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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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

209,726

預期成果：計畫內容：

  1.透過家園守護區與社區建立合作平台，協助周緣社  1.推動台江家園守護圈結盟合作共同管理計畫，使園

    區建立自有品牌形象，提升社區產值，並與本處建    區周緣地區的發展與園區整體規劃目標一致，結合

    立互信夥伴關係，落實生態與生計共存共榮之目標    社區共同舉辦永續經營之國家公園營造活動，提升

    。    社區對國家公園生態保育的認同與永續經營理念。

  2.透過辦理台江國家公園第一次通盤檢討，適切檢討  2.進行台江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針對台江

    相關保護、管理計畫及保護利用管制原則之合宜性    國家公園計畫內容進行整體性檢討，蒐集各機關、

    ，並與各機關、團體及人民溝通說明，俾達充分發    人民建議事項研議、計畫書圖修正及建議事項彙整

    揮國家公園保育自然資源、維護環境品質、提升遊    研析。

    憩區供國民戶外遊憩品質之宗旨，並兼顧民眾權益  3.推動環境解說教育媒材建置及推廣，以充實解說系

    。    統及資料庫，並就本國家公園生態資源特色編定分

  3.透過規劃完善的環境解說教育，完備濕地學校營運    眾推廣教育及豐富相關素材及成效。

    機制，進而教育國民正確的自然保育觀念，建立正  4.串連產業和生態，規劃生態旅遊生活圈，建立示範

    確的環境意識，並作為未來全面推廣及國際化之基    性生態旅遊之推動基礎，形成定期活動。

    礎。  5.推動黑面琵鷺等遷移性物種完整保育網絡，營造黑

  4.透過發展解說與生態旅遊活動產業，轉換地方資源    面琵鷺友善生活環境，辦理確保黑面琵鷺食源之生

    的利用方式，建立合作夥伴關係，藉由當地住民的    態養殖、長期數量監測等計畫，維持族群數量穩定

    解說引導，加強遊客對環境及其文化、傳統生活之    發展。

    瞭解與尊重。  6.辦理台江地區文史資源調查、應用規劃相關研究，

  5.建構黑面琵鷺生活圈保育網絡，強化國際交流及繫    探討人文資產的保存與活化、推廣最適當之策略。

    放研究合作，提升台江保育國際能見度，奠定國際  7.辦理行政中心暨遊客中心新建工程、園區各項服務

    保育合作良好基礎。    及公共設施整建改善、緊急災害搶救工程及園區界

  6.建立台江傳統文史資源及產業、社區文化保育基礎    碑、指示牌、解說牌誌及交通暨警示標誌系統更新

    資料庫，進而妥慎規劃、保存及活化，達成文史資    及設置。

    源永續利用之目標。

  7.建置園區展示、遊憩及解說需求之行政中心暨遊客

    中心，整合營運管理需求、遊憩需求及保育需求，

    提供優質環境教育場域，充分達成自導式生態旅遊

    之型塑，並配合生態工法、節能減碳及低衝擊補償

    工法設計，達到綠建材應用率45%以上，以發揮整

    體預算運用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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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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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72   等合計46人之待遇、加班值班費、年終獎金等0100 人事費

23,013   ，年計如列數。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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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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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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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121 其他給與

650012131 休假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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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明

1,3420131 加班值班費

540013101 超時加班費

660013102 不休假加班費

142013103 值班費

2,4830143 退休離職儲金

2,100014302 公務人員提撥金

360014305 約聘僱人員提撥

金

2301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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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 行政室 本計畫經費935千元，係業務費，包括：0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935 1.教育訓練費80千元，係現職員工在職進修補貼0200 業務費

80   學分費。0201 教育訓練費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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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千元(機車9輛，每輛每月汽油26022102 規費

11   公升，每公升34.6元，計需98千元)。0231 保險費

11 4.一般事務費246千元(含文康活動費92千元)。023101 法定責任保險

98 5.辦理管理處、管理站及員工宿舍等房屋修繕費0271 物品

98   369千元。027103 油料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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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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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需15千元)；辦公器具養護費48千元。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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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2 企劃經理課 本計畫經費23,032千元(經建計畫)，係業務費2203 經營管理計畫

22,082 ,082千元及獎補助費950千元(經常門)，包括：0200 業務費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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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包括各家園守護圈民俗活動、廟宇節慶紀錄、020102 訓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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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明

1,000   輔導社區民宿、風味餐、特色商品的經營，協0202 水電費

100   助行銷設計、網路建置及拓展行銷據點等1,00020201 水費

900   0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文創、紀念品經020202 電費

1,384   費600千元)0203 通訊費

684 2.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鹿耳門溪南岸暨周緣地020301 數據通訊費

700   區整體意象及永續發展規畫1,150千元，係業020302 一般通訊費

1,330   務費。0215 資訊服務費

1,330 3.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第1次通盤檢討草案規021501 資訊操作維護費

800   劃，總經費5,500千元，分2年辦理，本年度編0219 其他業務租金

800   列3,000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500千021901 其他業務租金

