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608113004 太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計畫內容：
1.國家公園計畫推動及各管理站經營管理，包括布洛灣、
太魯閣國家公園景觀維護、生態復育、環境教育、土地取
得與有關環境清潔美化及保育研究資料建立等永續經營管
天祥、合歡山及蘇花管理站等，以提昇遊憩服務及設施
理主要工作。
。
2.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跨園區範圍生態環境資源管理研
究及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監測，辦理多項委託研究計畫、
環境監測、生物資料庫管理及生態保育工程。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2000 業務費

金額

1,160

獎補助費54千元(經常門)，包括：

40

205415 一般事務費
2093 特別費
209305 特別費
4000 獎補助費

公升25.6元，年需106千元；大型汽車5輛，

414

每輛每月柴油190公升，每公升21.7元，年
細表)

58

3.一般事務費414千元(含員工文康活動費2千

58

元×88人=176千元)。
4.首長特別費58千元。

54

5.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54千元(6千元×9
人=54千元)。

62,902 企劃經理課、遊

本計畫經費62,902千元(公建計畫)，係業務費

62,142 憩服務課

62,142千元及獎補助費760千元(經常門)，包

2003 教育訓練費

295

200310 訓練費

295

括：
1.辦理景觀維護、不良景觀物及違建查報拆除
、取締違規違法案件、訴訟律師顧問延聘等

2,925

200605 水費

207

200610 電費

2,695

2009 通訊費

需247千元，合計648千元)。(詳公務車輛明

414

54

200615 其他動力費

每月汽油120公升，每公升25.6元，年需295

648

408510 慰問金

2006 水電費

2.公務車輛油料648千元(小型汽車8輛，每輛
千元；機車15輛，每輛每月汽油23公升，每

54

2000 業務費

1.在職員工進修學分補助費40千元

648

4085 獎勵及慰問

02 經營管理計畫

明

本計畫經費1,214千元，係業務費1,160千元及

200305 教育費

2054 一般事務費

說

1,214 行政室

40

205110 油料

175,210

預期成果：
1.國家公園計畫推動及各管理站經營管理，包括布洛灣、
天祥、合歡山及蘇花管理站等，以提昇遊憩服務及設施
。
2.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跨園區範圍生態環境資源管理研
究及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監測，辦理多項委託研究計畫、
環境監測、生物資料庫管理及生態保育工程。

承辦單位

2003 教育訓練費

2051 物品

預算金額

經費270千元，係業務費。
2.辦理土地管理相關會勘查估、地籍調查測量
與資料數位化作業、用地租金等經費400千
元，係業務費。

23

3.辦理國家公園從業人員提升服勤管理行政效

1,579

能之專業訓練、推動原住居民培力與國家公

200905 數據通訊費

849

園和諧發展，及增進與機關、居民、社群業

200910 一般通訊費

730

務協調溝通等經費80千元，係業務費。

2012 土地租金
201205 土地租金
2018 資訊服務費

4.擴大社區參與、促進原住民文化傳承，補助

260

國家公園區內及鄰近地區機關、學校、社區

260

團體辦理環境教育、保育推廣、文化展演等

742

相關活動，經費760千元，係獎補助費(經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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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金額

承辦單位

201805 資訊操作維護費

282

201820 軟體使用費

460

2021 其他業務租金
202105 其他業務租金
2024 稅捐及規費

預算金額
說

175,210
明

門)。(含原住民相關經費700千元)
5.辦理檢討國家公園計畫、圖資整合及系統建
置等相關管制作業相關經費1,915千元(含委

200

託辦理作業經費1,615千元)，係業務費。

200

6.建構伙伴關係溝通機制等，辦理區域居民、

355

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NGO)團體、相關機

202405 稅捐

126

關單位公共論壇與原住民地區資源共同管理

202410 規費

229

諮詢會議450千元，係業務費。(含原住民相

2027 保險費
202705 法定責任保險
202710 對業務活動保險
202715 對財產保險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關經費350千元)

