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建署及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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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8112000 公園規劃業務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212,665
明

。
4.辦理區內服務中心、管理處、站等服務設施
環境調查及設計等經費950千元，係業務費
。
05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及

97,404 國家公園組

經營管理計畫
0200 業務費
0201 教育訓練費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及經營管理計畫，
經費97,404千元(公建計畫)，並分述如下：
1.經營管理計畫經費29,985千元，包括：

44,310

(1)服務中心、管理站及辦公室等水費及電

100

費等1,500千元，係業務費。

0202 水電費

1,500

(2)通訊費1,200千元(含郵資)，係業務費。

0203 通訊費

1,200

(3)為執行巡邏維護及步道巡查等業務(含潛

0215 資訊服務費

700

在國家自然公園範圍調查、會勘及至各

0219 其他業務租金

700

點座談會辦理等需求，如美濃、大小崗

0231 保險費

220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480

型車3輛，每輛每月汽油139公升，每公

16,625

升25.7元，年需129千元），合計829千

0251 委辦費
0271 物品
0279 一般事務費

山、漯底山等地)，租用中小型車輛3輛7
00千元，租用車輛油料費129千元(中小

元，係業務費。

4,999

(4)非消耗品4,300千元，含行政服務園區之

16,146

辦公家俱及相關用品等，係業務費。

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140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100

0291 國內旅費

1,400

0300 設備及投資

53,094

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33,604

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9,400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5,290

0319 雜項設備費

4,800

(5)製發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員工工作服、工
作鞋、登山裝備及相關配件等經費270千
元，係業務費。
(6)員工因公出差1,400千元，係業務費。
(7)辦理替代役男之宿舍、訓練管理及相關
業務等經費150千元，係業務費。
(8)辦理籌備處搬遷至行政服務園區搬遷等
費用551千元，係業務費。
(9)園區公共意外責任險、建物財產火災保
險費等120千元，係業務費。
(10)公共設施建物安全檢查及設施維護等經
費140千元，係業務費。
(11)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1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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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委託辦理潛在型國家自然公園調查與評
估計畫經費1,000千元，係業務費。
(13)推動美濃國家自然公園(辦理凝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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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相關會議，或依國家公園計畫委員
會決議擬訂美濃國家自然公園計畫書、
圖)經費500千元，係業務費。
(14)辦理地方經營管理諮詢，蒐集各界對國
家自然公園與周邊住民、民間團體、行
政單位經由管理及共管之意見，配合國
家自然公園計畫整體性發展，辦理國家
(自然)公園法規及資源保育觀念教育與
推廣250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
10千元)
(15)為與社區及民間團體建立夥伴關係，辦
理各項業務協調溝通、建立合作機制、
座談活動及輔導周邊社區文創商品與製
作等經費350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
經費10千元)
(16)委託辦理淺山型生態社區與解說培力規
劃經費1,300千元，係業務費。
(17)健全災害防救體系、加強區域內巡察護
管及緊急救難等人員訓練、執行緊急救
難、災害搶救等業務(含委託辦理計畫2
,500千元)及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遊
客安全及緊急救護系統建置計畫經費所
需經費3,000千元，係業務費。
(18)委託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遊憩行為對
環境衝擊之影響評估及管理計畫經費90
0千元，係業務費。
(19)辦理教育訓練等工作經費100千元(山野
、救難、攀岩、探洞、生態保育及其他
相關專業知識等)，係業務費。
(20)辦理海域及陸域環境清潔整理計畫等經
費7,500千元，係業務費。
(21)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辦理觀摩及研習
活動、教育手冊編制等經費100千元，
係業務費。
(22)辦理資訊系統維護700千元，係業務費
。
(23)購置教材、圖書、期刊、影片等費用10
0千元，係業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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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辦理志工招募、教育、服勤津貼及保險
等經費1,000千元，係業務費。
(25)植栽撫育及管理、棲地保育等計畫經費
500千元，係業務費。
(26)辦理野生動物救傷處置、流浪犬貓移除
安置、病害防除及預防管理、保育成果
蒐集、編製、成果發表或研討會等經費
2,125千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30
千元)
2.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及環境教育等相
關經費8,400千元，係業務費(含委託辦理環
境教育經營與推動計畫2,200千元、委託辦
理重要環境資源解說手冊1,800千元、委託
辦理史蹟活化利用保存及展示計畫1,000千
元、平面解說或影音出版品或摺頁等規劃製
作、辦理解說及環境教育推廣活動、遊客中
心展示內容建置製作及特展規劃執行計畫、
解說媒材及宣導品製作、遊客中心導覽解說
系統建置、遊客滿意度調查等)。(含宣導費
300千元)
3.委託辦理保育相關計畫經費5,925千元，係
業務費（含辦理園區棲地環境監測及復育計
畫1,000千元、高位珊瑚礁生態系及劣化棲
地演替監測計畫1,000千元、臺灣獼猴族群
暨健康監測計畫2,925千元、外來種植物移
除及原生植物復育計畫1,000千元、淺山保
育行動綱領規劃及推動等）。
4.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內各項服務設施整建
維護相關設計與工程經費43,004千元，係設
備及投資，包括：
(1)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環境教育暨行政服務
園區整建工程案21,854千元。
(2)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遊客中心解說展示及
服務設施工程總經費12,000千元，分2年
辦理，104年度已編列250千元，本年度
編列第2年經費11,750千元[含工程費10,
832千元、工程管理費213千元(10,832千
元×85%×1.5%+75=213千元)、設計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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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705千元(10,832千元×85%×0.089+13
5-250=705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
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3)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園區綠色步道建置計
畫總經費30,000千元[含工程費27,363千
元、工程管理費432千元(27,363千元×8
5%×1%+200=432千元)、設計監造費2,20
5千元(27,363千元×85%×0.089+135=2,
205千元)]，採一次發包，分2年辦理，
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7,400千元(含設計
監造費1,255千元、工程管理費78千元、
工程費6,067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
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4)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區內設施維護工程2,0
00千元(包括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園區
內相關設施拆除、木棧道、遊憩平台等
相關既有設施檢修及維護；解說、公告
、指示等相關牌誌之建置、檢修與維護)
。
5.辦理資訊業務系統開發、擴充及購置資訊設
備經費5,290千元，係設備及投資，包括：
(1)網路及資訊週邊設備等經費1,422千元：
遊客中心服務電腦系統建置(含民眾查詢
服務系統、展示互動系統及視聽中心影
音系統等電腦設備13台，每台24千元，
計312千元，A3雙面彩色印表機3台，每
台70千元，計210千元)；擴充網路防火
牆、路由系統及主機記憶體升級等機房
硬體設備900千元，總計1,422千元。
(2)購置行政相關資訊系統(含園區及新行政
中心通訊系統、影音系統、監視系統、
民眾互動系統等)建置及既有功能擴充2,
573千元。
(3)購置套裝軟體(含防毒軟體、辦公室軟體
、繪圖軟體及其他應用軟體)等經費295
千元。
(4)遊客中心擴增實境建置經費1,000千元(
含系統之設計規劃，整體操作介面、平

