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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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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0200 業務費

金額

2,110

獎補助費48千元(經常門)，包括：

70

0221 稅捐及規費

185

022101 稅捐

105

022102 規費

80

0271 物品
027103 油料
0279 一般事務費
027901 一般事務費
0299 特別費
029901 特別費
0400 獎補助費

：車輛牌照稅105千元，燃料使用費73千元
、定期檢驗費7千元、車輛保險費515千元。
3.公務車輛油料856千元(小型汽車8輛，每輛
每月汽油139公升，每公升30.4元，年需406
千元；機車15輛，每輛每月汽油26公升，每
公升30.4元，年需142千元；大型汽車5輛，
每輛每月柴油190公升，每公升27元，年需3

468

08千元，合計856千元)。(詳公務車輛明細

856

表)
4.一般事務費426千元(含員工文康活動費2千

856

元×92人=184千元)。

426

5.首長特別費58千元。

426

6.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48千元(6千元×8
人=48千元)。

58
58
48

047502 慰問金

48
67,418 企劃經理課、遊

本計畫經費67,418千元(公建計畫)，係業務費

66,550 憩服務課

66,550千元(經常門65,850千元、資本門700千

0201 教育訓練費

213

020102 訓練費

213

0202 水電費

2.公務車輛稅捐、規費及保險700千元，包括

47

48

0200 業務費

1.在職員工進修學分補助費70千元。

515

0475 獎勵及慰問

02 經營管理計畫

明

本計畫經費2,158千元，係業務費2,110千元及

020101 教育費

023103 對財產保險

說

2,158 行政室

70

023101 法定責任保險

20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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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 教育訓練費

0231 保險費

預算金額

元)及獎補助費868千元(經常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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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8

020201 水費

223

020202 電費

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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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千
元，係業務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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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20299 其他動力費
0203 通訊費

金額

承辦單位

1,723

能之專業訓練、推動原住居民培力與國家公

020302 一般通訊費

835

0215 資訊服務費

明

3.辦理國家公園從業人員提升服勤管理行政效

888

021101 土地租金

說

202,685

20

020301 數據通訊費

0211 土地租金

預算金額

園和諧發展，及增進與機關、居民、社群業
務協調溝通等經費60千元，係業務費。
4.擴大社區參與、促進原住民文化傳承，補助

300

國家公園區內及鄰近地區機關、學校、社區

300

團體辦理環境教育、保育推廣、文化展演等

344

相關活動，經費868千元，係獎補助費(經常
門)。(含原住民相關經費768千元)

021501 資訊操作維護費

244

021504 小額軟體

100

200千元(含委託辦理作業經費2,000千元)，

0219 其他業務租金

200

係業務費(經常門1,500千元、資本門700千

200

元)。

021901 其他業務租金
0221 稅捐及規費

20

022102 規費

150

023102 對業務活動保險
023103 對財產保險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6.建構伙伴關係溝通機制等，辦理區域居民、

170

022101 稅捐

0231 保險費

5.辦理國家公園通盤檢討準備作業相關經費2,

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NGO)團體、相關機
關單位公共論壇與原住民地區資源共同管理
諮詢會議450千元，係業務費。(含原住民相
關經費350千元)

3,028

7.辦理電腦資訊設備硬體檢查維修、電腦機房

2,500

安全檢查、資安與防毒偵檢作業、資料庫系

528

統資料整合與備份更新維護、公文品質提升
842

美工編輯文書處理、管理及維護太魯閣國家

025001 顧問費

190

公園機關網頁即時資訊、全球網頁資訊搜尋

025002 出席費

410

應用，與機關經營管理服務作業行政效能提

025003 講座鐘點費

242

升，擴大社群合作參與夥伴關係建構等相關

0251 委辦費
025103 委託辦理
0271 物品

作業各項委外人員作業費用1,100千元，係

2,820

業務費。

2,820

8.資訊購置電腦、筆電等相關零附件經費409

5,317

千元，係業務費，包括：

027101 消耗品

2,967

(1)汰換個人電腦螢幕4台×5千元=20千元。

027102 非消耗品

1,965

(2)電腦維修零附件採購23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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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3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3)網路儲存伺服器硬碟等採購57千元。