2,875

7.辦理電腦資訊設備硬體檢查維修、電腦機房

47

安全檢查、資安與防毒偵檢作業、資料庫系

2,300

統資料整合與備份更新維護、公文品質提升

528

美工編輯文書處理、管理及維護太魯閣國家
公園機關網頁即時資訊、全球網頁資訊搜尋

820

應用，與機關經營管理服務作業行政效能提

203605 顧問費

190

203610 出席費

410

作業各項委外人員作業費用1,500千元，係

203615 講座鐘點費

220

業務費。

2039 委辦費
203915 委託辦理
2051 物品
205105 消耗品
205110 油料
205115 非消耗品
2054 一般事務費
205415 一般事務費
2063 房屋建築養護費
206305 房屋建築養護費
2066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206605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升，擴大社群合作參與夥伴關係建構等相關

8.資訊購置電腦、筆電等相關零件經費807千

2,394

元，係業務費，包括：

2,394

(1)汰換個人電腦螢幕5台，每台5千元，計2
4,772

5千元。

2,420

(2)電腦維修零件採購232千元。
(3)網路儲存伺服器硬碟等採購90千元。

390

(4)購置個人電腦防毒軟體年度授權費用及

1,962

一般軟體授權費用460千元。

37,550

9.網站維運等相關經費400千元，係業務費。

37,550

10.iTaiwan戶外遊憩據點網路月租費經費9千

527

元，係業務費。
11.資安健診服務、網站弱點掃描服務、網站

527

滲透測試服務等相關經費300千元，係業務

593

費。

593

12.建築管理業務經費200千元，係業務費，包

費
2069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6905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括：
4,402

(1)辦理建築管理所需文具、表冊、印刷、

4,402

與所需諮詢勘查協調差費等150千元。

費
2072 國內旅費

(2)辦理建築書圖等相關建管業務資料數化
等50千元。

1,8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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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207205 國內旅費
2081 運費

金額

承辦單位

4000 獎補助費

760

404010 對團體捐助

明

，係業務費，包括：

18
18

說

175,210

13.設施興設之評估規劃管理業務經費150千元

1,835

208105 運費

4040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預算金額

(1)辦理設施興設之評估規劃所需出席審查
費與諮詢勘查協調差費等100千元。
(2)辦理設施資料建檔等相關業務書圖資料

760

數化等50千元。
14.委託辦理「109-110年度園區橋梁隧道基本

760

檢測安全評估委託服務案」經費，總經費1
,519千元，分2年辦理，109年已編列740千
元，本年度續編最後1年經費779千元，係
業務費。
15.辦理中橫、蘇花公路遊憩服務據點及周邊
公共設施環境清潔美化維護管理4,215千元
(含原住民相關經費330千元)，係業務費，
包括：
(1)辦理中橫公路遊憩服務據點及周邊步道
設施環境清潔、美化等經費400千元。
(2)辦理太魯閣台地管服中心及布洛灣管理
站之污水處理廠操作維護等經費570千元
。
(3)辦理園區垃圾清運等經費550千元。
(4)辦理園區各遊憩據點及公路隧道等公共
設施電費2,695千元。
16.辦理國家公園配合國內外觀光旅遊之發展
、推動高山生態旅遊及宣導活動3,121千元
，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191千元)，包括：
(1)疏解中橫公路連續假期交通擁擠，辦理
中橫公路峽谷段春節及連續假期免費交
通轉運巡迴巴士服務，以提供國內旅遊
舒適之遊憩環境等經費2,761千元。
(2)登山學校各項訓練課程(登山安全及技術
講座)等經費360千元。
17.辦理園區保育巡察、國家公園年度保育志
工招募、培訓、志工服勤、園區步道委由
民間團體認養、淨山活動及委外巡查人力
等相關經費2,000千元，係業務費。
18.辦理緊急救難業務所需相關經費2,650千元
，係業務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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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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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金額

