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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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00098 0 1,176,000 100.005303994000-3

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規劃興建

1,176,000 0 1,176,000 100.00經 常 門 小 計

1,176,000 0 1,176,000 27.69經 資 門 小 計

5,00099 0 5,000 0.405303994000-3*

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規劃興建

5,000 0 5,000 0.40資 本 門 小 計

5,000 0 5,000 0.19經 資 門 小 計

2,800,000100 0 2,800,000 39.053803991000-1*

綜合規劃發展

1,118,500 0 1,118,500 4.095303994000-3

台灣客家文化中心規劃興建

16,830,000 0 16,830,000 7.775303994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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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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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門 C4 1,1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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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期程至102年12月31日之跨年度計畫，需俟環保屬環

評大會審查通過後方撥付款項，爰依規定辦保留應付款

99萬元。(2)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公共藝術設置委託專業

服務：本案需俟設置案完成驗收後付款，目前正依委員

勘驗意見辦理修正作業，爰依規定辦理保留應付數18萬

6,000元。

1,176,000

1,176,000

資本門 A19 5,000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傘架構件工程」：因承攬廠商尚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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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委託大眾聯合法律事務所李林盛律師代理

訴訟事宜，本案目前已結案，惟律師事務所尚在整理相

關收據，致未及核銷核銷部分費用。

5,000

5,000

資本門 A14 2,800,000 補助苗栗縣公館鄉客農育成中心第二期整建案：核定補

助金額新臺幣400萬元整，100年度撥付第1、2期補助款

計新臺幣280萬元，地方政府預定102年第1季完工驗收

後一次付款，爰依規定申請保留。

經常門 C4 1,118,500 (1)苗栗園區兒童館及文化創意館展示規劃及工程督導

案：本案為跨年度計畫，已依約執行，目前尚有展示未

執行完畢，爰依規定辦理保留應付款11萬8,500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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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刻正由廠商修正、補拍中，尾款100萬元，俟完成

驗收後核銷，爰依規定保留。

資本門 A20 16,830,000 (1)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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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專案管理廠商尚未完成檢

討變更設計責任疏失及蘇拉颱風水損報告，應付款495

萬元爰依規定保留。(2)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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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因設計監造廠商尚

未依契約規定取得苗栗園區建築物綠建築標章、履約罰

金之爭議及蘇拉颱風水損報告，已於101年度陸續發文

請專案管理廠商檢討設計監造廠商變更設計疏失，惟回

覆內容尚有疑義。預訂於102年2月6日邀集專家學者召

開會議釐清設計監造單位執行苗栗園區新建工程各項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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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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500 0 1,118,500 2.75經 常 門 小 計

19,630,000 0 19,630,000 8.77資 本 門 小 計

20,748,500 0 20,748,500 7.84經 資 門 小 計

2,160,000101 0 2,160,000 1.823803991000-1

綜合規劃發展

180,000 0 180,000 0.145303992000-2

客家文化產業發展

6,637,000 8,814,000 15,451,000 77.265303992000-2*

客家文化產業發展

23,974,794 0 23,974,794 3.375303993000-8

文化教育推展

265,382,917 160,689,204 426,072,121 51.615303993000-8*

文化教育推展

4,673,590 10,136,438 14,810,028 5.065303995000-9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規劃與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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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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度

失責任，應付款1,188萬元爰依規定保留。

1,118,500

19,630,000

20,748,500

經常門 C12 2,160,000 「中部客家研究：回顧與展望」勞務採購案及「東部客

家研究：回顧與展望」勞務採購案：為跨年度計畫，因

承商提送期末報告未臻完善，須俟廠商提送修正期末報

告，且經委員書面審查同意後始得撥付第3期款分別為1

,050,000元及1,110,000元，爰依規定申請保留。

經常門 A14 180,000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本會推動  

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相關補助助作業要點規定，

101年度已核定跨期程計畫，已撥付受補助機關尚未支

用金額180,000元，爰依規定辦理保留。

資本門 A14 15,451,000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本會推動  

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相關補助助作業要點規定，

101年度已核定跨期程計畫計4案，已撥付受補助機關尚

未支用金額6,637,000元及待撥付數8,814,000元，爰依

規定辦理保留。

經常門 C4 10,800,000 補助新竹縣「2013台灣燈會在新竹縣-世界客家館」計  

畫，核定補助金額12,000,000元，新竹縣政府已帶101

年11月簽約，刻正執行中，已撥付款10,800,000元，爰

依規定申請保留。

經常門 C14 13,174,794 依本會推動客家文化生活環境計畫相關補助作業要點規  

定，補助地方政府共19案，已撥付受補助機關尚未支用

金額13,174,794元，爰依規定辦理保留。

資本門 A14 426,072,121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本會推動  

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相關補助助作業要點規定，

101年度已核定跨期程計畫計160案，已撥付受補助機關

尚未支用金額265,382,917元及待撥付數160,689,204元

，爰依規定辦理保留。

經常門 C4 12,104,598 1.應付數：  

  (1)「臺灣客家文化中心苗栗園區公共藝術設置」委

     託專業服務採購案：本案為跨年度計畫，已依約

     規定提送「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報告書」送文化部

     刻正審查中，俟通過後並提交作品專輯經審定後

     ，方撥付第4、5期款，依規定保留應付款34萬4,0

     00元。

  (2)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建築景觀三維數位影像建置暨

     商品開發計畫勞務採購案：本案為跨年度計畫，

     執行進度依契約規定執行已至第2期，應付款29萬

     4,000元爰依規定保留。

  (3)「2012客家音樂系列活動」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

     ：本案為跨年度計畫，俟廠商提送成果報告書經

     審核通過始能撥款應付款155萬4,400元，爰依規

     定保留。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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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六堆園區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書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專案小組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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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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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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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度

