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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8113008 台江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預算金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1年度

205,281

預期成果：計畫內容：

  1.瞭解濕地生態系、沙洲潟湖與人文歷史之變遷，作  1.進行區內自然與人文資源調查研究、保存規劃與監

    為經營管理之依據。    測，維繫台灣西部沿海地區生態系統完整性。

  2.保存傳統產業活動與漁鹽產業地景，進行歷史採礦  2.廣為宣導資源保育、環境變遷影響，並將綠建築、

    ，紀錄、傳承與重現，建立在地人力資源培育之機    生態工程理念落實於設施改善及建設。

    制。  3.以主題化、深度化的方式，推廣各具特色的生態旅

  3.將保育研究成果轉化為解說素材，進行分眾教育，    遊活動。

    培育居民、孩童成為環境保育的重要守護者。  4.建置園區自行車道網絡系統。

  4.型塑區內南灣及六孔碼頭遊憩區現有之遊憩型態與  5.落實建構地方參與共管機制與平台，提升民眾對國

    景觀，進行碼頭、娛樂漁筏、解說牌示之整體性規    家公園業務的整體施政滿意度。

    劃。  6.進行娛樂漁筏經營品質改善之示範輔導，並加強區

  5.建設環區自行車道系統。    內公共設施之安全維護，以增進遊客體驗。

  6.建置環境資源資料庫與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

  7.建立環境監測架構，瞭解資源動態變化。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明

41,622 人事機構 1.包含職員35人、工友1人、聘用8人、約僱2人01 人員維持

41,622   等合計46人之待遇、加班值班費、年終獎金等0100 人事費

20,750   ，年計如列數。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5,014 2.實施退撫新制政府應負擔部分之退休退職及資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361   遣給付2,148千元。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6,152 3.約聘僱人員退職儲金公提301千元。0111 獎金

1,456 4.工友退休準備金10千元。0121 其他給與

2,500 5.職員、工友、約聘僱人員公、勞、健保之公提0131 加班值班費

2,459   部分保險費2,930千元。0143 退休離職儲金

2,930 6.車票補助費、休假補助等其他給與1,456千元0151 保險

  。

1,265 行政室 本計畫經費1,265千元，係業務費，包括：0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1,265 1.教育訓練費60千元，係現職員工在職進修補貼0200 業務費

60   學分費。0201 教育訓練費

11 2.公務車保險11千元，係公務機車法定責任保險0231 保險費

96   費。0271 物品

233 3.公務車油料96千元(機車9輛，每輛每月汽油270279 一般事務費

724   公升，每公升32.8元，計需96千元)。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63 4.一般事務費233千元。0283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5.辦理管理處、管理站及員工宿舍等房屋修繕費費

78   724千元。0299 特別費

6.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63千元，包括：車輛養

  護費15千元(機車9輛，每輛每年1,700元，計

  需15千元)；辦公器具養護費48千元。

7.首長特別費78千元。

23,266 企劃經理課 本計畫經費23,266千元(經建計畫)，係業務費2103 經營管理計畫

21,866 ,866千元、獎補助費1,400千元(經常門)。包括0200 業務費

1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808113008 台江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預算金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1年度

205,281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明

790 ：0201 教育訓練費

632 1.辦理台江家園守護圈結盟合作共同管理計畫，0202 水電費

1,248   包括各家園守護圈民俗活動、廟宇節慶紀錄、0203 通訊費

1,607   輔導社區民宿、風味餐、特色商品的經營，協0215 資訊服務費

515   助行銷設計、網路建置及拓展行銷據點等2,870219 其他業務租金

300   6千元，係業務費。0231 保險費

150 2.委託辦理園區水路資源利用型態調查及評估1,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3,600   800千元，係業務費。0251 委辦費

1,212 3.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園區整體設施設計準則0271 物品

10,412   1,800千元，係業務費。0279 一般事務費

500 4.辦理計畫樁位測量、訂樁、土地分割、製作地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籍套繪分區樁位地籍數值化資料800千元，係費