承辦單位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算金額
說

175,210
明

(1)園區巡查護管及緊急救難業務等經費200
千元。
(2)園區無線電維護、無線電中繼台維護、
使用執照及頻率規費等經費150千元。
(3)園區遊客保險機制推動計畫等經費2,300
千元。
19.為執行進入生態保護區及其他管制區入園
許可之業務，包含入園審核及相關委外人
員作業費用1,200千元，係業務費。
20.辦理天祥管理站轄區經營管理5,108千元，
係業務費，包括：
(1)辦理轄區經營管理、環境清潔勞務等相
關費用3,060千元。(含原住民相關經費2
,600千元)。
(2)各遊憩據點公共設施維護、搶災搶險及
辦理巡山護管、國土復育、淨山、生態
旅遊活動、提供解說資訊服務、印製解
說摺頁及宣導品、遊客服務、急難救助
等相關費用1,968千元。
(3)員工因公出差旅費80千元。
21.布洛灣管理站經營管理10,773千元，係業
務費，包括：
(1)辦理遊客服務、環境清潔維護及綠美化
、原住民傳統技藝文化保存與展演、安
全帽管理、入園收費及巡查護管、公共
設施維護及搶災搶險等相關業務所需之
勞務、耗材、用品等費用10,713千元。(
含原住民相關經費8,000千元)
(2)員工因公出差旅費60千元。
22.辦理合歡山管理站轄區經營管理4,891千元
，係業務費，包括：
(1)辦理雪季勤務宣導、公廁維護及合歡山
轄區環境清潔等相關費用4,196千元。(
含宣導經費66千元)(含原住民相關經費1
,880千元)
(2)步道及各遊憩據點公共設施維護等相關
費用456千元。
(3)辦理數據通訊費、淨山、急難救助等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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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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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說

175,210
明

關費用169千元。
(4)員工因公出差旅費70千元。
23.辦理蘇花管理站轄區經營管理計6,460千元
，係業務費，包括：
(1)推動社區生態與保育行動計畫，辦理轄
區環境清潔及資源保育、溪流生態護管
、據點景觀、公共設施維護及搶災搶險
等事宜6,310千元。(含原住民相關經費6
,000千元)。
(2)員工因公出差旅費150千元。
24.辦理員工經營管理計424千元，係業務費，
包括：
(1)辦理員工在職訓練、研討座談等相關經
費280千元。
(2)員工差勤管理資訊系統、簽到系統維護
及掌指型機等相關經費144千元。
25.製作員工工作服相關經費792千元，係業務
費。
26.公務車輛稅捐、規費及保險232千元，包括
：車輛牌照稅106千元，燃料使用費73千元
、定期檢驗費6千元、車輛強制險47千元。
27.辦理管理處環教中心、行政中心、遊客服
務中心及周邊公共設施環境清潔維護與美
化經營管理(含除草機、緊急發電用油165
千元、水費207千元、一般事務費4,799千
元)，計5,171千元，係業務費。(含原住民
相關經費4,799千元)
28.經管辦公廳舍房屋稅及地價税20千元，係
業務費。
29.辦公室廳舍房屋建築修繕527千元，係業務
費(詳辦公房舍明細表)。
30.辦理各項檔案、文書業務作業及解說總機
諮詢為民服務業務推動執行等相關經費1,8
35千元，係業務費，包括：
(1)賡續回溯歷史公文檔案之電子數位建檔
、消耗品更換、並購置無酸公文書夾等
建檔及檔案庫房相關改善費用125千元。
(2)賡續清查、掃描建檔工作、文書帳務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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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175,210
明

