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0,648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5608113008 台江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計畫內容：
1.辦理轄區重要據點發展策略規劃暨推動台江家園守護圈
　結盟合作共同管理計畫，與社區建立合作平台，結合在
　地產業、文化特色及社區獨有資源規劃生態旅遊路線。
2.開發多元解說教育出版品與媒材，充實解說牌誌系統及
　資料庫；融合台江生態、人文及產業資源，推動多元且
　在地化之環境教育，推廣濕地保育價值，並結合文化創
　意設計。
3.提供遊客高品質遊憩體驗，優化各項服務措施，結合產
　業與社區資源，共同規劃安全及友善的遊憩環境。
4.進行台江濕地生態系棲地效能評估整合型研究、文史資
　產調查及強化國際遷移物種棲地保護等，確保國家公園
　資源永續利用及發展。
5.辦理園區內整體環境改善、各項服務及公共設施整建改
　善、家園守護圈毗鄰鄉鎮之環境改善、緊急災害搶救及
　既有設施持續維修等工作。

計畫內容：
1.提供重要據點未來經營管理依據及透過台江家園守護區
　輔導國家公園周邊發展融合保育目標，協助地方形塑特
　色創造新生機，並輔導社區成立組織建立機制運作生態
　旅遊。
2.完善環境解說教育推廣，持續優化環教推廣營運機制，
　進而教育民眾正確的自然保育觀念，建立正確環境意識
　，認同國家公園生態保育價值。
3.透過解說活動設計與地方資源利用，加強推廣遊客對國
　家公園環境資源、文化及產業之瞭解與認同。
4.建構完整的濕地生態保護體系，改善濕地生態系核心棲
　地保育效能，營造國際遷移物種友善環境，永續保育濕
　地生態資源，並活化文史資產保存及利用。
5.整合國家公園整體經營、遊憩及保育等需求，提供優質
　環境教育場域，達成自導式生態旅遊之終極目標，以符
　合生態、節能減碳及低衝擊補償工法設計，提供遊客及
　野生動物舒適安全之活動空間，以發揮整體預算運用最
　大效益。

計畫內容：
1.辦理轄區重要據點發展策略規劃暨推動台江家園守護圈
　結盟合作共同管理計畫，與社區建立合作平台，結合在
　地產業、文化特色及社區獨有資源規劃生態旅遊路線。
2.開發多元解說教育出版品與媒材，充實解說牌誌系統及
　資料庫；融合台江生態、人文及產業資源，推動多元且
　在地化之環境教育，推廣濕地保育價值，並結合文化創
　意設計。
3.提供遊客高品質遊憩體驗，優化各項服務措施，結合產
　業與社區資源，共同規劃安全及友善的遊憩環境。
4.進行台江濕地生態系棲地效能評估整合型研究、文史資
　產調查及強化國際遷移物種棲地保護等，確保國家公園
　資源永續利用及發展。
5.辦理園區內整體環境改善、各項服務及公共設施整建改
　善、家園守護圈毗鄰鄉鎮之環境改善、緊急災害搶救及
　既有設施持續維修等工作。

預期成果：
1.提供重要據點未來經營管理依據及透過台江家園守護區
　輔導國家公園周邊發展融合保育目標，協助地方形塑特
　色創造新生機，並輔導社區成立組織建立機制運作生態
　旅遊。
2.完善環境解說教育推廣，持續優化環教推廣營運機制，
　進而教育民眾正確的自然保育觀念，建立正確環境意識
　，認同國家公園生態保育價值。
3.透過解說活動設計與地方資源利用，加強推廣遊客對國
　家公園環境資源、文化及產業之瞭解與認同。
4.建構完整的濕地生態保護體系，改善濕地生態系核心棲
　地保育效能，營造國際遷移物種友善環境，永續保育濕
　地生態資源，並活化文史資產保存及利用。
5.整合國家公園整體經營、遊憩及保育等需求，提供優質
　環境教育場域，達成自導式生態旅遊之終極目標，以符
　合生態、節能減碳及低衝擊補償工法設計，提供遊客及
　野生動物舒適安全之活動空間，以發揮整體預算運用最
　大效益。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287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2000 287    業務費

    2003 40     教育訓練費

    2051 68     物品

    2054 88     一般事務費

    2063 14     房屋建築養護費

    2066 19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2093 58     特別費

行政室 本計畫經費287千元，係業務費，包括：

1.教育訓練費40千元，係現職員工在職進修補

　貼學分費。

2.公務車輛油料68千元(小型汽車4輛，每輛每

　月汽油47.2公升，每公升25.6元，年需58千

　元；機車9輛，每輛每月汽油3.6公升，每公

　升25.6元，年需10千元，合計68千元)。

3.一般事務費88千元(文康活動費2千元×44人

　=88千元)。

4.辦理管理處、管理站及員工宿舍等修繕費14

　千元。

5.車輛養護費12千元(滿4年未滿6年汽車4輛，

　每輛每年2,500元，計需10千元；機車9輛，

　每輛每年222元，計需2千元，合計12千元)

