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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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

194,882

預期成果：計畫內容：

  1.透過環境教育設施建構、民眾保育觀念建立及環境  1.強化國際遷移指標物種黑面琵鷺之保育，營造黑面

    教育活動導入，統合人、設施及經營管理，落實在    琵鷺友善生活環境，確保物種族群數量之穩定發展

    地文化保存與傳承，協助社區轉型，建構國家公園    。

    永續環境，使國家公園成為環境教育的最佳實踐場  2.保存傳統產業活動與漁鹽產業地景，進行歷史採礦

    域。    ，紀錄、傳承與重現，建立在地人力資源培育之機

  2.透過娛樂漁筏濕地生態旅遊相關設施及體驗服務品    制。

    質進行改善，建立具台江特色之豐富生態旅遊體驗  3.完成本園四草湖周緣地區水岸綠道設施節能減碳工

    ，達成與住民共生共榮，同時兼顧人文產業及生態    程及六孔碼頭遊憩區周緣地區服務設施整建改善工

    保育之目的。    程。

  3.透過黑面琵鷺的深入研究調查，及輔導當地居民建  4.建置傳統魚塭開墾及變更使用申請系統，提高申請

    設黑面琵鷺友善的環境，舉辦國際保育研討會，進    魚塭整地案件處理時效與為民服務品質，達到簡政

    行國際宣傳，增加臺灣的世界能見度，及吸引各地    便民。

    保育人士來臺觀光，讓臺灣成為世界黑面琵鷺的保  5.將保育研究成果轉化為各類解說出版品素材，進行

    育重地，領先地位。    分眾教育及逐年建置園區導覽解說牌誌系統設施。

  4.透過家園守護圈與社區建立共管合作機制、娛樂漁  6.推動園區內低碳水、陸遊憩活動、建構生態旅遊路

    筏生態旅遊體驗與設施等的提升、水路親水生態環    線及套裝產品與服務，輔導經營與行銷，創造其內

    境網絡的建立與黑琵社區的營造，增加在地的就業    生力量，帶動社區新生機。

    機會，促使在外的青年學子返鄉服務，共創綠活家  7.辦理管理處行政中心第一期工程及建置園區入口意

    園。    象、界碑、解說牌示及交通暨警示標誌系統更新及

  5.建構生態旅遊路線及套裝產品與服務，輔導經營與    設置。

    行銷，創造其內生力量，帶動社區新生機，協助園

    區產業提升，創造就業機會，協助推廣農產品，改

    善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6.建設行政中心，整合園區內各行政設施、解說資源

    及環境教育場域，使園區內的遊憩行為達成可自導

    自遊且節能減碳、休閒健康及運動人口倍增之目標

    ，預期綠建材應用可達45%以上及取得鑽石級綠建

    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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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22 人事機構 1.包含職員35人、工友1人、約聘8人、約僱2人01 人員維持

41,522   等合計46人之待遇、加班值班費、年終獎金等0100 人事費

22,678   ，年計如列數。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2,678 2.實施退撫新制政府應負擔部分之退休退職及資010301 職員待遇

5,300   遣給付2,100千元。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4,400 3.約聘僱人員退職儲金公提360千元。010401 約聘人員酬金

900 4.工友退休準備金10千元。010402 約僱人員酬金

389 5.職員、工友、約聘僱人員公、勞、健保之公提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389   部分保險費2,845千元。010501 技工及工友待遇

5,650 6.休假補助等其他給與750千元。0111 獎金

2,150 7.超時加班費依行政院核定540千元。011101 考績獎金

3,500011110 年終工作獎金

7500121 其他給與

750012131 休假補助

1,4400131 加班值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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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13101 超時加班費

800013102 不休假加班費

100013103 值班費

2,4700143 退休離職儲金

2,100014302 公務人員提撥金

360014305 約聘僱人員提撥

金

10014306 技工及工友提撥

金

2,8450151 保險

1,850015101 健保保險補助

610015102 公保保險補助

385015103 勞保保險補助

1,030 行政室 本計畫經費1,030千元，係業務費，包括：0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1,030 1.教育訓練費40千元，係現職員工在職進修補貼0200 業務費

