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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80811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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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理園區內土地購置及地上物補償。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人員維持
0100 人事費
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010301 職員待遇
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金額

預算金額

34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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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理園區內土地購置及地上物補償。

承辦單位

95,321 人事機構

說

明

1.包含職員48人、工友4人、技工5人、駕駛9
人、聘用5人、約僱24人，合計95人；編制

95,321

人員之待遇、加班值班費、獎金等，年計如

37,765

列數。

37,765

2.員工休假補助1,520千元。

14,268

3.實施退撫新制政府應負擔部份之退休退職及

010401 約聘人員酬金

3,168

資遣給付、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公提部分、

010402 約僱人員酬金

11,100

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010501 技工及工友待遇
0111 獎金
011101 考績獎金

13,406
6,205

011110 年終工作獎金

7,179

0131 加班值班費

1,520
1,520
3,493

013101 超時加班費

1,050

013102 不休假加班費

1,754

013103 值班費
0143 退休離職儲金
014302 公務人員提撥金

689
9,735
3,250

014305 約聘僱人員提撥金

763

014306 技工及工友提撥金

5,722

0151 保險

890千元。

8,244

22

012131 休假補助

4.公保、勞保及健保之公提部分保險費計需6,

8,244

011102 特殊公勳獎賞

0121 其他給與

技工及工友退休準備金計需9,735千元。

6,890

015101 健保保險補助

4,044

015102 公保保險補助

1,1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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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808113004 太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5103 勞保保險補助
0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0200 業務費

金額

承辦單位

本計畫經費2,745千元，係業務費2,631千元、

2,631

獎補助費114千元(經常門)，包括：

020101 教育費

70

0221 稅捐及規費

155

022101 稅捐

92

022102 規費

63

023103 對財產保險
0271 物品
027103 油料
0279 一般事務費

：車輛牌照稅92千元、燃料使用費63千元、
車輛保險費580千元。
3.公務車輛油料696千元(購置未滿1年中小型
汽車2輛，每輛每月汽油139公升，每公升25
.7元，依購置月份比例計需7個月，年需50
千元；中小型汽車4輛，每輛每月汽油139公
升，每公升25.7元，年需171千元；機車15

532

輛，每輛每月汽油26公升，每公升25.7元，

696

年需120千元；大型汽車7輛，每輛每月柴油
190公升，每公升22.2元，年需355千元，合

696

計696千元)。(詳公務車輛明細表)

190

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366

028301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2.公務車輛稅捐、規費及保險735千元，包括

48

190

0283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1.在職員工進修學分補助費70千元。

580

027901 一般事務費

028201 房屋建築養護費

4.一般事務費(含員工文康活動費)190千元。
5.房屋建築修繕費366千元(詳辦公房舍明細表
)。
6.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516千元，包括：

366

(1)車輛養護費435千元(購置未滿1年車輛2

516

輛，每輛每年8,500元，依購置月份比例
516

計需10千元；未滿2年車輛2輛，每輛每

費
0299 特別費
029901 特別費
0400 獎補助費

明

2,745 行政室

70

023101 法定責任保險

說

345,616

1,723

0201 教育訓練費

0231 保險費

預算金額

年8,500元，計需17千元；滿2年未滿4年
58

車輛3輛，每輛每年25,500元，計需77千

58

元；滿6年以上車輛6輛，每輛每年51,00

114

0元，計需306千元；機車15輛，每輛每

0475 獎勵及慰問

114

047502 慰問金

114

年1,700元，計需25千元，合計435千元)
。(詳公務車輛明細表)。
(2)辦公器具養護費81千元。
7.首長特別費58千元。
8.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114千元(6千元×1
9人=114千元)。

03 經營管理計畫
0200 業務費

64,114 企劃經理課、遊

經營管理計畫64,114千元(公建計畫)，係業務

63,514 憩服務課

費63,514千元及獎補助費600千元(經常門600

0201 教育訓練費

140

020102 訓練費

140

千元)，包括：
1.企劃經營管理2,060千元，係業務費1,460千
元、獎補助費600千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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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345,616
明