385

(4)購置個人電腦防毒軟體年度授權費用100

41,223

千元。

41,223

9.資安健診服務、網站弱點掃描服務、網站滲
透測試服務等相關經費250千元，係業務費

527

。

527

10.入口網定期維護費等相關經費300千元，係
5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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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28301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金額

承辦單位

028401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029101 國內旅費
0294 運費

括：

4,288

(1)辦理建築管理所需文具、表冊、印刷、

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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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7

等50千元。

2,077

12.設施興設之評估規劃管理業務經費150千元
，係業務費，包括：

18

029401 運費

18

0400 獎補助費

868

0437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明

11.建築管理業務經費200千元，係業務費，包

費
0291 國內旅費

說

202,685

業務費。

522

費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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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

數化等50千元。

043702 對團體捐助

768

13.委託辦理計畫：為中橫公路沿線重點遊憩

0476 其他補助及捐助

100

地區隧道橋樑安全辦理定期及災後檢測及

100

安全評估，總經費1,560千元，分2年辦理

047601 其他補助及捐助

，107年度已編列740千元，本年度續編最
後1年經費820千元。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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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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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千元
。
(3)辦理園區垃圾清運等經費1,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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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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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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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千元。
(2)登山學校各項訓練課程(登山安全及技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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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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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承辦單位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算金額
說

202,685
明

講座)等經費600千元。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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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辦理緊急救難業務所需相關經費3,0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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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千元。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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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辦理天祥管理站轄區經營管理5,59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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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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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6千元。
(3)員工因公出差旅費80千元。
20.布洛灣管理站經營管理11,3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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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0千元。(
含原住民相關經費8,000千元)
(2)員工因公出差旅費60千元。
21.辦理合歡山管理站轄區經營管理5,163千元
，係業務費，包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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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202,685
明

(1)辦理雪季勤務宣導、醫療服務、合歡山
轄區環境清潔及步道設施維護等相關費
用4,444千元。(含宣導經費114千元)(含
原住民相關經費1,880千元)
(2)公廁及各遊憩據點公共設施維護等相關
費用480千元。
(3)辦理數據通訊費、淨山、急難救助等相
關費用169千元。
(4)員工因公出差旅費70千元。
22.辦理蘇花管理站轄區經營管理計6,93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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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2千元。(含原住民相關經費6
,000千元)
(2)員工因公出差旅費150千元。
23.辦理員工及替代役經營管理計1,228千元，
係業務費，包括：
(1)辦理員工在職訓練、研討座談等相關經
費260千元。(含員工協助方案相關經費2
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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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千元。
(3)替代役男服勤管理、服裝寢具及訓練等
相關經費101千元。
(4)高山禦寒大衣等相關經費736千元。
24.製作員工工作服相關經費828千元，係業務
費。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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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千元、一般事務費5,446千
元)，計5,834千元，係業務費。(含原住民
相關經費5,446千元)
26.經管辦公廳舍房屋稅及地價稅20千元，係
業務費。
27.辦公室廳舍房屋建築修繕527千元，係業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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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202,685
明

費(詳辦公房舍明細表)。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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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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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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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千元，係業務費。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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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千元，係
業務費。
31.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522千元，包括：
(1)車輛養護費442千元(未滿2年車輛2輛，
每輛每年8,500元，計需17千元；滿2年
未滿4年車輛5輛，每輛每年25,500元，
計需127千元；滿4年未滿6年車輛2輛，
每輛每年34,000元，計需68千元；滿6年
以上車輛4輛，每輛每年51,000元，計需
204千元；機車15輛，每輛每年1,700元
，計需26千元，合計442千元)。(詳公務
車輛明細表)
(2)辦公器具養護費80千元。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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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千元，係業
務費。
33.建物財產之火災保險、公共意外保險費及
特殊車種保險528千元，係業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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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202,685
明

