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歲出保留數（或未

客家委員會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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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605103 7,408,600 9,435,205 2.785303645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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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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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年度

經常門 C4 1,573,360 1.應付數：  

  (1)104年度六堆園區環境教育推廣課程規劃及執行委

     託專業服務案：本案於103年12月31日決標，契約

     金額95萬元，已分年編列預算，第一期工作計畫

     期程尚在執行中，完成後可撥付19萬元，因屬跨

     年度執行計畫，爰依規定辦理保留19萬元。

  (2)六堆園區環境教育場所認證及課程建構推展委託

     專業服務案：本案契約金額96萬8,800元，本案履

     約期程自103年6月27日起至取得環保署環境教育

     場所認證為止，刻正辦理取得認證作業。經查業

     於103年12月18日函環保署，惟該署於103年12月2

     5日回覆刻正辦理程序審查作業中，本案業於已撥

     付77萬5,040元，俟取得環保署環境教育場所認證

     核可後依約可撥尾款19萬3,760元，核有保留至10

     4年度執行之必要，爰依規定辦理保留19萬3,760

     元。

  (3)苗栗及六堆園區遊客意見調查案：本案契約金額

     為48萬元，已於103年10月30日撥付第一期款計19

     萬2,000元，廠商依契約期程於10月完成南北兩園

     區調查，12月5日提交報告全文，12月30日提交報

     告全文修正版（第一次），刻正辦理審查報告全

     文修正版（第一次），爰依規定辦理保留28萬8,0

     00元

2.保留數：苗栗園區教育課程規劃執行及環境教育場所

  認證委託專業服務案：本案契約金額為450萬8,000元

  ，因廠商尚未提出教育課程手冊及環境教育重點目標

  對象需求調查報告，爰依規定辦理保留90萬1,600元

經常門 C7 6,507,000 保留數：  

  (1)全球客家基礎資料建置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本

     案為科技部補助專案研究計畫，契約金額為272萬

     元，履約期程自103年10月2日至104年8月31日止

     ，分年編列預算，103年度編列202萬5,000元，本

     案於5月上網公告招標，惟因經2次流標，經重新

     檢視需求內容，於9月進行第3次招標，遲至於10

     月決標，爰依規定辦理保留148萬1,000元。

  (2)六堆園區部分設施修復案：本案契約金額502萬6,

     000元，103年9月發包期間適逢高雄氣爆案，相關

     廠商皆於高雄施工，致無法參與本案，後因本中

     心年度計畫調整，改以勞務方式發包，且因施作

     項目繁複、工區範圍較大，致使多次流標，在本

     案主要施作項目為六堆園區基本設施修繕工作，

     完成後將有效改善園區設施妥善率，提升遊客遊

     園安全性，故相關經費確有保留必要性，爰依規

     定辦理保留502萬6,000元。

經常門 C12 694,800 應付數：苗栗園區文化商品－客庄節慶立體書開發專業  

服務案：本案契約金額為115萬8,000元，因驗收審查尚

未完成，刻正要求承商依約修正相關規劃內容，以符本

案預期目標，爰依規定辦理保留69萬4,800元。

經常門 C20 450,000 應付數：客藝故事主題繪本系列－油紙傘委託專業服務  

案：本案契約金額為75萬元，刻依進度進行圖文編輯及

設計稿製作審訂事宜中，將於2月底前結案撥付款項，

爰依規定辦理保留4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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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保留數（或未

客家委員會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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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557 74,542,166 94,702,723 28.345303645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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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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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年度