　。

6.辦公器具養護費7千元。

7.首長特別費58千元。

02 40,859經營管理計畫

  2000 39,434    業務費

    2003 280     教育訓練費

    2006 3,300     水電費

    2009 1,214     通訊費

    2018 2,840     資訊服務費

企劃經理課 本計畫經費40,859千元(公建計畫)，係業務費

39,434千元及獎補助費1,425千元(經常門)，

包括：

1.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110-111年解說專車

　規劃暨營運計畫，總經費3,000千元，分2年

　辦理，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1,500千元，係

　業務費。

2.委託辦理曾文溪口濕地次系統季節性生態旅

1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0,648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5608113008 台江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2021 100     其他業務租金

    2024 332     稅捐及規費

    2027 225     保險費

    2036 52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39 3,500     委辦費

    2051 3,553     物品

    2054 20,273     一般事務費

    2069 2,497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72 800     國內旅費

  4000 1,425    獎補助費

    4040 1,425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遊計畫，總經費3,000千元，分3年辦理，本

　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1,000千元，係業務費。

3.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航拍及土地利用分類

　計畫，總經費2,000千元，分2年辦理，本年

　度編列第1年經費1,000千元，係業務費。

4.辦理台江家園守護圈結盟合作計畫，包括辦

　理活動、紀錄、文創商品開發、協助行銷等

　2,000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880千

　元)

5.辦理台江國家公園計畫樁位測量、訂樁、土

　地分割、圖籍套繪及數值化工作與計畫、政

　令說明228千元，係業務費。

6.執行國家公園陸海域緊急災害應變、水域保

　育巡查等工作1,000千元，係業務費。(含設

　備養護費180千元)

7.辦理臺南市安南區轄區環境及遊憩設施清潔

　維護、植栽養護及景觀美化、海漂垃圾清理

　等工作4,500千元，係業務費。

8.六孔管理站及七股園區之經營管理6,340千

　元，係業務費，明細如下:

  (1)七股園區環境及遊憩設施清潔維護、植

  　 栽養護及景觀美化4,300千元。

  (2)七股園區海岸線潟湖海漂垃圾及漂流竹

  　 木清運700千元。

  (3)七股園區及六孔遊客中心管理站各項服

  　 務設備及小型公共設施維護600千元。

  (4)配合與國家公園七股園區在地體驗活動

  　 與站區在地資源監測440千元。

  (5)七股潟湖與海域濕地保育巡守300千元。

9.辦理資訊業務4,139千元，係業務費，明細

　如下：

  (1)資訊訓練課程相關經費80千元。

  (2)租用網際網路專線費用及通信費714千元

  　 (台江管理處480千元、六孔168千元、賞

  　 鳥亭48千元及行動無線網路18千元)。

  (3)資訊系統維護2,440千元：

    <1>機關入口網站及其他主題網站維護3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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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0,648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5608113008 台江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2>資訊應用系統（公文、差勤、財產、

    　 薪資、印表統計、員工入口網及虛擬

    　 系統等)維護490千元。

    <3>機房、伺服器、儲存設備、個人電腦

    　 、印表機、網路及相關周邊設備等養

    　 護費用1,250千元。

    <4>辦理資訊安全相關業務400千元（資訊

    　 安全系統導入及稽核）。

  (4)辦理雲端服務(應用軟體及儲存空間等)

  　 租賃1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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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千元及消耗品購

  　 置補充300千元，合計485千元。

  (7)購置小額軟體300千元(伺服主機用戶端

  　 軟體、資訊安全防護系統等)。

10.辦理管理處事務性、重複性等行政服務工

　 作及加強為民服務與管理作業效能提升等

　 相關業務委外作業費用4,007千元，係業務

　 費。

11.辦理管理處、管理站一般公務所需水電費3

　 ,300千元及通訊費(含郵資)500千元，係業

　 務費。

12.公務車輛稅捐、規費及保險82千元(包括燃

　 料使用費25千元、牌照稅32千元及法定責

　 任保險費25千元)及房屋稅25千元，係業務

　 費。

13.辦理管理處、管理站建物財產險、火險及

　 保全及房屋修繕等相關經費300千元，係業

　 務費。

14.購買辦公事務用品、耗材、清潔用品、衛

　 生、醫療用品及圖書檔案櫃等經費(含非消

　 耗品)1,000千元，係業務費。

15.辦理歷年公文檔案電子數位典藏相關費用1

　 00千元，係業務費。

16.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1,817千元，係飲水

　 機、消防設備、電梯設備、電信系統、機

　 電及污水處理設備等檢測保養維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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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0,648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5608113008 台江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係業務費。