40   學分費。0201 教育訓練費

40 2.公務機車燃料使用費及行照費10千元、法定責020101 教育費

10   任保險費保險11千元。0221 稅捐及規費

10 3.公務車油料97千元(機車9輛，每輛每月汽油26022102 規費

11   公升，每公升34.6元，計需97千元)。0231 保險費

11 4.一般事務費118千元(含文康活動費)。023101 法定責任保險

97 5.辦理管理處、管理站及員工宿舍等房屋修繕費0271 物品

97   633千元。027103 油料

118 6.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63千元，包括：車輛養0279 一般事務費

118   護費15千元(機車9輛，每輛每年1,700元，計027901 一般事務費

633   需15千元)；辦公器具養護費48千元。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633 7.首長特別費58千元。028201 房屋建築養護費

630283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費

63028301 車輛及辦公器具

養護費

580299 特別費

58029901 特別費

22,997 企劃經理課 本計畫經費22,997千元(經建計畫)，係業務費，03 經營管理計畫

22,997 包括：0200 業務費

650 1.辦理台江家園守護圈結盟合作共同管理計畫，0201 教育訓練費

650   包括各家園守護圈民俗活動、廟宇節慶紀錄、020102 訓練費

970   輔導社區民宿、風味餐、特色商品的經營，協0202 水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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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助行銷設計、網路建置及拓展行銷據點等2,00020201 水費

870   0千元，係業務費。020202 電費

1,384 2.委託辦理台江黑面琵鷺保護區周緣地區整體意0203 通訊費

684   象及永續發展規劃1,000千元，係業務費。020301 數據通訊費

700 3.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鹽田生態文化村周緣地020302 一般通訊費

1,200   區整體景觀改善規劃1,000千元，係業務費。0215 資訊服務費

1,200 4.辦理計畫樁位測量、訂樁、土地分割、製作區021501 資訊操作維護費

1,100   樁位套繪地籍、園區計畫圖與地藉整合數值化0219 其他業務租金

1,100   資料323千元，係業務費。021901 其他業務租金

100 5.辦理園區環境及管理設施環境清潔維護、植栽0221 稅捐及規費

100   養護及景觀美化等業務3,800千元，係業務費022102 規費

300   。0231 保險費

300 6.執行台江園區海域緊急救難、災害搶救、污染023101 法定責任保險

220   防治等工作計畫500千元，係業務費。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00 7.辦理資訊業務2,354千元，係業務費。包括：025002 出席費

120   (1)資訊訓練課程相關經費150千元。025003 講座鐘點費

2,000   (2)租用網際網路專線費用及通信費57千元/月0251 委辦費

2,000      ×12月=684千元（每月各為本處41千、六025103 委託辦理

1,565      孔7千、3G無線網路2千、賞鳥亭4千、其他0271 物品

730      3千）。027101 消耗品

450   (3)資訊系統維護1,200千元，包括：027102 非消耗品

385     <1>全球資訊網站維護100千元。027103 油料

11,938     <2>行政資訊系統(公文、差勤、財產、薪資0279 一般事務費

11,938        、會計…等)維護260千元。027901 一般事務費

820     <3>業務資訊系統(園區土地地理管理資訊…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等)維護140千元。費

820     <4>機房、工作站、個人電腦、網路、及相028401 設施及機械設備

       關週邊設備等養護費用700千元。養護費

750   (4)專家學者指導審議出席及講座鐘點費20千0291 國內旅費

750      元。029101 國內旅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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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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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

   服務案4,000千元，係業務費。

11.為執行巡邏維護等業務租用車輛5輛，計需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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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

19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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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1,100千元、油料296千元，合計1,396千元

   ，係業務費。

12.執行保育監測巡邏艇油料費89千元、保養維

   護費150千元，合計239千元，係業務費。

13.辦理七股園區漂流竹木清理之開口契約2,423

   千元，係業務費。

14.辦理管理處、管理站一般公務所需水電費970

   千元及通訊費(含郵資)700千元合計1,670千

   元，係業務費。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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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購買辦公事務耗材、清潔用品、醫療用品及

   圖書檔案櫃等經費(含非消耗品)513千元，係

   業務費。

17.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420千元，係飲水機、

   消防設備、電信系統及機電系統等檢測保養

   維修費用，係業務費。

15,393 解說教育課 本計畫經費15,393千元(經建計畫)，係業務費，04 解說教育計畫

15,393 包括：0200 業務費

500 1.辦理台江自然保育行動解說分眾推廣活動(含0201 教育訓練費

500   解說教育活動、與國家公園有約、學校環境教020102 訓練費

500   育活動等)4,395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0231 保險費

500   費405千元)023102 對業務活動保險

1,800 2.製作台江國家公園視聽媒體、解說叢書、電子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900   書及影音光碟，印製推廣手冊、專刊、年報、025002 出席費