     01年12月20日方審查通過，尚需俟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評大會審議通過後撥付款項177萬1,798元

     ，爰依規定保留。

2.保留數：

  (1)「苗栗縣銅鑼鄉伯公主題網建置暨數位典藏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本案為跨年度計畫，執

     行進度均符契約規定，爰依規定保留第2期款65萬

     6,000元。

  (2)「客家文化資產在地保存暨再發展計畫」委託專

     業服務採購案：本案為跨年度計畫，執行進度依

     契約規定執行已至第2期，爰依規定保留第2期款1

     18萬3,600元。

  (3)「六堆、苗栗客家文化園區遊客意見調查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本案為跨年度計畫，因問

     卷初稿須審慎研擬，經本中心多次審核及修正，

     俾利獲得正確之效度及信度，爰依規定保留27萬4

     ,800元。

  (4)「苗栗園區假日市集設備及現場管理服務委託服

     務」採購案：本案為跨年度計畫，為符契約規定

     並求服務品質完善，俟第2期均執行完成驗收結案

     後撥付，爰依規定保留45萬7,500元。

  (5)「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苗栗園區辦理民間參與營運

     作業規畫及招商」委託專業服務勞務採購案：本

     案為跨年度計畫，因OT案業經2次公告且無廠商投

     標，刻正辦理第三次公告招商，依契約規定需有

     廠商投標且選出最優申請人並完成簽約後始能付

     款，爰依規定保留87萬元。

  (6)「聚落主題系列展-內埔(人文歷史篇)」展示設計

     及設置案：本案為跨年度計畫，均依約執行，俟

     完成驗收結案後撥付，爰依規定保留145萬5,000

     元。

  (7)「2012客家音樂系列活動」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

     ：本案為跨年度計畫，俟廠商提送成果報告書經

     審核通過始能撥付保留款16萬5,800元，爰依規定

     保留。

  (8)「101年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志願服務者招募暨教育

     訓練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本案為跨年度

     計畫，依約規定須於期中工作執行報告書經核定

     後始能撥付，爰依規定保留41萬6,700元。

  (9)「六堆常民人物誌巡迴影展暨出版」委託專業服

     務採購案：本案為跨年度計畫，廠商已備妥巡迴

     影展等影音資料送中心，惟因內容需經核定，爰

     依規定保留第三期款121萬6,000元。

  (10)「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生態環境監測及生態解說規

      劃」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本案為跨年度計畫，

      需密切監視園區環境生態並已架設監視系統等，

      廠商已依約定期將測得資料上傳，預計於102年1

      月8日完成第三期工作提交報告書，爰依規定保

      留第三期款144萬5,000元。

經常門 B4 367,038   (1)六堆園區多媒體館一樓展場增設燈軌及燈光控制  

     系統遷移改善財物採購案，本案廠商依約於101年

     12月30日前將數量、規格送達本中心指定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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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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000 1,280,000 3,530,000 0.975303995000-9*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規劃與營運

30,988,384 10,136,438 41,124,822 1.98經 常 門 小 計

274,269,917 170,783,204 445,053,121 36.56資 本 門 小 計

305,258,301 180,919,642 486,177,943 14.77經 資 門 小 計

35,271,182 10,136,438 45,407,620 2.14經 常 門 合 計

293,904,917 170,783,204 464,688,121 32.22資 本 門 合 計

329,176,099 180,919,642 510,095,741 1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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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度

     俟完成驗收結案後撥付，爰依規定保留9萬7,188

     元。

  (2)「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工藝兒童教室DIY教學材料」

     採購案：本案已依約執行完畢，刻正辦理驗收中

     ，俟驗收合格後核銷，爰依規定保留26萬9,850元

     。

經常門 C20 2,338,392 1.應付數：  

  (1)「苗栗園區展館導覽暨觀眾服務」委託專業服務

     採購案：本案未及於年度結束前核銷，應付款24

     萬2,392元爰依規定保留。

  (2)「苗栗園區典藏庫房空間設備及相關設施」委託

     規劃設計及監造採購案：本案於102年1月3日驗收

     完成，惟未及於年度結束前核銷，應付款26萬7,0

     00元爰依規定保留。

2.保留數：

  (1)「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環境識別系統設計及設置案

     」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本案因成果報告需經審

     核，刻正由廠商修正內容，爰依規定保留182萬9,

     000元。

資本門 A4 3,530,000 1.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本案契約金  

  額1,500百萬元，101年6月6日簽約，已支付第1、2、

  3期款1,275萬元。 依契約規定，須待驗收合格並提

  送「公共藝術成果資料」後，方撥付第4期款。本案

  已於101年11月25日完成作品設置、12月10日業已期

  末勘驗完成，目前委員勘驗意見辦理修正中，已責成

  廠商儘速辦理中，俟修正完成後辦理付款，實核有保

  留225萬元至102年繼續依約支付之必要。

2.「六堆客家文化園區週邊圍籬設施設計及監造」委託

  技術服務採購案：本案契約金額40萬元，於101年8月

  28日簽約，監造費用需待圍籬工程完工驗收合格後始

  得付款，導致無法於101年度內付款，核有需保留240

  ,000元至102年繼續依約支付之必要。

3.「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親子工藝研習教室規劃設計與設

  置」採購案：本案契約金額208萬元，101年9月19日

  簽約，廠商已依契約規定於12月10日完成細部設計並

  經審核通過，刻正辦理室內裝修執照申請作業，俟屏

  東縣政府核發裝修合格證明後撥款，核有保留104萬

  元至102年繼續依約支付之必要。

41,124,822

445,053,121

486,177,943

45,407,620

464,688,121

510,09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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