3,226

(1)辦理景觀維護、不良景觀物及違建查報

020201 水費

203

拆除、取締違規違法案件、訴訟律師顧

020202 電費

2,995

0202 水電費

020299 其他動力費
0203 通訊費

問延聘等經費250千元，係業務費。
(2)地籍調查測量與資料數位化作業及用地

28

租金等經費440千元，係業務費。

1,147

(3)土地管理會勘查估及與案屬機關、居民

020301 數據通訊費

462

業務協調溝通等經費190千元，係業務費

020302 一般通訊費

685

。

0211 土地租金
021101 土地租金
0215 資訊服務費
021501 資訊操作維護費
0221 稅捐及規費

境改善，辦理園區居民與專家學者意見

869

溝通及不良景觀調查、輔導社區環境改

869

造規劃等相關費用580千元，係業務費。

022102 規費

150

023103 對財產保險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5)擴大社區參與及住民關懷耆老訪視、促

170
20

023102 對業務活動保險

路及閣口等周邊地區景觀意象形塑與環

370

022101 稅捐

0231 保險費

(4)台八線中橫景觀道路、舊台九線蘇花公

370

進原住民文化傳承，補助國家公園區內
及鄰近地區機關、學校、社區團體辦理
環境教育、保育推廣、文化展演等相關

4,285

活動經費600千元，係獎補助費(經常門)

4,000

。(含原住民相關經費400千元)
2.推動社區合作與區內居民和諧發展，協助周

285

邊住宿行銷活動配套，促進原住民就業及專
892

長進修訓練，積極落實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產

025001 顧問費

140

業發展，推動太魯閣國家公園社會企業，計

025002 出席費

310

畫性培育部落居民投入國家公園經營管理計

025003 講座鐘點費

432

畫550千元，係業務費。(含原住民相關經費

025004 稿費
0251 委辦費
025103 委託辦理

400千元)

10

3.委託辦理檢討遊憩區細部計畫等相關管制作

900

業費用900千元，係業務費。

900

4.建構伙伴關係溝通機制等，辦理區域居民、

7,073

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NGO)團體、相關機

027101 消耗品

4,334

關單位公共論壇與原住民地區資源共同管理

027102 非消耗品

2,359

0271 物品

027103 油料
0279 一般事務費
027901 一般事務費
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028201 房屋建築養護費

諮詢會議450千元，係業務費。
5.辦理國家公園從業人員提升服勤管理行政效

380

能之專業訓練與收費制度相關規劃406千元

36,503

，係業務費。(含原住民相關經費100千元)

36,503

6.辦理電腦資訊設備硬體檢查維修、電腦機房
安全檢查、資安與防毒偵檢作業、資料庫系

748

統資料整合與備份更新維護、公文品質提升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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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808113004 太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028401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金額

承辦單位

029101 國內旅費
0294 運費

4,373

公園機關網頁即時資訊、全球網頁資訊搜尋
應用，與機關經營管理服務作業行政效能提
升，擴大社群合作參與夥伴關係建構等相關

2,798

作業各項委外人員作業費用900千元，係業
2,798

務費。

20
20

0400 獎補助費

600

043702 對團體捐助

明

美工編輯文書處理、管理及維護太魯閣國家

029401 運費

0437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說

345,616

4,373

費
0291 國內旅費

預算金額

7.資訊購置電腦、筆電等相關零附件經費214
千元，係業務費，包括：
(1)汰換個人電腦螢幕5台×7千元=35千元。
(2)汰換網路磁碟機高階硬碟2TB 12台×7千

600

元=84千元。

600

(3)電腦維修零附件採購95千元。
8.本處建築管理業務經費200千元，係業務費
，包括：
(1)辦理建築管理所需文具、表冊、印刷、
與所需諮詢勘查協調差費等150千元。
(2)辦理建築書圖等相關建管業務資料數化
等50千元。
9.本處設施興設之評估規劃管理業務經費150
千元，係業務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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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化等50千元。
10.辦理中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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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5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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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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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千元
。
(3)辦理園區垃圾清運等經費1,500千元。
(4)辦理園區各遊憩據點及公路隧道等公共
設施電費2,995千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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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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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承辦單位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算金額
說

345,616
明

，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3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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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千元。
(2)推動生態旅遊及環保無污染活動等經費2
00千元。
(3)登山學校各項訓練課程(登山安全及技術
講座)及相關委外人員作業等經費1,500
千元。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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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團體認養及淨山活動等相關經費2,100
千元，係業務費。
13.辦理緊急救難業務所需相關經費4,550千元
，係業務費，包括：
(1)園區巡查護管及緊急救難業務等經費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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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千元。
14.辦理天祥管理站轄區經營管理5,09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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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千元。(含原住民相關經費2
,400千元)。
(2)步道設施、公廁及各遊憩據點公共設施
維護等相關費用1,686千元。
(3)辦理國土復育、淨山、生態旅遊活動、
提供解說資訊服務、遊客服務、急難救
助等相關費用568千元。
(4)員工因公出差旅費90千元。
15.布洛灣管理站經營管理10,0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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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生植物復(培)育規劃與管理、資源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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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345,616
明