帳資料彙整等人員費及相關業務推動等
經費1,150千元。
(3)推動國際觀雙語(多外語等服務)加強解
說總機諮詢為民服務業務，與機關管理
服務作業效能提升及相關各項委外人員
作業費用等相關經費560千元。
31.辦理消防安全檢查設施維護及高低壓電檢
測申報相關維護保養、公共設施建物安全
檢查及公共設施節能LED相關器材更新、飲
用及水電設備管理維護經費及水電維護人
員費用676千元，係業務費。
32.辦理太魯閣台地遊憩區等維護修繕及周邊
遊客公共設施更新汰換事項等564千元，係
業務費。
33.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593千元，包括：
(1)車輛養護費546千元(未滿2年車輛1輛，
依購置新車月份比例計算，每輛每年1,4
17元，計需1千元；滿2年未滿4年車輛2
輛，每輛每年25,500元，計需51千元；
滿4年未滿6年車輛5輛，每輛每年34,000
元，計需170千元；滿6年以上車輛5輛，
每輛每年51,000元，計需255千元；汰換
滿6年以上車輛1輛，依汰換月份比例計
算，每輛每年42,500千元，計需43千元
，機車15輛，每輛每年1,700元，計需26
千元，合計546千元)。(詳公務車輛明細
表)。
(2)辦公器具養護費47千元。
34.行政、遊客中心及各外站郵電通訊及網路
通信等經常開支所需經費1,351千元，係業
務費。
35.建物財產之火災保險、公共意外保險費及
公務車輛任意保險528千元，係業務費。
36.辦理資訊業務軟、硬體及系統維護、教育
訓練等經費計526千元，係業務費，包括：
(1)辦理電腦教育訓練研討等35千元。
(2)網路專線及撥接線路費用135千元。
(3)各項伺服器系統維護費9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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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175,210
明

(4)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維護費123千元。
(5)資訊設備軟硬體定期維護費138千元。
37.員工因公出差旅費1,225千元。
03 解說教育計畫
2000 業務費
2006 水電費
200610 電費
2018 資訊服務費
201805 資訊操作維護費
2021 其他業務租金
202105 其他業務租金
2027 保險費
202710 對業務活動保險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5,131 解說教育課

本計畫經費15,131千元(公建計畫)，係業務費

14,131

14,131千元及獎補助費1,000千元(經常門)，
包括：

1,000

1.辦理遊客中心及各管理站遊客服務措施與解

1,000

說展示軟硬體更新維護費1,179千元，係業

100

務費。

100

2.辦理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推廣體驗

37

活動1,970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17
0千元)

37

3.辦理國家公園年度志工招募、培訓及志工執

120

勤計畫相關業務之費用2,686千元，係業務

120

費。
4.辦理太魯閣峽谷音樂節活動費用2,559千元

1,050

，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59千元)

203610 出席費

100

203615 講座鐘點費

550

203620 稿費

200

6.辦理原住民音樂展演暨文創相關業務之費用

203635 演出費

200

925千元，係業務費。(含原住民相關經費30

2045 國內組織會費
204505 國內組織會費
2051 物品

5.辦理室內及戶外解說展示軟硬體服務設施及
解說出版品印製等850千元，係業務費。

0千元)

5

7.辦理解說人員委外勞務承攬相關業務之費用

5

3,962千元，係業務費。(含原住民相關經費
250

744千元)

205105 消耗品

125

205115 非消耗品

125

以提升競爭力，並培育管理處保育志工，共

11,107

同促進國家公園生態保育工作，係獎補助費

2054 一般事務費
205415 一般事務費
2069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6905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8.辦理轄區住民學子獎助學金1,000千元，藉

(經常門)。(含原住民相關經費980千元)

11,107
212
212

費
2072 國內旅費
207205 國內旅費
2081 運費
208105 運費

200
20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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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608113004 太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4000 獎補助費
4050 對學生之獎助
405005 對學生之獎助
04 保育研究計畫
2000 業務費
2009 通訊費
200910 一般通訊費
2027 保險費
202710 對業務活動保險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金額

承辦單位

說

175,210
明

1,000
1,000
1,000
9,671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經費9,671千元(公建計畫)，係業務費

9,671

，包括：
1.委託研究計畫：透過長期的鳥類繫放作業，

42

針對台灣山區鳥類對於垂直降遷、體型變化

42

及改變宿主-寄生蟲之間的交互作用等，去

77

了解氣候變遷的影響，作為野生動物經營管

77

理參考重要的依據，辦理「全球氣候變遷鳥

290

類遷徙路徑研究-太魯閣國家公園候鳥及留

203610 出席費

140

203615 講座鐘點費

150

2039 委辦費

預算金額

鳥(2/2)」總經費2,500千元，分2年辦理，1
09年已編列1,250千元，本年度續編最後1年
經費1,250千元，係業務費。

8,512

2.委託辦理計畫：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對園區

203910 委託研究

1,250

珍貴物種危及物種提供經營管理參考。辦理

203915 委託辦理

7,262

2045 國內組織會費
204505 國內組織會費

以下7項計畫，計需7,262千元，係業務費，
包含：

80

(1)太魯閣國家公園植物生態特色之調查暨

80

專書（1/2），總經費1,920千元，分2年

250

辦理，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960千元。

205105 消耗品

145

(2)太魯閣國家公園中大型野生動物資源長

205115 非消耗品

105

2051 物品

2054 一般事務費
205415 一般事務費
2069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6905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期監測建構計畫(2/2)，總經費2,700千
元，分2年辦理，109年已編列經費1,350