900   業務費。0291 國內旅費

1,400 5.辦理管理處臨時辦公廳舍及管理設施環境清潔0400 獎補助費

1,400   維護、植栽養護及景觀美化等業務3,800千元0476 其他補助及捐助

  ，係業務費。

6.執行台江園區海域緊急救難、災害搶救、污染

  防治等工作計畫1,000千元，係業務費。

7.辦理資訊業務2,823千元，係業務費。包括：

  (1)資訊訓練課程相關經費500千元。

  (2)租用網際網路專線費用及通信費29千元/月

     ×12月=348千元。

  (3)資訊系統維護1,500千元，包括：

    <1>全球資訊網站維護200千元。

    <2>行政資訊系統(公文、差勤、財產、薪資

       、會計…等)維護300千元。

    <3>業務資訊系統(園區土地地理管理資訊…

       等)維護200千元。

    <4>資訊軟體(含作業系統、資料庫、地理資

       訊系統、主機虛擬軟體版本昇級)維護10

       0千元。

    <5>機房、工作站、個人電腦、網路、及相

       關週邊設備等養護費用700千元。

  (4)無線基地台設備高階IEEE 802.11b/g 54Mb

     ps 3部×6千元＝18千元(六孔)。

  (5)辦理資訊安全相關業務107千元（資訊安全

     系統導入、稽核）。

  (6)專家學者指導審議出席及講座鐘點費5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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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7)資訊設備周邊非消耗及消耗品購置補充300

     千元。

8.辦理員工工作服製作309千元，係業務費。

9.員工因公出差旅費900千元，係業務費。

10.辦理公文檔案電子數位建檔、掃描等行政勞

   務工作暨辦公廳舍及員工宿舍環境清潔維護

   費用2,800千元，係業務費。

11.為執行巡邏維護等業務租用車輛3輛，計需租

   金515千元、油料162千元，合計677千元，係

   業務費。

12.辦理管理處、管理站一般公務所需水電費632

   千元及通訊費(含郵資)900千元，係業務費。

13.辦理管理處、管理站建物公共意外險保險費3

   00千元，係業務費。

14.購買耗材、圖書檔案櫃等經費(含非消耗品)4

   49千元，係業務費。

15.台江國家公園娛樂漁筏經營輔導示範補助計

   畫1,400千元，係獎補助費(經常門)， 依據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補助辦理娛樂漁筏品

   質提升作業規範」，補助合法登記、台江國

   家公園計畫園區範圍及周邊、參加99年度台

   江國家公園七股潟湖娛樂漁筏全國創意設計

   競賽之之舢舨、漁筏兼營娛樂漁業業者，辦

   理娛樂漁筏船體及其附屬設施改善。

20,963 解說教育課 本計畫經費20,963千元(經建計畫)，係業務費，04 解說教育計畫

20,963 包括：0200 業務費

550 1.辦理台江自然保育行動解說分眾宣導活動(含0201 教育訓練費

200   解說教育活動、與國家公園有約、學校環境教0219 其他業務租金

400   育活動等)3,000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0231 保險費

1,500   費459千元)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5,400 2.製作台江國家公園視聽媒體、解說叢書、電子0251 委辦費

930   書及影音光碟，印製推廣手冊、專刊、年報、0271 物品

11,182   海報簡訊、摺頁等文宣品，以推動國家公園美0279 一般事務費

401   學7,800千元，係業務費。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3.建置園區資通科技多元便民網絡，並運用數位費

400   資訊科技，逐步建立國家公園數位典藏之資料0291 國內旅費

  管理2,733千元，係業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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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託辦理園區遊憩活動整體規劃推展案(以無