及保育巡查、公共設施維護等相關業務
所需之勞務、耗材、用品等費用5,800千
元。(含原住民相關經費4,200千元)
(2)辦理峽谷段據點遊客服務及安全帽管理4
,000千元。(含原住民相關經費3,700千
元)
(3)員工因公出差旅費200千元。
16.辦理合歡山管理站轄區經營管理5,320千元
，係業務費，包括：
(1)辦理雪季勤務宣導、雪地裝備、醫療服
務、合歡山轄區環境清潔勞務等相關費
用3,930千元。(含宣導經費206千元)(含
原住民相關經費1,980千元)
(2)高山步道設施、公廁及各遊憩據點公共
設施維護等相關費用470千元。
(3)辦理淨山、生態旅遊活動、提供解說資
訊服務、遊客服務、急難救助等相關費
用720千元。
(4)員工因公出差旅費200千元。
17.辦理蘇花管理站轄區經營管理計5,650千元
，係業務費，包括：
(1)推動社區生態與保育行動計畫，辦理轄
區資源保育、溪流生態護管、環境清潔
美化與景觀及公共設施維護等事宜2,000
千元。(含原住民相關經費2,000千元)。
(2)推動轄區環境清潔所需人員僱用之經營
管理費計3,450千元。(含原住民相關經
費700千元)
(3)員工因公出差旅費200千元。
18.辦理員工及替代役經營管理計1,84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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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掌指型機維護
等相關經費126千元。
(3)替代役男服勤管理、服裝寢具及訓練等
相關經費460千元。
(4)高山禦寒大衣及特殊服裝品項服裝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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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345,616
明

等相關經費980千元。
19.製作員工工作服相關經費637千元，係業務
費。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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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千元、水費203千元)，計4,071千元，係業
務費。(含原住民相關經費3,718千元)
21.本處經管辦公廳舍房屋稅及地價稅20千元
，係業務費。
22.辦公室廳舍房屋建築修繕748千元，係業務
費。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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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千元，係業務費，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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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千元。
(2)賡續清查、掃描建檔工作、文書帳務登
帳資料彙整等人員費及相關業務推動等
經費1,086千元。
(3)加強推動國際觀雙語(多外語等服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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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千元。
24.辦理公共設施建物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檢
查設施維護、高低壓電檢測申報相關維護
保養及公共設施節能LED相關器材更新、飲
用設備管理維護經費及水電維護人員費用1
,017千元，係業務費。
25.辦理太魯閣台地環台步道維護修繕及周邊
遊客公共設施更新汰換事項等921千元，係
業務費。
26.本處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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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千元，
係業務費。
27.建物財產之火災保險及公共意外保險費285
千元，係業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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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345,616
明

28.辦理資訊業務軟、硬體及系統維護、教育
訓練等經費計737千元，係業務費，包括：
(1)辦理電腦教育訓練研討等30千元。
(2)網路專線及撥接線路費用228千元。
(3)各項伺服器系統維護費200千元。
(4)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維護費172千元。
(5)資訊設備軟硬體定期維護費107千元。
29.員工因公出差旅費1,698千元。
04 解說教育計畫
0200 業務費
0202 水電費
020202 電費
0215 資訊服務費
021501 資訊操作維護費
0219 其他業務租金
021901 其他業務租金
0231 保險費
023102 對業務活動保險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643 解說教育課

本計畫20,643千元(公建計畫)，係業務費19,6

19,643

43千元及獎補助費1,000千元(經常門)，包括
：

1,358

1.辦理遊客中心及各管理站遊客服務措施與解

1,358

說展示軟硬體更新維護費2,390千元，係業

200

務費。

200

2.辦理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推廣體驗

67

活動2,023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72
6千元)

67

3.辦理國家公園年度志工招募、培訓及志工執

200

勤計畫相關業務之費用3,315千元，係業務

200

費。
4.辦理太魯閣峽谷音樂節活動費用2,500千元

1,470

，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495千元)

025002 出席費

170

025003 講座鐘點費

600

025004 稿費

200

6.辦理原住民音樂展演暨文創相關業務之費用

025007 演出費

500

1,125千元，係業務費。(含原住民相關經費

0262 國內組織會費
026201 國內組織會費
0271 物品

5.辦理室內及戶外解說展示軟硬體服務設施1,
000千元，係業務費。

990千元)