經常門 B4 210,045 應付數：志工服飾設計及製作案：本案契約金額為萬70  

萬150元，103年度預計完成第一期及第二期工作內容，

第二期工作期程刻正督促廠商進行中，爰依規定保留第

二期款21萬45元。

資本門 C6 8,425,800 應付數：六堆園區兒童探索空間常設展設計施作及推廣  

管理案：本案契約金額為2,806萬6,000元，履約期限自

103年8月至106年7月止，分年編列預算，103年預算編

列1,544萬7,300元，本案為六堆園區跨年度常設展重要

更新計劃，因對進度展示評量及進度基本設計相關規劃

幾經多次審查、修正及確認，致不及度撥付第三期款，

預計104年2月前核撥，爰依規定辦理保留842萬5,800元

。

資本門 A6 6,237,000 1.應付數：六堆園區演藝廳及多媒體館外牆防水整修工  

  程案：本案契約金額為1,188萬元，履約期程自103年

  10月3日至104年1月14日止，因有採購法第58條之情

  形致本案遲至103年10月3日申報開工，不及撥付尾款

  ，爰依規定辦理保留349萬9,848元。

2.保留數：六堆園區演藝廳及多媒體館外牆防水整修工

  程案：本案契約金額為1,188萬元，履約期程自103年

  10月3日至104年1月14日止，因有採購法第58條之情

  形致本案遲至103年10月3日申報開工，不及撥付尾款

  ，爰依規定辦理273萬7,152元。

資本門 A4 30,375,019 1.應付數：  

  (1)六堆園區遊客導覽諮詢服務設施設備及志工備勤

     空間設置工程案：本案契約金額1,560萬元，本案

     因變更設計致延長契約期程，經查工進已達92%，

     核有保留至104年度執行至驗收結算後支付之必要

     ，爰依規定辦理保留294萬7,788元。

  (2)六堆園區遊客導覽諮詢服務設施設備及志工備勤

     空間規劃設計及監造案：本案係配合「六堆園區

     遊客導覽諮詢服務設施設備及志工備勤空間設置

     工程」之技服案，履約期程至工程驗收決算並取

     得使用執照為止，爰依規定辦理保留35萬3,400元

     。

2.保留數：

  (1)六堆園區演藝廳及多媒體館外牆防水整修工程設

     計及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案：本案「六堆園區演藝

     廳及多媒體館外牆防水整修工程」之技服案，因

     監造部分需配合工程結算驗收合格方撥付尾款，

     爰依規定辦理保留40萬3,410元。

  (2)苗栗園區人行入口景觀及遊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案：本案契約金額4,645萬3,539元，工期自103年

     5月17日至104年6月4日止，103年度編列3,407萬7

     ,550元，因水土保持計畫變更審查、變更設計、

     天候展延工期等因素，致不及撥付款項，爰依規

     定辦理保留2,388萬3,109元。(含工管費286,495)

  (3)苗栗園區人行入口景觀及遊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設計規劃監造委託服務案：本案為「苗栗園區人

     行入口景觀及遊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之技術服

     務案，爰依規定辦理保留187萬2,000元。

  (4)苗栗園區人行入口景觀及遊客服務中心增建工程

     設計規劃監造委託服務案第一次變更設計案：本

5



歲出保留數（或未

客家委員會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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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單位：新臺幣元

結清數）分析表

文化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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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年度

     案係為配合「苗栗園區人行入口景觀及遊客服務

     中心新建工程」辦理契約變更，爰依規定辦理保

     留91萬5,312元。

資本門 A12 1,092,371 1.應付數：  

  (1)六堆園區藝文景觀表演平台工程案：本案契約金

     額為452萬187元，因廠商部分材料供貨不及爰延

     至12月25日竣工，業於12月29日驗收，惟尚有需

     改善事項刻正要求廠商改正中，預計於104年1月1

     3日辦理複驗，爰依規定辦理保留55萬4,887元。

  (2)六堆園區藝文觀景表演平台設計及監造委託技術

     服務案：本案為「六堆園區藝文景觀表演平台工

     程」委託技術服務案，因監造部分需配合工程結

     算驗收合格方撥付尾款，目前工程已進入驗收階

     段，刻正由廠商改正中，爰依規定辦理保留8萬4,

     614元。

  (3)六堆園區整體景觀改善工程設計及監造委託技術

     服務案：本案契約金額為82萬元，已完成50%工作

     進度，因本中心年度計畫調整，致無法執行後續

     工作，現正辦理報本會終止契約程序，並於本會

     核定後，立即辦理已完成部分之驗收撥款，爰依

     規定辦理保留45萬2,870元。

資本門 A20 42,879,683 保留數：  

  (1)六堆園區生態島嶼亮點計畫－客庄水圳聚落生態

     場域統包工程案：本案契約金額8,195萬元，履約

     期程自103年11月14日至104年9月30日止，103年

     度編列7,885萬5,243元，因六堆園區二期計畫開

     發許可於103年5月方經屏東縣政府准予備查，致

     影響招標完成期程，核有保留至104年度繼續依約

     執行至估驗計價及驗收後支付之必要，爰依規定

     辦理保留3,975萬8,038元。(含工管費60萬元)