34.辦理資訊業務軟、硬體及系統維護、教育
訓練等經費計465千元，係業務費，包括：
(1)辦理電腦教育訓練研討等33千元。
(2)網路專線及撥接線路費用124千元。
(3)各項伺服器系統維護費93千元。
(4)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維護費115千元。
(5)資訊設備軟硬體定期維護費100千元。
35.員工因公出差旅費1,498千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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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00 解說教育課

本計畫經費17,600千元(公建計畫)，係業務費

16,600

16,600千元及獎補助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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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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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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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千元，係業務

120

費。
4.辦理太魯閣峽谷音樂節活動費用2,600千元

1,000

，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70千元)

025002 出席費

100

025003 講座鐘點費

550

025004 稿費

150

6.辦理原住民音樂展演暨文創相關業務之費用

025007 演出費

200

925千元，係業務費。(含原住民相關經費30

0262 國內組織會費
026201 國內組織會費
0271 物品

4,420千元，係業務費。(含原住民相關經費

125

028401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7.辦理解說人員委外勞務承攬相關業務之費用

250

027102 非消耗品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0千元)

5

125

027901 一般事務費

解說出版品印製等850千元，係業務費。

5

027101 消耗品

0279 一般事務費

5.辦理室內及戶外解說展示軟硬體服務設施及

744千元)
8.辦理原住民學子獎助學金1,000千元，藉以
提升競爭力，並培育本處保育志工，共同促
進國家公園生態保育工作，係獎補助費(經

13,257

常門)。(含原住民相關經費1,000千元)

13,257
223
223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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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1 國內旅費
029101 國內旅費
0294 運費

金額

承辦單位

50

0400 獎補助費

1,00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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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50

044101 對學生之獎助

說

202,685

200

029401 運費

0441 對學生之獎助

預算金額

1,000
1,000
11,463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經費11,463千元(公建計畫)，係業務費

11,163

11,163千元及獎補助費300千元，包括：
1.委託研究計畫：選取太魯閣族常用的15種較

30

大型哺乳類及4種地棲鳥類作為研究目標，

30

以瞭解前揭物種之族群分布變化與生態環境

55

變化，透過科學研究作為野生動物經營管理

55

參考重要的依據，辦理「傳統狩獵文化與太

350

魯閣國家公園野生動物資源調查」1,800千
元，係業務費。

025002 出席費

100

025003 講座鐘點費

250

珍貴物種危及物種提供經營管理參考。辦理

9,703

以下9項計畫，計需7,903千元，係業務費，

025102 委託研究

1,800

包含：

025103 委託辦理

7,903

0251 委辦費

0262 國內組織會費
026201 國內組織會費
0271 物品

2.委託辦理計畫：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對園區

(1)太魯閣山椒魚棲地調查與族群遺傳結構
研究（2/2）,總經費1,900千元，分2年

100

辦理，107年度已編列950千元，本年度

100

續編最後1年經費950千元。

305

(2)遊客活動對水鹿及其他中大型哺乳動物

027101 消耗品

200

影響之評估（2/2）總經費1,900千元，

027102 非消耗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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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2年辦理，107年度已編列950千元，本
年度續編最後1年經費950千元。

248

(3)太魯閣國家公園布洛灣遊憩區環境監測

248

計畫960千元。

140

(4)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遺傳多樣性研究（2

140

/2）總經費1,800千元，分2年辦理，107
年度已編列900千元，本年度續編最後1

費
0291 國內旅費
029101 國內旅費
0294 運費

年經費900千元。

166

(5)太魯閣國家公園蛾類多樣性研究（2/2）

166

總經費1,840千元，分2年辦理，107年度

66

已編列920千元，本年度續編最後1年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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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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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承辦單位