5

7.辦理解說人員勞務外包相關業務之費用4,28

5

2千元，係業務費。(含原住民相關經費720
470

千元)

027101 消耗品

235

8.拍攝太魯閣峽谷生態人文影片，總經費9,00

027102 非消耗品

235

0千元，分3年辦理，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3

0279 一般事務費
027901 一般事務費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028401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008千元，係業務費。

15,028

9.辦理原住民學子獎助學金1,000千元，藉以

15,028

提升競爭力，並培育本處保育志工，共同促

345

進國家公園生態保育工作，係獎補助費(經

345

常門)。(含原住民相關經費1,000千元)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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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808113004 太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291 國內旅費
029101 國內旅費
0294 運費

金額

承辦單位

100

0400 獎補助費

1,000

05 保育研究計畫
0200 業務費
0203 通訊費
020302 一般通訊費
0231 保險費
023102 對業務活動保險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明

400

100

044101 對學生之獎助

說

345,616

400

029401 運費

0441 對學生之獎助

預算金額

1,000
1,000
10,639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經費10,639千元(公建計畫)，係業務費

10,639

，包括：
1.委託研究計畫：為掌握未來服務之趨勢，整

50

合現有各項遊憩服務、登山安全、教育解說

50

、生態保育、專案企劃、人力資源管理及環

55

境設施規劃的資訊，提供民眾全面性行動智

55

能服務。辦理「太魯閣國家公園智慧服務平

150

台規劃與運用研究（1/3）」計畫，總經費7
,900千元，分3年辦理，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

025002 出席費

18

025003 講座鐘點費

32

2.委託辦理計畫：為發展智慧型保育區管理模

100

式，運用先進智能系統與即時監控技術，整

7,540

合環境品質及野生動物監控，提供遊憩與環

025004 稿費
0251 委辦費
025101 研究費

1,500

025103 委託辦理

5,440

026201 國內組織會費
0271 物品

境品質監測智慧服務運用940千元。
(2)太魯閣國家公園蝙蝠族群動態智慧監控

450

規劃900千元。
200

028401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需5,440千元，係業務費，包括：

100

027102 非消耗品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提經營及保育策略。辦理以下6項計畫，計
(1)太魯閣國家公園峽谷即時遊憩資訊與環

250

027901 一般事務費

稀特有植物及生物疫病監控之調查，進而研

100

027101 消耗品

0279 一般事務費

境教育之服務；另針對保育類野生動物、珍

600

025102 委託研究

0262 國內組織會費

費1,500千元，係業務費。

(3)太魯閣國家公園蓮花池耕地復育生態監
測與智慧監控規劃860千元。
(4)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族群健康風險監測

1,934

計畫890千元。

1,934

(5)太魯閣國家公園保育類物種監測調查計

250

畫930千元。

250

(6)太魯閣國家公園特有植物和植群保育監

費
0291 國內旅費

測計畫920千元。
100

3.為引進自然保育管理先進技術工作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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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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8113004 太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29101 國內旅費
0294 運費
029401 運費

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345,616
明

100

分別針對動物、植物、遊憩、地質、災害、

10

水體及毒物等委請國內外優秀碩、博士研究
生等專業人士進行個案研究等相關調查，計

10

需600千元，係業務費。
4.善用民間夥伴參與保育相關工作：包含周邊
社區、民間團體、志工執勤與協助自辦監測
等保育相關工作，計需700千元，係業務費
。
5.研究成果轉化成教材及辦理保育推廣活動，
包含將歷年保育研究成果編印生態保育教材
及紀錄影片、辦理青年學子參與國家公園研
究操作體驗營隊事宜、辦理海峽兩岸與國際
專家加強保育交流與合作、舉辦研究計畫成
果發表會、辦理野生動物及鳥類等環境教育
推廣活動，計需699千元，係業務費。
6.環境監測分析與外來種清除計畫：包含生態
保育護管人員委外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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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志工參與國家公園保育、辦理自辦監測
計畫，計需800千元，係業務費。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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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志工
巡查營運等例行性計畫，計需900千元，係
業務費。