  動力設施為主之遊憩活動引進及推展等)1,000

  千元，係業務費。

5.委託辦理園區解說資料庫規劃建置2,850千元

  ，係業務費。

6.委託辦理黑面琵鷺國際及國內保育宣導及環境

  教育活動1,550千元，係業務費。

7.結合在地產業特色，進行生態旅遊路線及體驗

  方式規劃、社區培力，並提供民眾多元社區生

  態旅遊套裝產品1,000千元，係業務費。

8.辦理台江國家公園解說志工及種子教師招募、

  訓練、服裝、服勤津貼及保險等經費800千元

  ，係業務費。

9.辦理解說教育相關業務租車租金200千元，油

  料30千元，合計230千元，係業務費。

17,995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經費17,995千元(經建計畫)，係業務費，05 保育研究計畫

17,995 包括：0200 業務費

300 1.委託研究台江國家公園黑面琵鷺族群生態及棲0201 教育訓練費

260   地經營管理計畫4,045千元，係業務費。0219 其他業務租金

120 2.委託研究台江地區文史資源調查及應用規劃計0231 保險費

300   畫1,950千元，係業務費。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7,245 3.委託研究台江國家公園自然地景資源調查計畫0251 委辦費

100   1,150千元，係業務費。0262 國內組織會費

1,000 4.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外來種調查及生物性危0271 物品

8,070   害防治業務100千元，係業務費。0279 一般事務費

200 5.辦理台江國家公園濕地環境資源調查及保育巡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守計畫3,500千元，係業務費。費

400 6.辦理各項國際、國內濕地生態保育及人文資源0291 國內旅費

  保育等研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研習、講座

  等學術交流活動，並參與國內、外保育組織或

  學術團體加強保育成果交流1,100千元，係業

  務費。

7.辦理保育相關業務租車租金260千元，油料40

  千元，合計300千元，係業務費。

8.辦理營造黑面琵鷺友善生活環境，化解黑面琵

  鷺瀕臨絕種之立即性危機－確保黑面琵鷺食源

  之生態養殖計畫1,500千元，係業務費。

9.辦理黑面琵鷺長期數量監測，掌握黑面琵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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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生鳥種等棲息動態700千元，係業務費。

10.辦理潟湖陸化及海岸變遷動態監測及保育業

   務，含海岸變遷及潟湖陸化狀況等資料蒐集

   、相關保育設施管理維護等1,000千元，係業

   務費。

11.辦理濕地及海域生物相調查及復育業務，含

   指標生物、濱海瀕絕植物復育、生態保護區

   經濟貝類開放捕撈監測、雁鴨族群調查等自

   行研究及標本製作等800千元，係業務費。

12.辦理製作濕地生態及人文保育相關摺頁、書

   籍等推廣資料800千元，係業務費。

13.辦理保育志工招訓、服勤津貼、保險、服裝

   及相關管理業務1,000千元，係業務費。

14.購置及蒐集人文歷史、生態保育書籍及研究

   資料等50千元，係業務費。

33,290 企劃經理課 本計畫經費33,290千元(經建計畫)，係設備及投06 土地購置計畫

33,290 資。為配合園區內國土復育、資源保育、景觀維0300 設備及投資

33,290 護、公共設施及環境教育需要，興建遊客及行政0301 土地

服務園區所需土地之三七五租約地價補償及地上

物拆遷補償費(無償撥用臺南市安南區四草段等

國有土地計62741.2平方公尺，以100年度土地公

告現值為基準)。

54,850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經費54,850千元(經建計畫)，係設備及投07 營建工程計畫

54,850 資，辦理包括：0300 設備及投資

35,000 1.管理處行政中心工程，總經費180,000千元，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19,850   分4年辦理，本年度編列6,500千元。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2.辦理鹽田生態文化村整建改善工程案20,000千