50   元)0221 稅捐及規費

50 4.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六孔、南灣周緣地區整022102 規費

300   體景觀改善規劃950千元，係業務費。0231 保險費

300 5.辦理計畫樁位測量、訂樁、土地分割、製作區023101 法定責任保險

320   樁位套繪地籍、園區計畫圖與地藉整合數值化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00   資料200千元，係業務費。025002 出席費

220 6.辦理管理處臨時辦公廳舍及轄內臺南市安南區025003 講座鐘點費

5,100   管理設施環境清清潔維護、植栽養護及景觀美0251 委辦費

5,100   化等業務1,100千元，係業務費。025103 委託辦理

1,630 7.六孔管理站及轄區之經營管理2,686千元，係0271 物品

704   業務費，包括：027101 消耗品

550   (1)辦公廳舍及轄內區域環境清潔維護勞務外027102 非消耗品

376      包、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等2,500千元。027103 油料

7,913   (2)辦公廳舍及轄內區域漂流木移除、植栽養0279 一般事務費

7,913      護及景觀美化等業務100千元。027901 一般事務費

1,045   (3)執行保育監測巡邏艇油料費86千元。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8.執行台江園區海域緊急救難、災害搶救、污染費

1,045   防治、水域保育巡查等工作計畫506千元，係028401 設施及機械設備

  業務費。養護費

760 9.辦理資訊業務2,584千元，係業務費。包括：0291 國內旅費

760   (1)資訊訓練課程相關經費150千元。029101 國內旅費

950   (2)租用網際網路專線費用及通信費57千元/月0400 獎補助費

950      ×12月=684千元。0437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950   (3)資訊系統維護1,330千元，包括：043702 對團體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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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千元。

    <3>業務資訊系統(園區土地地理管理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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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明

       )維護200千元。

    <4>機房、工作站、個人電腦、網路及相關

       周邊設備等養護費用720千元。

  (4)辦理資訊安全相關業務100千元(資訊安全

     系統導入、稽核)。

  (5)專家學者指導審議出席及講座鐘點費20千

     元。

  (6)資訊設備周邊非消耗及消耗品購置補充300

     千元。

10.辦理員工工作服、工作鞋及關配件307千元，

   係業務費。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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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千元，係業務費。

12.為執行巡邏維護等業務租用車輛5輛，計需租

   金700千元、油料290千元，合計990千元，係

   業務費。

13.辦理管理處、管理站一般公務所需水電費1,0

   00千元及通訊費(含郵資)700千元，係業務費

   。

14.辦理管理處、管理站，建物公共意外險、火

   險及保全等其他安全維護業務相關經費300千

   元，係業務費。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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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千元，係

   業務費。

16.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245千元，為飲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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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員工因公出差旅費760千元，係業務費。

18.補助台江家園守護圈辦理國家公園相關活動

   計畫950千元，係獎補助費(經常門)。

15,351 解說教育課 本計畫經費15,351千元(經建計畫)，係業務費，04 解說教育計畫

1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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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0231 保險費

500   費100千元)023102 對業務活動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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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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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書及影音光碟，印製推廣手冊、專刊、年報、025002 出席費

700   海報簡訊、摺頁、解說規劃、台江百問專書等025003 講座鐘點費

10,132   解說出版品暨文宣品，以推動國家公園美學1,0251 委辦費

10,132   000千元，係業務費。025103 委託辦理

1,100 3.辦理台江國家公園解說教育課各項志工招募、0271 物品

800   訓練、服裝、服勤津貼及保險等經費1,480千027101 消耗品

300   元，係業務費。027102 非消耗品

864 4.園區遊憩設施之維護475千元，係業務費。0279 一般事務費

864 5.辦理台江映像攝影巡迴展委託專業服務案，本027901 一般事務費

475   年度續編1,161千元，係業務費。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6.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網仔寮汕生態旅遊融入費

475   環境教育之整體經營規劃示範計畫，本年度續028401 設施及機械設備

  編1,450千元，係業務費。養護費

380 7.委託辦理環境意象繪圖委託專業服務案，本年0291 國內旅費

380   度續編470千元，係業務費。029101 國內旅費

8.委託辦理環境教育專案教師暨課程發展委託專

  業務工作，本年度續編1,963千元，係業務費

  。

9.委託辦理黑琵行腳生態攝影、文字紀實專輯編

  製案，本年度續編1,989千元，係業務費。

10.委託辦理遊客中心解說服務及展示教育內容

   規劃案，本年度續編2,500千元，係業務費。

11.委託辦理台江Happy(黑琵)生態季活動委託專

   業服務案，本年度續編1,160千元，係業務費

   。 (含宣導經費287千元)

12.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摺頁、手提袋美編設

   計暨印製案，本年度續編600千元，係業務費

   。

15,171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經費15,171千元(經建計畫)，係業務費，05 保育研究計畫