10

營建署及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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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8112000 公園規劃業務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212,665
明

臺建立及使用端之軟硬體建置等)。
6.雜項設備經費4,800千元，係設備及投資，
包括：
(1)保育巡察護管、登山相關業務及災害防
救、緊急救難等人員所需單眼相機1台，
每台70千元，計70千元、高階望遠鏡2台
，每台70千元，計140千元及其他通訊、
器材、規費、裝備(包含特別服裝)等計
經費90千元，計300千元。
(2)購置行政園區辦公室等家俱設備1,000千
元，包括中小型會議室2間，計650千元(
含系統櫃2組，每組62.5千元，計125千
元、會議桌椅2套，每套(20人)150千元
，計300千元、辦公桌椅4套，每套40千
元，計160千元、沙發及窗簾2套，每套3
2.5千元，計65千元)、防災中心執勤及
視聽等設備1套計300千元(含系統櫃1組6
2.5千元、會議桌椅1套(8人)60千元、辦
公桌椅1套40千元、沙發及窗簾1套32.5
千元、螢幕及電視盒2組，每組50千元，
計100千元、傳真1組5千元)、值勤室家
俱1套50千元(含桌椅1組12千元、櫃子1
組13千元、窗簾及床組等1組25千元)，
合計1,000千元。
(3)辦理動植物與地質標本製作1式2,100千
元(規格依採集標本種類而定)、保育研
究中心冷凍設備2組，每組40千元，計80
千元、烘烤設備2組，每組15千元，計30
千元、加熱設備2組，每組25千元，計50
千元、監視設備10組，每組15千元，計1
50千元、攝錄放影設備2組，每組45千元
，計90千元、實驗室相關研究設備5組，
每組100千元，計500千元、天文觀星設
備5組，每組100千元，計500千元，共計
3,5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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