06 土地購置計畫
0300 設備及投資
0301 土地
030101 土地

5,000 企劃經理課

本計畫經費5,000千元(公建計畫)，係設備及

5,000

投資，為園區經營管理重要計畫，有維護自然
景觀及國土保安居民生計安全緊急需要，辦理

5,000

砂卡礑步道、梅園竹村及大禮段內特別景觀區

5,000

私有土地價購暨地上物補償，估計取得面積約
1.063公頃，所需經費計5,000千元，包括：
1.查估作業費及複丈費、代書費估計每公頃93
千元×1.063公頃=99千元。
2.土地價款每公頃4,340千元×1.063公頃=4,6
13千元。
3.地上農林作物物價款估計每公頃271千元×1
.063公頃=288千元。

07 營建工程計畫

137,324 環境維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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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808113004 太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300 設備及投資
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030299 其他房屋

金額

承辦單位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算金額
說

345,616
明

137,324

、環境教育等相關工程計畫，涵蓋工程施作前

3,000

之規劃、設計、環境監測，與工程主體費用及
工程檢測等經費137,324千元(公建計畫)，係

3,000

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134,324

030399 其他營建工程

134,324

設備及投資，包括：
1.為維護遊客安全，辦理園區各項天然災害搶
修及預防等工程59,480千元，包括：
(1)台八線重點遊憩地區重點遊憩地區隧道
橋樑安全監測及老舊橋樑補強維修等7,4
85千元。(含工程管理費170千元，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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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聚落及遊憩據點地震落石與颱風豪
雨災害搶修5,949千元。(含原住民經費5
,949千元)(含工程管理費151千元，5,94
9千元×85%×1.5%+75千元=151千元，並
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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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
強，建構極端氣候之暴雨水管理(檢討園
區設施設計標準)等13,546千元。(含工
程管理費248千元，13,546千元×85%×1
.5%+75千元=248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
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4)九曲洞步道西口落石防護延續性防災工
程30,0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455千元
，30,000千元×85%×1%+200千元=455千
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
數額內執行。)
(5)其他災害預防工程2,500千元。(含工程
管理費64千元，2,500千元×8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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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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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承辦單位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算金額
說

345,616
明

分道、收費、轉運等配合設施工程款42,706
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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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0千元。(含
工程管理費199千元，9,750千元×85%×
1.5%+75千元=199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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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嶺、關
原、伍橋、慈恩、洛韶、文山、天祥地
區)等工程6,988千元。(含工程管理費16
4千元，6,988千元×85%×1.5%+75千元=
164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
提列數額內執行。)
(3)白楊步道設施及邊坡保護工程，總經費6
1,136千元，分2年辦理，本年度編列第1
年經費19,068千元。(含工程管理費224
千元，(61,136千元×85%×1%+200千元)
×(19,068千元/61,136千元)=224千元，
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
內執行。)
(4)中橫沿線停車場及轉運、公路改線管線
遷改等配合設施工程款6,900千元。(含
工程管理費163千元，6,900千元×85%×
1.5%+75千元=163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
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3.蘇花管理站及服務系統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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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8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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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8千元。(含
工程管理費83千元，3,258千元×85%×3
%=83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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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千元。(包括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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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設施、入口意象等)。(含工程管
理費13千元，520千元×85%×3%=13千元
，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
額內執行。)
(3)蘇花舊公路及古道區域防災治理及景觀
整理等工程3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8千
元，300千元×85%×3%=8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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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0千元，
包括:
(1)太魯閣、布洛灣、綠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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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千
元。(含工程管理費105千元，4,110千元
×85%×3%=105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
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2)中橫公路史蹟維修、工程遺址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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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0千元。(含工程管理
費75千元，2,950千元×85%×3%=75千元
，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
額內執行。)
5.園區內高山步道、吊橋、避難山屋整建維修
及節能減碳改善工程款16,500千元，包括：
(1)園區高山設施整修及節能減碳改善工程1
3,5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247千元，13
,500千元×85%×1.5%+75千元=247千元
，並配合工程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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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00千元(含原住民經費3,000千元)。(含
工程管理費77千元，3,000千元×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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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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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171千元，7
,500千元×85%×1.5%+75千元=171千元，並
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
08 交通及運輸設備
0300 設備及投資
0305 運輸設備費
030501 運輸設備費