900   海報簡訊、摺頁等解說出版品，以推動國家公025003 講座鐘點費

5,000   園美學1,723千元，係業務費。0251 委辦費

5,000 3.辦理園區解說牌誌系統規劃及細部設計1,000025103 委託辦理

1,100   千元，係業務費。0271 物品

800 4.辦理台江國家公園解說志工及種子教師招募、027101 消耗品

300   訓練、服裝、服勤津貼及保險等經費1,300千027102 非消耗品

5,518   元，係業務費。0279 一般事務費

5,518 5.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社區生態旅遊資源調查027901 一般事務費

475   ﹑培力及行銷推廣案，本年度續列2,000千元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係業務費。費

475 6.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網仔寮汕生態旅遊融入028401 設施及機械設備

  環境教育之整體經營規劃示範計畫，本年度續養護費

500   編3,000千元，係業務費。0291 國內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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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7.濕地學校環境教育推廣1,500千元，係業務費029101 國內旅費

  。

8.園區遊憩設施之維護475千元，係業務費。

16,300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經費16,300千元(經建計畫)，係業務費，05 保育研究計畫

16,300 包括：0200 業務費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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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地經營管理計畫2,660千元，係業務費。020102 訓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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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畫950千元，係業務費。023102 對業務活動保險

300 3.委託辦理營造黑面琵鷺友善生活環境，化解黑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50   面琵鷺瀕臨絕種之立即性危機－確保黑面琵鷺025002 出席費

150   食源之生態養殖計畫1,500千元，係業務費。025003 講座鐘點費

8,610 4.委託辦理黑面琵鷺長期數量監測，掌握黑面琵0251 委辦費

3,610   鷺及伴生鳥種等棲息動態1,500千元，係業務025102 委託研究

5,000   費。025103 委託辦理

100 5.委託辦理台江地區人文資產的保存與推廣計畫0262 國內組織會費

100   1,000千元，係業務費。026201 國內組織會費

1,000 6.委託辦理台江非物質文化遺產養殖歌謠影音錄0271 物品

700   製1,000千元，係業務費。027101 消耗品

300 7.辦理黑面琵鷺保育理念、生態養殖成果之推廣027102 非消耗品

5,130   及行銷800千元，係業務費。0279 一般事務費

5,130 8.辦理各項國際、國內濕地生態保育及人文資源027901 一般事務費

190   保育等研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研習、講座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等學術交流活動（包含與其他機關團體合辦）費

190   ，並參與國內保育組織或學術團體，加強保育028401 設施及機械設備

  成果交流1,200千元，係業務費。養護費

500 9.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外來種、生物性危害防治及0291 國內旅費

500   野鳥緊急傷患救援等業務200千元，係業務費029101 國內旅費

  。

10.辦理台江國家公園濕地環境資源調查及保育

   巡守計畫1,700千元，係業務費。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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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千元，係業務

   費。

12.辦理濕地及海域生物相調查及復育業務，含

   指標生物、瀕絕動植物復育、生態保護區經

   濟貝類開放捕撈監測、雁鴨族群調查、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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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繫放等其他自行研究、以及標本製作、相

   關保育設施管理維護等工作1,000千元，係業

   務費。

13.辦理製作濕地生態及人文保育相關摺頁、書

   籍等推廣工作1,000千元，係業務費。

14.辦理保育志工招訓、服勤津貼、保險、服裝

   及相關管理業務700千元，係業務費。

15.購置及蒐集人文歷史、生態保育書籍及研究

   資料等100千元，係業務費。

86,510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經費86,510千元(經建計畫)，係設備及投06 營建工程計畫

86,510 資，辦理包括：0300 設備及投資

68,532 1.辦理管理處行政中心工程，總經費295,000千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68,532   元，分4年辦理，101年度已編列6,500千元，030201 辦公室

17,978   本年度續編第2年經費68,532千元。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17,978 2.辦理園區節能減碳及設施生態工程4,228千元030399 其他營建工程