  元。

3.園區節能減碳及雨水貯留等設施生態工程17,6

  00千元，包括：

  (1)六孔管理站節能減碳設施改善工程8,500千

     元。

  (2)自行車道工程（三期）9,100千元。

4.辦理園區入口意象、界碑及交通暨警示牌誌系

  統設置工程5,350千元。

5.辦理各家園守護圈毗鄰鄉鎮之道路、景觀及環

  境美化改善等工程4,200千元。

6.辦理園區緊急災害災後道路、景觀及重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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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建工程1,200千元。

900 行政室 本計畫經費900千元(經建計畫)，係設備及投資08 交通及運輸設備計畫

900 ，為加強水域巡邏，防犯破壞生態環境行為，購0300 設備及投資

900 置園區水路巡查運具1輛×900千元=900千元。0305 運輸設備費

11,130 行政室 本計畫經費11,130千元(經建計畫)，係設備及投09 其他雜項設備

11,130 資，包括：0300 設備及投資

1,326 1.機械設備費1,326千元，包括：0304 機械設備費

9,027   (1)植物研究用縮時攝影機1部×30千元=30千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777      元。0319 雜項設備費

  (2)植物標本製作烘箱1台×20千元=20千元。

  (3)植物標本櫃2部×48千元=96千元。

  (4)監測雙筒望遠鏡9支×20千元=180千元。

  (5)候鳥監測用無線電接收器2部×100千元=20

     0千元。

  (6)園區緊急災害搶修機具及通訊設備等800千

     元。

2.資訊設備費9,027千元，包括：

  (1)汰換個人電腦6部×25千元=150千元。

  (2)購置機架式2U FC to SATA磁碟陣列儲存系

     統1部×280千元=280千元。

  (3)購置無線網路認證閘道器設備效能50Mbps

     無線網路認證閘道器1部×110千元=110千

     元。

  (4)購置解說導覽機(含電腦)2台×100千元=20

     0千元。

  (5)購置環境教育解說用平版型電腦2台×25千

     元=50千元。

  (6)購置合法套裝軟體567千元(含防毒軟體、

     辦公室軟體及繪圖軟體及其他應用軟體)。

  (7)開發全球資訊網站擴充功能1式1,000千元

     。

  (8)購置行政相關資訊系統及既有功能擴充1式

     1,000千元。

  (9)配合行政院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

     擴充電子公文製作及線上簽核系統1式500

     千元。

  (10)開發業務應用系統1式1,000千元。

  (11)開發地理資訊系統虛擬實境建置案1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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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千元。

  (12)黑琵監測視訊架設案1式1,000千元。

  (13)設計分眾人性化之導覽解說設施(包含解

      說牌誌之規劃與設置)，並結合當地旅遊

      業者之旅遊資訊，建置網路行銷平台1,17

      0千元。

3.雜項設備經費777千元，包括：

  (1)購置檔案室相關設備經費173千元：防焰窗

     簾1式20千元；防潮櫃(儲放密件用)1台23

     千元；文件掃描器1台20千元；數位多功能

     複合式影印機(具影印、掃描及印表功能)1

     台110千元。

  (2)購置圖書室相關設備經費100千元：書櫃5

     座×10千元=50千元；閱讀桌椅組(附檯燈)

     5組×10千元=50千元。

  (3)為民服務電動打氣機1台×20千元=20千元

     。

  (4)購置會客室相關設備經費63千元：沙發桌

     椅組1組×40千元=40千元；小型會議桌(6

     人)1張×23千元=23千元。

  (5)購置本處及管理站等雜項設備經費267千元

     ：沙發桌椅組1組60千元 (宿舍交誼室)；

     飲水機1台27千元(六孔管理站)；電動訂書

     機3台×35千元=105千元；電動打孔機1台3

     5千元；微波爐2台×20千元=40千元(管理

     處值班室及六孔管理站)。

  (6)辦理家園守護圈、保育監測巡查，購置智

     慧型手機2部×20千元=40千元。

  (7)購置視訊用高階高畫質彩色數位攝影機(硬

     碟)3部×38千元=11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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