1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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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地經營管理計畫2,0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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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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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千元，係業務費。025003 講座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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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0 4.委託辦理黑面琵鷺長期數量監測，掌握黑面琵0251 委辦費

3,000   鷺及伴生鳥種等棲息動態800千元，係業務費025102 委託研究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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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千元，係業務費。026201 國內組織會費

1,300 6.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溪流、河口與潟湖魚類0271 物品

800   物種多樣性與資源調查800千元，係業務費。027101 消耗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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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6   及行銷600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1500279 一般事務費

3,786   千元)027901 一般事務費

190 8.辦理各項國際、國內濕地生態保育及人文資源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保育等研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研習、講座費

190   等保育交流活動(包含與其他機關團體合辦)，028401 設施及機械設備

  並參與國內保育組織或學術團體，加強保育成養護費

475   果交流600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1500291 國內旅費

475   千元)029101 國內旅費

9.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外來種、生物性危害防治及

  野鳥緊急傷患救援等業務100千元，係業務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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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變化及潟湖陸化狀況

   等資料蒐集、相關保育設施管理維護等95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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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護區物

   種監測、候鳥群調查、及水鳥繫放等其他自

   行研究、以及動物標本製作、相關保育設施

   管理維護等工作921千元，係業務費。(含宣

   導經費200千元)

13.辦理製作濕地生態及人文保育相關摺頁、書

   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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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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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85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經費101,885千元(經建計畫)，係設備及06 營建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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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85 投資，辦理包括：0300 設備及投資

9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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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85   元，分4年辦理，101至102年已編列75,032千030201 辦公室

61,900   元，本年度續編第3年經費95,185千元。(含工030299 其他房屋

6,700   程管理費753千元，(2,334千元×95,185千元/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6,700   295,000千元)=753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030399 其他營建工程

  覆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2.辦理園區各項服務及公共設施整建改善工程5,

  4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138千元，5,400千元

  ×85%×3%=138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覆

  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3.辦理園區緊急災害緊急搶救工程1,200千元。(

  含工程管理費63千元，1,200千元×85%×6.15

  %=63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覆實於得提列

  數額內執行。)

4.辦理園區入口意象、界碑、解說牌示及交通暨

  警示標誌系統更新及設置費100千元。(含工程

  管理費3千元，100千元×85%×3%=3千元，並

  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覆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

11,680 行政室 本計畫經費11,680千元(經建計畫)，係設備及投07 其他設備計畫

11,680 資，包括：0300 設備及投資

1,336 1.機械設備費1,336千元，包括：0304 機械設備費

1,336   (1)植物保育研究用縮時攝影機3部×15千元=4030401 機械設備費

8,324      5千元。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3,371   (2)數位實體解剖立體顯微鏡2台×100千元=20030601 硬體設備費

500      0千元。030606 軟體購置費

4,453   (3)數位生物顯微鏡2台×100千元=200千元。030607 系統開發費

2,020   (4)水下考古研究記錄用單眼相機1台×100千0319 雜項設備費

2,020      元=100千元。031901 雜項設備費

  (5)候鳥監測研究用望遠鏡(單筒含腳架1台×2

     50千元、雙筒2台×100千元)450千元。

  (6)桌上型熱風循環植物標本烘箱2台×46千元

     =92千元

  (7)候鳥保育實驗專用孵卵機2台×30千元＝60

     千元。

  (8)保育救傷用電子恆溫動物保溫箱1台×93千

     元＝9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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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植物標本櫃2部×48千元＝96千元。

2.資訊設備費8,324千元，包括：

  (1)候鳥保育研究衛星繫放追蹤發報資通訊系

     統，列1,300千元。

  (2)汰換購置個人電腦10部×25千元=250千元

     。

  (3)購置有網管路由交換器之24埠10/100/1000

     Base-T(具10GBase-X)(支援IPv6)6部×47

     千元=282千元。。

  (4)管處新址光纖骨幹網路佈線及相關網路介

     接設備採購1式×1,000千元=1,000千元。

  (5)管處新址資訊機房環控自動監測整合資訊

     系統及其他相關設備購置1式×539千元=53

     9千元。

  (6)購置合法套裝軟體及軟體升級500千元(含

     辦公室軟體、繪圖軟體、伺服器作業系統

     、資料庫系統等)。

  (7)開發全球資訊網站擴充功能1式900千元。

  (8)購置行政相關資訊系統及既有功能擴充1式

     700千元。

  (9)開發業務系統及擴充既有功能500千元。

  (10)基礎地理圖資展示應用系統擴充700千元

      。

  (11)系統資料庫規劃建置及應用服務案1,553

      千元

  (12)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網仔寮汕生態旅遊

      融入環境教育之整體經營規劃示範計畫網

      頁建置費100千元。

3.雜項設備經費2,020千元，包括：

  (1)辦理台江國家公園網仔寮汕生態旅遊融入

     環境教育之整體經營規劃示範計畫解說牌

     誌150千元。

  (2)購置檔案櫃12座×110千元=1,320千元。

  (3)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中英文牌誌委託案5

     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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