  ，包括：

  (1)四草湖周緣地區水岸綠道設施改善工程4,0

     00千元。

  (2)四草湖周緣地區水岸綠道設施改善工程監

     造費228千元。

3.辦理園區各項服務及公共設施整建改善工程11

  ,050千元，包括：

  (1)六孔碼頭遊憩區周緣設施整建改善工程8,5

     00千元。

  (2)六孔碼頭遊憩區周緣設施整建改善工程監

     造費550千元。

  (3)北汕尾水鳥保護區及網仔寮汕賞鳥牆及棧

     道等整建工程2,000千元。

4.辦理各家園守護圈毗鄰區里之道路、景觀及環

  境美化改善等工程1,000千元。

5.辦理園區緊急災害緊急搶救工程1,200千元。

6.辦理園區界碑、指示牌、解說牌誌及交通暨警

  示標誌系統更新及設置費500千元。

11,130 行政室 本計畫經費11,130千元(經建計畫)，係設備及投07 其他設備計畫

11,130 資，包括：0300 設備及投資

1,980 1.機械設備費1,980千元，包括：0304 機械設備費

1,980   (1)候鳥監測研究用雙筒望遠鏡1支×80千元＝030401 機械設備費

7,413      80千元。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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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   (2)生態研究記錄用攝影機（含鏡頭、腳架）1030601 硬體設備費

600      台×1000千元＝1,000千元。030606 軟體購置費

4,468   (3)固定式監測水質儀6台×100千元＝600千元030607 系統開發費

1,737      。0319 雜項設備費

1,737   (4)候鳥監測用無線電接收器3台×100千元＝3031901 雜項設備費

     00千元。

2.資訊設備費7,413千元，包括：

  (1)購置筆記型電腦3部×30千元=90千元。

  (2)購置機架式機箱刀鋒型伺服器3部×130千

     元＝390千元。

  (3)購置無線基地台之室內型Fat AP高階IEEE

     802.11 a/b/g/n 6部×120千元＝720千元

     。

  (4)購置A3規格(31~35頁)印表機(雷射電子顯

     像式)(雙面列印器) 1台×45千元＝45千元

     。

  (5)購置合法套裝軟體及軟體升級600千元（含

     辦公室軟體、繪圖軟體、伺服器作業系統

     、資料庫系統…等）。

  (6)開發全球資訊網站擴充功能1式1,000千元

     。

  (7)購置行政相關資訊系統及既有功能擴充1式

     750千元。

  (8)開發業務系統及購置應用軟體1,500千元。

  (9)台江國家公園傳統魚塭開墾及變更使用申

     請系統建置案1式278千元。

  (10)建置解說資料庫，列系統開發費540千元

      。

  (11)建置候鳥保育研究繫放追蹤接收資通訊系

      統1,500千元(含系統開發費400千元、硬

      體設備費1,100千元)。

3.雜項設備經費1,737千元，包括：

  (1)購置關防機1台×50千元=50千元。

  (2)購置點驗鈔機1台×12千元=12千元。

  (3)購置活頁膠圈機1台×20千元=20千元。

  (4)購置簡報用單槍投影機1部×75千元=75千

     元(規格：4000ANSI流明(含)以上，SXG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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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為提供遊客據點環境資源解說服務，辦理

     台江國家公園解說牌誌系統建置945千元，

     包括：

    <1>解說牌誌15座*30千元=450千元。

    <2>全區指示牌誌10座*15千元=150千元。

    <3>全區公告牌誌10座*12千元=120千元。

    <4>解說樁一式15座*15千元=225千元。

  (6)購置保育監測巡邏艇之助航設備，如GPS等

     相關設備150千元。

  (7)為提升同仁體能，以利執行業務，購置桌

     球相關配備(含桌球桌2台、桌球圍布架等)

     60千元、羽球相關配備(含羽球網柱、羽球

     網等)20千元、跑步機1台45千元合計125千

     元。

  (8)購置辦公處所消防設備270千元，包括：

    <1>消防幫浦1台×60千元＝60千元。

    <2>火警受信總機1台×10千元＝10千元。

    <3>消防高壓水管線系統1套×100千元＝100

       千元。

    <4>消防排煙系統1套×100千元＝100千元。

  (9)購置辦公處所監視防盜系統1套×90千元＝

     9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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