  (2)六堆園區生態島嶼亮點計畫－客庄水圳聚落生態

     場域專案管理(含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案：本案契

     約金額為382萬4,358元，履約期程自103年7月24

     日至104年9月30日止，因六堆園區二期計畫開發

     許可於103年5月方經屏東縣政府准予備查，影響

     招標完成期程，爰依規定辦理保留312萬1,645元

     。

資本門 B4 2,026,700 1.應付數：苗栗園區營運空間規劃設計與設施設備建置  

  委託專案督導勞務案：本案為「苗栗園區營運空間規

  劃設計與設施設備建置財物統包」之技服案，該統包

  案已於104年1月6日驗收通過刻正辦理結算中，俟該

  案結算後核計監造尾款，爰依規定保留17萬5,200元

  。

2.保留數：

  (1)苗栗園區擴增用電配電系統財物採購案：本案契

     約金額175萬3,000元，工期需配合他案(即「苗栗

     園區人行入口景觀及遊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案」)

     管線施作後方得進行本案施作，核有保留至104年

     度繼續依約執行至驗收後支付之必要，爰依規定

     辦理保留175萬3,000元。

  (2)苗栗園區擴增用電配電系統財物採購－委託勞務

     督導(含規劃設計)服務案：本案契約金額9萬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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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保留數（或未

客家委員會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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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605 7,408,600 9,435,205 2.76經 常 門 小 計

20,160,557 74,542,166 94,702,723 28.34資 本 門 小 計

22,187,162 81,950,766 104,137,928 15.40經 資 門 小 計

2,026,605 7,408,600 9,435,205 2.76經 常 門 合 計

20,160,557 74,542,166 94,702,723 28.34資 本 門 合 計

22,187,162 81,950,766 104,137,928 15.40經 資 門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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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結清數）分析表

文化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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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年度

     0元，工期需配合他案(即「苗栗園區人行入口景

     觀及遊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案」)管線施作後方得

     進行本案施作，核有保留至104年度繼續依約執行

     至驗收後支付之必要，爰依規定辦理保留9萬8,50

     0元。

資本門 B12 2,691,050 應付數：  

  (1)苗栗園區營運空間規劃設計與設施設備建置財物

     統包案：本案已於104年1月6日複驗通過，刻正辦

     理後續結算撥款事宜，核有保留至104年度繼續依

     約執行至驗收結算後支付之必要，爰依規定保留1

     98萬1,263元。

  (2)六堆園區機電設備設施更新及增設案：本案契約

     金額為91萬8,000元，103年度預定完成80%進度，

     施作項目主要為六堆園區基本機電設施(如抽水機

     、水錶、燈具、配管及耗材等)修繕更新作業，完

     成後將可改善整體設備效率，目前已完成全數工

     作，將於104年1月儘速辦理驗收付款作業，爰依

     規定辦理保留70萬9,787元。

資本門 B20 930,000 應付數：六堆園區太陽能光電系統逆變器更新及展示系  

統軟體升級案：本案契約金額為93萬元，因相關設備具

專業性致設計需費時，現已由廠商加緊施作，預計1月

下旬可全數完成，考量本案主要施作項目為修繕及更新

六堆園區太陽能光電系統相關設備，修繕完成後將可有

效提升整體發電效率，達到永續能源、生態教育目標，

相關經費確有保留必要性，爰依規定辦理保留93萬元。

資本門 C12 45,100 應付數：六堆園區安全防護設備修繕案：本案契約金額  

為45萬1,000元，現已完成撥付款項90%，預計1月下旬

完成驗收付款作業，完成後將可提升遊客遊園安全性，

相關經費確有保留必要性，爰依規定辦理保留4萬5,100

元。

9,435,205

94,702,723

104,137,928

9,435,205

94,702,723

104,13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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