3,215 行政室

交通運輸設備3,215千元(公建計劃)，係設備

3,215

及投資，包括：
1.公務車(CO-9842)使用已逾15年，汰換四輪

3,215

傳動休旅車1台1,450千元，用於高山緊急救

3,215

難、雪季勤務、高山巡查與百岳步道設施改
善工程業務，車輛馬力或扭力具適合海拔落
差3,000公尺以上行駛功能(含車輛衛星定位
系統設備)。
2.公務車(L3-5430)使用已逾15年，汰換8人座
小型客貨車1台820千元，用於各項解說環境
教育及保育宣導活動(含車輛衛星定位系統
設備)。
3.汰換環境養化維護巡視區域重型機車(125cc
)5輛x63千元=315千元。
4.汰換山區保育巡查用重型機車(150cc)9輛x7
0千元=630千元。

09 其他設備計畫
0300 設備及投資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6,615 行政室、資訊室

本計畫經費6,615千元(公建計畫)，係設備及

6,615

投資，包括：
1.購置資訊設備經費3,840千元，包括：

3,840

(1)汰換個人電腦16台×24千元=384千元。

030601 硬體設備費

1,390

030606 軟體購置費

1,250

(3)汰換A4彩色雷射印表機(具網路功能及雙

030607 系統開發費

1,200

面列印功能)2台×35千元=70千元。

2,775

(4)汰換差勤系統指形機2台×80千元=160千

0319 雜項設備費
031901 雜項設備費

(2)汰換筆記型電腦2台×35千元=70千元。

元。

2,775

(5)汰換A3彩色雷射印表機(具網路功能及雙
面列印功能)1台×80千元=80千元。
(6)購置網路防毒閘道器年度簽約授權升級
費用(網路版)200千元。
(7)購置辦公室應用軟體、個人電腦防毒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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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年度授權、客製化及文書處理軟體等1
,050千元。
(8)汰換機房機架式網路磁碟機1台×450千
元=450千元。
(9)入口網及入山入園網頁維護修改擴充功
能等1,200千元。
(10)購置無紙化會議用平板電腦螢幕9.7吋
、解析度2048×1536像素、264ppi，WI
FI支援802.11a/b/g/n/ac(雙頻2.4Ghz
及5GHz)，MIMO，藍芽4.0，64G記憶體
等規格以上(含玻璃保護貼及原廠保護
套等附件)4台×24千元=96千元。
(11)購置A4高階掃描器每分鐘35頁以上2台
×19千元=38千元(採購案資料建檔)。
(12)購置多功能複合機(含列印、掃描、傳
真等項功能)每分鐘列印30頁含以上2台
×21千元=42千元(緊急應變中心及收發
室)。
2.購置雜項設備經費2,775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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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管理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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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數位多功能影印機(具有影印+掃描+列印
+裝訂等多項功能)每分鐘50張以上1台×
250千元=250千元(緊急應變中心使用)。
(2)備勤宿舍(含執勤志工、替代役)使用數
位熱水器3台×125千元=375千元(60加侖
含以上)。
(3)替代役男雪季期間值勤人員住宿床組購
置6組×25千元=150千元(含彈簧床)。
(4)高壓清洗機2台×85千元=170千元(太魯
閣台地木棧道及外站使用)。
(5)外站展示館(區)播放多媒體影片及現場
播放即時訊息等，購買3D LED液晶顯示
器55型(含以上)4台×49千元=196千元。
(6)辦理亮點解說環教戶外活動及宣導短片
需要使用，手提式移動式數位雙頻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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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3台×47千元=141千元。
(7)溫熱逆滲飲水機5台×25千元=125千元(
外站及辦公廳舍)。
(8)購置登山學校簡報室設備系統350千元(
含投影機6500ANSI流明(含以上)1台95千
元、電動布幕1台15千元、廣播系統1組2
40千元)。
(9)汰換環境教育中心廳舍監控系統設備組2
15千元(含攝影監控系統1組105千元、廣
播系統1組110千元)。
(10)管理站環境清潔用機具195千元(含大型
鏈鋸2台×28千元、軟管割草機3台×12
千元、手推式割草機1台33千元、大型
高枝剪2台×35千元)。
(11)汰換開標室設備265千元(含投影機6500
ANSI流明(含以上)1台95千元、電動布
幕1台15千元、攝影監控系統1組155千
元)。
(12)節能變頻單槽洗衣機2台×15千元=30千
元(清洗環境清潔物品用)。
(13)節能效率第一級變頻一對一分離式冷氣
機2台×69千元=138千元(9.0kw(含以上
)，替代役用餐廳舍用)。
(14)汰換高山合歡山站替代役男用餐餐廳簡
易廚房設備組1組175千元。(含不銹鋼
排煙機、瓦斯快速爐組、流理台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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