134

千元，本年度續編最後1年經費1,350千

134

元。
(3)太魯閣國家公園苔鮮地衣植物調查暨專

80

書(1/2)，總經費2,052千元，分2年辦理

80

，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1,026千元，係

費
2072 國內旅費
207205 國內旅費
2081 運費
208105 運費

業務費。

166

(4)「太魯閣國家公園山椒魚棲地調查、族

166

群遺傳結構與保育醫學研究」-太管處，

40

總經費3,600千元，分3年辦理，109年已

40

編列經費1,200千元，本年度續編第2年
經費1,200千元。
(5)太魯閣國家公園原生台灣百合復育計畫9
00千元。
(6)太魯閣國家公園台灣獼猴生態調查與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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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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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608113004 太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175,210
明

營管理計畫(1/2)，總經費2,252千元，
分2年辦理，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1,126
千元。
(7)太魯閣國家公園兩棲類之族群遺傳結構
探討-以盤古蟾蜍為例700千元。
3.研究成果轉化成教材及辦理保育推廣活動，
包含將保育研究成果編印生態保育教材或紀
錄影片、辦理青年學子參與國家公園研究操
作體驗營隊事宜、參與民間保育組織、舉辦
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等保育生態教育與推廣
活動等589千元，係業務費。
4.環境監測分析與外來種清除計畫：包含外來
種清除工作及保育工作、周邊社區參與保育
工作相關工作、自辦監測計畫403千元，係
業務費。
5.其他相關保育管理業務，包含生態保育資源
護管巡查、生態詮釋資料庫維護、氣象資料
庫系統更新、各項調查機械設備維護等例行
性計畫167千元，係業務費。
05 營建工程計畫
3000 設備及投資
3010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301020 其他房屋

79,932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經費79,932千元(公建計畫)，係設備及

79,932

投資，為辦理國家公園生態復育、景觀維護、
環境教育等相關工程計畫，涵蓋工程施作前之

18,500

規劃、設計、環境監測，與工程主體費用及工

18,500

程檢測等經費，包括：

3015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61,432

1.為維護遊客安全，辦理園區各項天然災害搶

301510 其他營建工程

61,432

修及預防等工程24,161千元(公建計畫)，包
括：
(1)台八線重點遊憩地區老舊橋樑補強維修
等5,1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140千元，
5,100千元×85%×1.5%+75千元=140千元
，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
額內執行。)
(2)既有聚落及遊憩據點地震落石與颱風豪
雨災害搶修12,200千元。(含原住民經費
10,0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231千元，12
,200千元×85%×1.5%+75千元=231千元
，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
額內執行。)

9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608113004 太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金額

