故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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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保留數（或未

客家委員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年度
應　　付　　數 保　　留　　數 合　　　　　計 ％

歲 　　　出　　　保　　　留　　　數

經資門分列 中華民國

216,587,067 0 216,587,067 20.235303994000-3*

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規劃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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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結清數）分析表

會及所屬

保　　　留　　　原　　　因　　　分　　　析

經資門 類　　型 金　　　　額 備　　　　　註保留原因說明及相關改善措施

100年度

  第3期款159,000元至101年度再予撥付。

4.「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苗栗園區－形象識別系統」委託

  專業服務採購案：本案發包金額450,000元，為符契

  約規定並求品質完善，需經本會確認通過後始得撥付

  ，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5.「苗栗客家文化園區辦公室暨圖書資料中心家具設備

  及空間規劃」委託設計督導勞務採購案：因委託設計

  督導之工程尚未辦理結算完成，需配合「苗栗園區辦

  公室暨圖書資料中心家具設備及空間美化財物採購案

  」驗收結案後始可付款，故應付款440,000元俟完成

  相關驗收及結案作業後再辦理核銷事宜，爰依規定辦

  理保留。

經常門 C20 1,484,240 1.「苗栗園區兒童館及文化創意館委託展示規劃及設置  

  統包採購案」之督導勞務採購案：因委託督導之工程

  已於100年12月30日完成簽約，本案已依約執行，應

  付款790,000元因未及於年度結束前支付，爰依規定

  辦理保留。

2.100年度警務勤務勞務採購案：本案發包金額414,240

  元，以共同供應契約下單委託廠商辦理，履約期程至

  100年12月31日，目前已按契約執行完成，惟承商遲

  未請款，經本會函催未果，應付款414,240元，爰依

  規定辦理保留。

3.台北辦公室搬遷勞務委託案：本案發包金額280,000

  元，因本中心原規劃於100年12月9日前搬遷至苗栗園

  區，但因故延至101年1月中旬，故本案俟搬遷完成並

  經驗收及結案作業後，再辦理核銷事宜，爰依規定辦

  理保留。

經常門 A12 13,984,738 1.苗栗客家文化園區辦公室暨圖書資料中心家具設備及  

  空間美化財務採購案：因配合苗栗園區工期進度，第

  二階段及木牆部分需俟帷幕及內裝工程完成，始能進

  行施作，故尾款13,984,738元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資本門 A4 208,351,931 1.六堆客家文化園區後續工程專案管理委託技術服務勞  

  務採購案：本案為跨年度計畫，因委託專案管理單位

  管理之工程尚未辦理結算完成，故應付款918,000元

  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2.六堆客家文化園區行政中心暨田園餐廳室內裝修委託

  技術服務：本案為跨年度計畫，因委託監造之工程尚

  未辦理驗收結算事宜，應付款784,642元爰依規定辦

  理保留。

3.六堆客家文化園區行政中心室內裝修工程案：本案為

  跨年度計畫，因承商尚未辦理結算事宜，應付款6,41

  1,451元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4.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苗栗園區工程專案管理總顧問採購

  案：本案為跨年度計畫，因委託專案管理單位管理之

  工程尚未辦理結算完成，應付款14,850,000元爰依規

  定辦理保留。

5.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苗栗園區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勞務

  採購案：本案為跨年度計畫，因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

  之工程尚未完工驗收，應付款11,880,000元爰依規定

  辦理保留。

6.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苗栗園機電工程：本案為跨年度計

  畫，因苗栗園區尚未取得使用執照，無法依約完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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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保留數（或未

客家委員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年度
應　　付　　數 保　　留　　數 合　　　　　計 ％

歲 　　　出　　　保　　　留　　　數

經資門分列 中華民國

19,949,392 20,796,988 40,746,380 2.11經 常 門 小 計

223,757,067 0 223,757,067 16.28資 本 門 小 計

243,706,459 20,796,988 264,503,447 8.01經 資 門 小 計

22,927,690 22,364,926 45,292,616 2.29經 常 門 合 計

223,857,067 4,210,713 228,067,780 15.53資 本 門 合 計

246,784,757 26,575,639 273,360,396 7.94經 資 門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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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結清數）分析表

會及所屬

保　　　留　　　原　　　因　　　分　　　析

經資門 類　　型 金　　　　額 備　　　　　註保留原因說明及相關改善措施

100年度

  式接水接電及試運轉工作，應付款39,328,018元爰依

  規定辦理保留。

7.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苗栗園帷幕系統、內裝及景觀工程

  ：本案為跨年度計畫，因尚未取得全案使用執照，應

  付款123,299,928元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8.臺灣客家文化中心-苗栗園區委託整體展示規劃暨基

  本設計及工程督導管理勞務採購案：本案為跨年度計

  畫，因委託規劃設計及工程督導管理之工程尚未完工

  驗收，應付款5,400,000元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9.臺灣客家文化中心苗栗園區－常設展、臺灣館及全球

  館展示設置案：本案為跨年度計畫，因苗栗園區尚未

  取得全案之使用執照，承商無法進場施作，所需經費

  5,479,892元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資本門 A12 2,167,926 1.六堆客家文化園區整體景觀二期用地整地工程：本案  

  因承商尚未辦理結算事宜，應付款675,000元爰依規

  定辦理保留。

2.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苗栗園區機電工程工程管理費：因

  苗栗園區尚未取得全案之使用執照，應付款1,223,53

  4元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3.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苗栗園區帷幕系統、內裝及景觀工

  程管理費：因苗栗園區尚未取得全案之使用執照，應

  付款269,392元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資本門 B12 6,067,210 1.六堆客家文化園區監視系統設置財務採購案：本案已  

  完成驗收，惟承商尚未完成結算事宜，應付款6,067,

  210元爰依規定辦理保留。

40,746,380

223,757,067

264,503,447

45,292,616
228,067,780
273,36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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