029401 運費

66

0400 獎補助費

300

0441 對學生之獎助
044101 對學生之獎助

預算金額
說

202,685
明

費920千元。
(6)太魯閣國家公園申辦世界遺產計畫1,250
千元。

300

(7)雪山及南湖山區高山植物之遺傳分化－

300

以南湖柳葉菜、雪山馬蘭及南湖碎雪草
為例400千元。本案係與雪霸國家公園共
同委託辦理計畫，總經費1,600千元，分
2年辦理，太管處分攤經費共計800千元
，107年度已編列400千元，本年度續編
最後1年經費400千元。
(8)太魯閣國家公園砂卡礑溪流域溪流生態
調查873千元。
(9)太魯閣國家公園山羌山羊族群調查與研
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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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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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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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千元，係業務費。
6.為培育國內優秀研究人才，並鼓勵各大專院
校研究生參與本國家公園相關之研究計畫，
針對動植物、地質地形、生態與環境及經營
管理等相關領域碩、博士生進行個案研究與
調查計畫300千元，係獎補助費(經常門)。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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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園竹村及大禮段等特別景觀區

5,000

私有土地價購暨地上物補償，所需經費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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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202,685
明

0千元，包括：
1.查估作業費及複丈費、代書費估計每公頃76
千元x0.81公頃=62千元。
2.土地價款每公頃5,520千元x0.81公頃=4,471
千元。
3.地上農林作物價款估計每公頃577千元x0.81
公頃=467千元。
06 營建工程計畫
0300 設備及投資
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030299 其他房屋

95,061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經費95,5061千元(公建計畫)，係設備

95,061

及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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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

之規劃、設計、環境監測，與工程主體費用及

9,800

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85,261

030399 其他營建工程

85,261

工程檢測等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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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56千元，包括:
(1)台八線重點遊憩地區老舊橋樑補強維修
等3,2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82千元，3
,200千元×85%×3%=82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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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7千元。(含原住民經費
13,0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323千元，19
,477千元×85%×1.5%+75千元=32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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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2千元。(含原
住民經費9,0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251
千元，13,802千元×85%×1.5%+75千元=
251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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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千元。(含原住
民經費500千元)(含工程管理費33千元，
1,277千元×85%×3%=33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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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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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202,685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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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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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0千元。(含
工程管理費280千元，16,050千元×85%
×1.5%+75千元=28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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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千元。(含工程
管理費71千元，2,800千元×85%×3%=71
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
列數額內執行。)
(3)小中橫地區步道串聯及改善等工程1,100
千元。(含工程管理費28千元，1,100千
元×85%×3%=28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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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千
元。(含工程管理費115千元，4,500千元
×85%×3%千元=115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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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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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1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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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千元。(含
工程管理費213千元，10,801千元×85%
×1.5%+75千元=213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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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0千元。(包括環境教
育、解說設施、入口意象等)。(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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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202,685
明

管理費121千元，4,750千元×85%×3%=1
21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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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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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千
元。(含工程管理費89千元，3,500千元
×85%×3%=89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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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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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0千元。(含工程
管理費66千元，2,580千元×85%×3%元=
66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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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0千
元，包括：
(1)南湖、奇萊地區山屋等設施改善工程8,5
00千元(含原住民經費4,200千元)。(含
工程管理費183千元，8,500千元×85%×
1.5%+75千元=183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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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60千元(含原住民經費1,200千元)。(含
工程管理費42千元，1,660千元×85%×3
%=42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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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千元。(含工程管理費27千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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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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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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202,685
明

064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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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其他設備計畫
0300 設備及投資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3,985 行政室、資訊室