承辦單位

預算金額
說

175,210
明

(3)災害潛勢調查、邊坡浮石清理、安全設
施(含護欄、防落石柵等)維護及災害預
防工程，建構極端氣候之暴雨水管理(檢
討園區設施設計標準)等5,672千元。(含
原住民經費5,0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14
7千元，5,672千元×85%×1.5%+75千元=
147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
提列數額內執行。)
(4)其他災害預防工程1,189千元。(含原住
民相關經費5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30千
元，1,189千元×85%×3%=30千元，並配
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
行。)
2.辦理遊客分流及中橫公路沿線天祥至合歡山
遊憩帶等服務中心設施維修整建與環境美化
工程，及遊客安全保護工程計畫之中橫人車
分道、收費、轉運等配合設施工程款10,530
千元(公建計畫)，包括：
(1)峽谷路段太魯閣、砂卡礑、長春祠、布
洛灣、綠水、天祥等遊憩區環境設施整
建、綠建築、公廁及無障礙設施改善，
及設施節能更新等工程7,456千元。(含
工程管理費170千元，7,456千元×85%×
1.5%+75千元=170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
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2)中橫沿線公有設施整建美化(合歡山、大
禹嶺、關原、伍橋、慈恩、洛韶、文山
、天祥地區)等工程1,074千元。(含工程
管理費27千元，1,074千元×85%×3%=27
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
列數額內執行。)
(3)中橫公路景點人車分道設施及沿線停車
場、轉運、收費設施等工程款等2,000千
元。(含工程管理費51千元，2,000千元
×85%×3%=51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
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3.蘇花公路沿線遊憩設施、周邊轉運交通據點
設施維修整建，及環境美化等工程款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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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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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千元(公建計畫)，包括:
(1)蘇花沿線各遊憩區入口周邊意象塑造與
美化，綠建築、公廁及無障礙設施、服
務設施維修整建等工程3,050千元。(含
工程管理費78千元，3,050千元×85%×3
%=78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
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2)鄰近園區交通要站及據點，交通及附屬
設施改善工程1,044千元(包括環境教育
、解說設施、入口意象等)。(含工程管
理費27千元，1,044千元×85%×3%=27千
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
數額內執行。)
4.園區峽谷重點景觀據點環境教育及解說設施
更新工程，中橫公路史蹟調查保護，及各項
設施管理與先期規劃計需費用10,955千元(
公建計畫)，包括:
(1)太魯閣、布洛灣、西寶及峽谷景觀據點
環境教育生態旅遊及解說設施維修整建
及周邊生態步道整修工程9,463千元。(
含工程管理費196千元，9,463千元×85%
×1.5%+75千元=196千元，並配合工程結
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2)工程先期環境調查分析(含測量、地質勘
查、水文氣象調查、土地使用或水土保
持計畫、史蹟或敏感動植物調查) 、工
程細部規劃設計、園區設施管理資料建
置及維護工程規劃等1,492千元。(含工
程管理費38千元，1,492千元×85%×3%
元=38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
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5.園區內高中低海拔步道、吊橋、高山避難山
屋整建維修及節能減碳改善工程款29,000千
元(公建計畫)，包括：
(1)南湖、奇萊地區山屋等設施改善工程22,
570千元(含原住民經費1,600千元)。(含
工程管理費363千元，22,570千元×85%
×1.5%+75千元=363千元，並配合工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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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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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2)園區內高中低海拔既有步道維修工程6,4
30千元(含原住民經費3,500千元)。(含
工程管理費157千元，6,430千元×85%×
1.5%+75千元=157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
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6.園區內及周邊重要景觀區(布洛灣、白楊、
蓮花池等)及其聯外道路沿線公共設施整建
工程1,192千元。(含工程管理費30千元，1,
192千元×85%×3%=30千元，並配合工程結
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06 交通及運輸設備計畫
3000 設備及投資
3025 運輸設備費
302505 運輸設備費
07 其他設備計畫
3000 設備及投資
3030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2,560 行政室

本計畫經費2,560千元（公建計畫），係設備

2,560

及投資：汰換資源回收車（升降尾門傾卸式資

2,560
3,800 行政室、資訊室

本計畫經費3,800千元(公建計畫)，係設備及

3,800

投資，包括：

1,238

303010 軟體購置費

540

303505 雜項設備費

1.資訊設備費1,778千元，包括：

1,778

303005 硬體設備費

3035 雜項設備費

源回收車）1輛2,560千元。

2,560

(1)汰換個人電腦16台，每台24千元，計384
千元。
(2)汰換筆記型電腦2台，每台30千元，計60
千元。

2,022

(3)汰換A4彩色雷射印表機(具網路功能、雙

2,022

面列印功能)2台，每台28千元，計56千
元。
(4)汰換A3彩色雷射印表機(具網路功能、雙
面列印功能)1台51千元。
(5)汰換機房高階伺服器1台544千元。
(6)汰換機房機儲存系統伺服器1台143千元
。
(7)購置正版軟體、客製化及文書處理軟體
等540千元。
2.雜項設備費2,022千元，係緊急應變中心、
行政中心、遊客中心及環教中心、登山學校
與各外站(蘇花管理站、布洛灣管理站、天
祥管理站、合歡山管理站)業務執行及遊客
服務等雜項設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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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10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608113004 太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金額