17.辦理管理處四周環境清潔維護、景觀改善

　 及植栽養護費5,000千元，係業務費。

18.辦理遊客中心、行政中心中央空調系統維

　 護管理400千元，係業務費。

19.辦理員工工作服、工作鞋及相關配件396千

　 元，係業務費。

20.員工因公出差旅費800千元，係業務費。

21.補助台江家園守護圈辦理國家公園相關活

　 動計畫1,425千元，係獎補助費(經常門)。

03 13,785解說教育計畫

  2000 13,785    業務費

    2003 200     教育訓練費

    2021 100     其他業務租金

    2027 300     保險費

    2036 51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39 7,585     委辦費

    2045 20     國內組織會費

    2051 700     物品

    2054 3,160     一般事務費

    2069 900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72 300     國內旅費

    2081 10     運費

解說教育課 本計畫經費13,785千元(公建計畫)，係業務費

，包括：

1.辦理環境教育、與國家公園有約、工作假期

　、分眾宣導活動及活動線上報名系統維運1,

　000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200千元)

2.製作解說叢書、電子書，及印製推廣手冊、

　專刊、年報、海報簡訊、摺頁等分眾環境教

　育媒材700千元，係業務費。

3.辦理解說各項志工招募、訓練、服裝、服勤

　津貼、保險及志工排班系統維運等經費1,80

　0千元，係業務費。

4.辦理遊客中心解說展示、園區解說牌誌維護

　更新、園區設施維護及管理等相關業務900

　千元，係業務費。

5.辦理園區公共意外保險及緊急救護訓練等相

　關業務300千元，係業務費。

6.辦理遊客中心委外服務推廣工作1,500千元

　，係業務費。

7.委託辦理台江濕地學校環境教育推廣暨工作

　，總經費6,600千元，分2年辦理，109年度

　已編列3,300千元，本年度續編最後1年經費

　3,300千元，係業務費。

8.委託辦理台江黑琵季系列活動385千元，係

　業務費。

9.委託辦理台江青春伴行/台江夜行活動600千

　元，係業務費。

10.委託辦理兒童繪本製作600千元，係業務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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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0,648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5608113008 台江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11.委託辦理遊客中心特展布展、記者會及相

　 關文創品等1,000千元，係業務費。

12.委託辦理高畫質鳥類影片製作拍攝(1/3)，

　 總經費6,000千元，分3年度辦理，本年度

　 編列第1年經費1,700千元，係業務費。

04 19,740保育研究計畫

  2000 19,740    業務費

    2003 200     教育訓練費

    2027 150     保險費

    2036 70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39 13,900     委辦費

    2045 100     國內組織會費

    2051 1,600     物品

    2054 2,590     一般事務費

    2069 50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72 450     國內旅費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經費19,740千元(公建計畫)，係業務費

，包括：

1.委託研究台江國家公園曾文溪口濕地生態系

　棲地評估與保育計畫(二)3,500千元，係業

　務費。

2.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歷史水道及其相關設

　施探查，總經費2,300千元，分2年辦理，10

　9年度已編列800千元，本年度續編最後1年

　經費1,500千元，係業務費。

3.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原生植物適地綠化推

　廣應用計畫(二)1,500千元，係業務費。

4.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四草濕地水域生態與

　水文調查暨水位營造試驗計畫，總經費3,00

　0千元，分2年辦理，109年度已編列1,500千

　元，本年度續編最後1年經費1,500千元，係

　業務費。

5.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國際級、國家級濕地

　水質監測及鹽水溪口濕地水域生態資源調查

　1,500千元，係業務費。

6.委託辦理國際遷移物種友善棲地保育及理念

　推廣計畫2,000千元，係業務費。

7.委託辦理國際遷移物種（黑面琵鷺）保育相

　關棲息動態與數量監測900千元，係業務費

　。

8.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陸蟹生態調查(二)1,

　500千元，係業務費。

9.辦理各項國際、國內濕地生態保育及人文資

　源保育等研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研習、

　講座等保育交流活動（包含與其他機關團體

　合辦），並參與國內保育組織或學術團體，

　加強保育成果交流400千元，係業務費。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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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0,648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5608113008 台江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業務費。

11.辦理台江國家公園濕地環境資源調查及保

　 育巡守計畫2,800千元，係業務費。

12.辦理濕地生物相調查及復育業務，含指標

　 生物、瀕絕動植物復育、監測等其他自行

　 研究與相關保育設施管理維護等工作1,240

　 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440千元)