本計畫經費3,985千元(公建計畫)，係設備及

3,985

投資，包括：

030601 硬體設備費

974

030606 軟體購置費

700

0319 雜項設備費
031901 雜項設備費

1.購置資訊設備經費1,674千元，包括：

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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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千元，計56
千元。

2,311

(3)汰換A4彩色雷射印表機(具網路功能、雙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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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千元。
(5)汰換機房機儲存系統伺服器1台143千元
。
(6)汰換機房機L3網路交換器(10G)1台280千
元。
(7)購置正版軟體、客製化及文書處理軟體
等700千元。
2.購置雜項設備經費2,311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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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汰換專業型掃描器1台99千元。
(2)汰換變頻節能電冰箱3台，每台33千元，
計99千元。
(3)汰換大型乾濕兩用吸塵器3台，每台15千
元，計45千元。
(4)汰換沉水馬達1台98千元。
(5)汰換監控攝影主機4台，每台24千元，計
96千元。
(6)購置臭氧機3台，每台25千元，計75千元
。
(7)汰換管理站區簡易餐廳廚房設備組115千
元(大型不鏽鋼排風機、高山壓力鍋等廚
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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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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承辦單位

預算金額
說

202,685
明

(8)汰換溫熱逆滲透飲水機3台，每台30千元
，計90千元。
(9)汰換節能效率第一級變頻一對一分離式
冷氣機100千元。(含4.5KW(含以上)1台4
5千元、含5.0KW(含以上)1台55千元)
(10)汰換備勤宿舍床組6組，每組25千元，
計150千元(彈簧床)。
(11)汰換手提式移動式數位雙頻擴音機3台
，每台47千元，計141千元。
(12)購置管理站簡報室設備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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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千元。
(13)汰換網路型監控攝影機5台，每台12千
元，計60千元。
(14)汰換大型高枝剪2台，每台33千元，計6
6千元。
(15)汰換碎紙機3台，每台24千元，計72千
元。
(16)汰換數位相機(具防水功能)3台，每台2
0千元，計60千元。
(17)汰換沙發椅1組45千元。
(18)汰換指形機1台70千元
(19)購置人工智慧問答平台電腦工作站1台8
0千元
(20)購置虛擬實境400千元(含360擷取設備
、行動電腦、行動電源、虛擬實境頭盔
、算圖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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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08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9081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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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010301 職員待遇
010307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

承辦單位

3.員工休假補助等1,344千元。

195

4.員工趕辦業務超時加班費、員工值班費、不
休假加班費等3,479千元。

10,947

011101 考績獎金

3,479

013102 不休假加班費

1,479
950
4,569
3,269

014305 約聘僱人員提撥金

777

014306 技工及工友提撥金

523

0151 保險

補助6,441千元。

1,344

1,050

014302 公務人員提撥金

8.應由政府負擔之公保、勞保及健保保險保費

1,344

013101 超時加班費

0143 退休離職儲金

撥勞工退休準備金523千元。

5,995

7,058

013103 值班費

7.技工工友依據勞動基準法第56條規定按月提

13,075

011110 年終工作獎金

0131 加班值班費

6.約聘僱人員之離職儲金公提部分777千元。

7,692

22

012131 休假補助

資遣給付等3,269千元。

7,692

011102 特殊公勳獎賞

0121 其他給與

5.實施退撫新制政府應負擔部份之退休退職及

14,161

010402 約僱人員酬金

0111 獎金

1.包含職員48人、工友3人、技工4人、駕駛9

2.員工年終、考績等獎金13,075千元。

40,233

3,214

010501 技工及工友待遇

明

2,281千元。

40,428

010401 約聘人員酬金

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說

人、聘用5人、約僱23人，合計92人之待遇6

91,189

練人員
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91,189

預期成果：
增進公務處理時效，提高工作效率。

91,189 人事機構

0100 人事費

單位：新臺幣千元

6,441

015101 健保保險補助

3,545

015102 公保保險補助

1,203

015103 勞保保險補助

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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