承辦單位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算金額
說

175,210
明

(1)汰換山泉水區蓄水池大型馬達3台，每台
85千元，計255千元。
(2)汰換溫熱逆滲透飲水機3台，每台30千元
，計90千元。
(3)汰換專業型掃描器1台99千元。
(4)汰換高壓清洗機1台98千元。
(5)汰換大型碎紙機3台，每台32千元，計96
千元。
(6)汰換網路型監控攝影機5台，每台12千元
，計60千元。
(7)購置管理站播放室臭氧機3台，每台25千
元，計75千元。
(8)購置大型乾濕兩用吸塵器5台，每台15千
元，計75千元。
(9)汰換視訊會議攝影機2台，每台40千元，
計80千元。
(10)汰換沙發椅1組45千元。
(11)汰換數位多功能影印機每分鐘50張以上
1台250千元。
(12)汰換可調整高背型椅3張，每張15千元
，計45千元。
(13)汰換除濕機14公升以上3台，每台15千
元，計45千元。
(14)環境教育戶外解說活動及保育宣導需要
使用廣播及相關設備137千元。(含數位
式混音主機、無線麥克風接收、播放主
機、擴大機及喇叭)。
(15)購置郵件自動秤1台35千元。
(16)購置電動裝訂機2台，每台35千元，計7
0千元。
(17)汰換環教中心播放設備系統110千元（
含投影機6500流明以上1台95千元、電
動布幕1台15千元)。
(18)汰換節能效率第一級變頻一對一分離式
冷氣機216千元（含3.6KW(含以上）2台
，每台44千元、6.5KW（含以上）2台，
每台64千元)。
(19)汰換變頻電冰箱600公升以上3台，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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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10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608113004 太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金額

承辦單位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算金額
說

175,210
明

32千元，計96千元。
(20)汰換節能變頻單槽洗衣機3台，每台15
千元，計4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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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708110100 一般行政

預算金額

計畫內容：
增進公務處理時效，提高工作效率。
辦理現職人員及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人員之待遇等相關
事宜。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人員維持

金額

預期成果：
增進公務處理時效，提高工作效率。

承辦單位

86,350 人事機構

1000 人事費
1015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101505 職員待遇
101535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

千元。

195

3.員工休假補助及山地巡護作業費用689千元
。

11,450

103005 考績獎金

639

103540 其他補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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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千元。
8.應由政府負擔之公保、勞保及健保保險保費
補助5,712千元。

2,918

104005 超時加班費

1,050

104010 不休假加班費

1,181
687
4,071
2,804

105025 約聘僱人員提撥金

812

105030 技工及工友提撥金

455

1055 保險

。

689

103525 休假補助

105010 公務人員提撥金

6.約聘僱人員之勞工退休金公提部分812千元

5,137

6,515

1050 退休離職儲金

資遣給付等2,804千元。

11,707

103015 年終工作獎金

104015 值班費

5.實施退撫新制政府應負擔部份之退休退職及

6,501

55

1040 加班值班費

休假加班費等2,918千元。

6,501

103010 特殊公勳獎賞

1035 其他給與

4.員工趕辦業務超時加班費、員工值班費、不

14,664

102010 約僱人員酬金

1030 獎金

1.包含職員46人、工友3人、技工4人、駕駛7

2.員工年終、考績獎金及特殊功勳獎金11,707

39,893

3,214

1025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明

1,253千元。

40,088

102005 約聘人員酬金

1025 技工及工友待遇

說

人、聘用5人、約僱23人，合計88人之待遇6

86,350

練人員
1020 約聘僱人員待遇

86,350

5,712

105505 健保保險補助

3,016

105510 公保保險補助

991

105515 勞保保險補助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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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10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708110100 一般行政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金額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16

說

86,350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