13.辦理製作濕地生態及人文保育相關摺頁、

　 書籍或文創物等宣導品400千元，係業務費

　 。(含宣導經費400千元)

14.辦理保育志工招訓、服勤津貼、保險、服

　 裝及相關管理業務8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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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51,018營建工程計畫

  3000 51,018    設備及投資

    3015 51,018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經費51,018千元（公建計畫），係設備

及投資，包括：

1.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安順鹽場及周邊環境改善

　工程11,0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215千元，

　11,000千元×85%×1.5%+75千元=215千元，

　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

　行。)

2.辦理台江國家公園七股觀海樓及周邊環境設

　施改善工程8,0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177

　千元，8,000千元×85%×1.5%+75千元=177

　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

　額內執行。)

3.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山海圳綠道周緣環境改善

　工程5,0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128千元，5

　,000千元×85%×3%=128千元，並配合工程

　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4.辦理台江學園北側自行車道整建工程10,000

　千元。(含工程管理費203千元，10,000千元

　×85%×1.5%+75千元=203千元，並配合工程

　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5.辦理台江學園環境設施改善工程5,000千元

　。(含工程管理費128千元，5,000千元×85%

　×3%=128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

　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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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0,648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5608113008 台江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6.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周緣地區家園守護圈環境

　設施改善工程6,0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15

　2千元，6,000千元×85%×1.5%+75千元=152

　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

　額內執行。)

7.辦理園區及周緣區域設施持續維修及災後道

　路、環境復舊工程6,018千元。(含工程管理

　費152千元，6,018千元×85%×1.5%+75千元

　=152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

　列數額內執行。)

06 4,959其他設備計畫

  3000 4,959    設備及投資

    3030 3,699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3035 1,260     雜項設備費

行政室 本計畫經費4,959千元(公建計畫)，係設備及

投資，包括:

1.資訊設備費3,699千元，明細如下：

  (1)基礎地理圖資展示應用系統擴充980千元

  　 。

  (2)汰換個人電腦9台(含作業系統)，每台26

  　 千元，計234千元。

  (3)汰換筆記型電腦(含作業系統)4台，每台

  　 28千元，計112千元。

  (4)汰換A3規格(41頁含以上)印表機(碳粉電

  　 子顯像式)(雙面列印器)2部，每部52千

  　 元，計104千元。

  (5)汰換購置機架式FC to SAS 12Bay最大可

  　 擴充96Bay磁碟陣列儲存系統及擴充硬碟

  　 1部350千元。

  (6)汰換網路路由交換器2部，每部35千元，

  　 計70千元。

  (7)汰換無線網路室內型基地台1部35千元。

  (8)汰換無線網路室外型基地台1部90千元。

  (9)購置合法套裝軟體及軟體升級1,224千元

  　 (含辦公室文書編輯軟體、虛擬系統、主

  　 機作業系統、資料庫系統等)。

  (10)機關入口網站及其他主題網站擴充功能

   　 300千元。

  (11)業務行政相關資訊系統及既有功能擴充

   　 200千元。

2.雜項設備費1,260千元，明細如下:

  (1)行政園區管理系統擴充4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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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0,648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5608113008 台江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2)汰換行政中心陰井交換1HP馬達4台，每

  　 台25千元，計100千元。

  (3)野生生物自動監測記錄器4台，每台25千

  　 元，計100千元。

  (4)生態保護區濕地無線傳輸自記式水位計6

  　 台，每台100千元，計600千元。

  (5)購置解說教育活動影像紀錄相機1部6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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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46,538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5708110100 一般行政

計畫內容：
辦理現職人員之待遇等相關事宜。
計畫內容：
增進公務處理時效，提高工作效率。
計畫內容：
辦理現職人員之待遇等相關事宜。

預期成果：
增進公務處理時效，提高工作效率。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46,538人員維持

  1000 46,538    人事費

    1015 24,807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1020 6,061     約聘僱人員待遇

    1025 413     技工及工友待遇

    1030 7,082     獎金

    1035 767     其他給與

    1040 1,523     加班值班費

    1050 2,724     退休離職儲金

    1055 3,161     保險

人事機構 1.包含職員33人、工友1人、聘用8人、約僱2

　人，合計44人之待遇31,281千元。

2.員工年終、考績等獎金及退休人員年終慰問

　金7,082千元。

3.員工休假補助767千元。

4.員工趕辦業務超時加班費、值班費及不休假

　加班費等1,523千元。

5.實施退撫新制政府應負擔部分之退休退職及

　資遣給付2,396千元。

6.約聘僱人員之離職儲金公提部分327千元。

7.技工工友依據勞動基準法第56條規定按月提

　撥勞工退休準備金1千元。

8.應由政府負擔之公保、勞保及健保保費補助

　3,16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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