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營建署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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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承辦單位

400

0202 水電費

300

0203 通訊費

100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300

0271 物品

400

0291 國內旅費

並分述如下：

3,201

0201 教育訓練費

0279 一般事務費

明

理計畫，所需經費3,201千元（公建計畫），

源調查及經營管理計畫
0200 業務費

說

209,333

1.經營管理計畫經費1,350千元，係業務費，
包括：
(1)辦理環境整理計畫等經費350千元。
(2)辦理志工招募、教育及服勤團體業務協
調溝通等經費200千元。
(3)與社區及民間團體業務協調溝通等經費2
00千元。

1,301

(4)植栽撫育及管理計畫經費200千元。

400

(5)辦理經營管理相關教育訓練等經費200千
元。
(6)員工因公出差200千元。
2.辦理解說教育計畫經費500千元，係業務費
。
3.辦理保育研究計畫經費500千元，係業務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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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千元，係業務費
。

05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及

9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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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62千元（公建計畫），並分述如下：
1.經營管理計畫經費36,028千元，包括：

49,476

(1)服務中心、管理站及辦公室等水費及電

200

費等2,438千元，係業務費。

0202 水電費

2,438

0203 通訊費

1,500

(2)通訊費1,500千元（含郵資），係業務費
。

0215 資訊服務費

700

(3)為執行巡邏維護及步道巡查等業務（含

0219 其他業務租金

810

潛在國家自然公園範圍調查、會勘及至

0221 稅捐及規費
0231 保險費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251 委辦費
0262 國內組織會費
0271 物品
0279 一般事務費

各點座談會辦理等需求，如美濃、大小

1

崗山、漯底山、大肚山等地）所需經費5

556

92千元，係業務費：

1,000

<1>租用9人以下小型客貨車輛3輛450千元

11,616

，租車油料122千元（每輛每月汽油13
9公升，每公升24.4元，年需122千元

50

）。

1,957

<2>公務機車2輛，油料15千元（每輛每月

26,245

汽油26公升，每公升24.4元，年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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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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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金額

承辦單位

說

209,333
明

500

千元）、養護費3千元（每輛每年1,70

0283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3

0元，計需3千元）、規費1千元及機車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400

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保險費1千元，合計20千元。（詳公務
車輛明細表）

0291 國內旅費

1,500

0300 設備及投資

42,286

遊客中心視訊媒體資訊播送服務設施之

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1,500

光碟片等；非消耗品1,000千元，含行政

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34,700

服務園區之辦公傢俱及相關用品等，合

0305 運輸設備費

(4)消耗品500千元，含購置辦公文具用品及

計1,500千元，係業務費。

144

(5)製發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員工工作服、工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4,642

作鞋、登山裝備及相關配件等經費198千

0319 雜項設備費

1,300

元，係業務費。
(6)員工因公出差旅費1,5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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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共意外責任險、建物財產火災保
險等保險費用305千元，係業務費。
(9)公共設施建物安全檢查及設施維護等經
費500千元，係業務費。
(10)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4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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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辦理資訊系統維護700千元，係業務費
。
(12)影印機租賃及影印等費用800千元，係
業務費。
(13)辦理行政服務園區暨遊客中心環境清潔
及綠美化整理計畫等經費1,200千元，
係業務費。
(14)委託辦理潛在型國家自然公園（含辦理
推動美濃國家自然公園相關事項）調查
與評估計畫經費768千元，係業務費。
(15)委託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計畫通盤檢
討，總經費5,000千元，分2年辦理，本
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2,400千元，係業務
費。
(16)辦理地方經營管理諮詢，蒐集各界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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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209,333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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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編製國家自然公園
公告禁止事項相關教育手冊、摺頁製作
等經費250千元，計500千元，係業務費
。（含宣導經費250千元）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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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千元，係業務費。（含
宣導經費300千元）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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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搶救等業務所需經費及辦理山
域事故人命救助所需相關救援裝備（含
特殊服裝、透氣防水外套及萬用工具組
）及緊急備糧、會費等所需經費3,700
千元，係業務費。
(19)辦理教育訓練等工作經費200千元（採
購、資訊、環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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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7千元（含風災環境整理及戶外
燈具檢測維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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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教材、圖書、期刊、影片等費用15
0千元，係業務費。
(23)辦理志工聯盟大會、志工招募、教育、
服勤津貼及保險等經費1,500千元，係
業務費。
(24)原生植物苗木培育及復育、植栽撫育及
棲地保育管理等計畫經費1,000千元，
係業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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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209,333
明

(25)辦理解說服務提供及訓練，執行遊客中
心、展示館等解說導覽、遊憩諮詢、影
片播映等服務經費1,5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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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入侵
種生物移除及防治、保育成果蒐集、編
製、成果發表及研討會等經費3,600千
元，係業務費。（含宣導經費500千元
）
2.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及環境教育等相
關經費9,416千元，係業務費（含賡續委託
辦理環境教育經營與推動計畫2,400千元、
委託辦理重要環境資源解說手冊864千元、
委託辦理史蹟活化利用保存及展示計畫1,15
2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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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中心展示空間及公共空間設施維護保養、
遊客中心視訊媒體、資訊播送服務設備耗材
及備品採購、年度特展規劃執行、解說媒材
及宣導品製作等）。（含宣導經費1,000千
元）
3.委託辦理保育相關計畫經費4,032千元，係
業務費（含賡續辦理臺灣獼猴族群調查、生
態資源及經營管理資料庫建置計畫1,728千
元、辦理高位珊瑚礁生態系及劣化棲地演替
監測計畫864千元及石灰岩洞洞穴監測經費1
,44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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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0千元，係設
備及投資，包括：
(1)半屏山步道暨園區相關服務設施重置工
程總經費25,000千元［含工程費22,777
千元、工程管理費365千元（22,777千元
×85%×1.5%+75千元=365千元）、設計
監造費1,858千元（22,777千元×85%×8
.9%+135千元=1,858千元）］，採一次發
包，分2年辦理，106年度已編列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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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209,333
明

千元，本年度續編最後1年經費10,000千
元（含工程費8,916千元、工程管理費14
6千元、設計監造費938千元，並配合工
程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
(2)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園區綠色山徑步道系
統建置第3期計畫總經費25,000千元［含
工程費22,777千元、工程管理費365千元
（22,777千元×85%×1.5%+75千元=365
千元）、設計監造費1,858千元（22,777
千元×85%×8.9%+135千元=1,858千元）
］，採一次發包，分2年辦理，本年度編
列第1年經費15,000千元（含工程費13,8
61千元、工程管理費219千元、設計監造
費920千元，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覈實於
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3)半屏山翠華路廣場新設公廁及周邊環境
改善15,000千元［含工程費13,590千元
、工程管理費247千元（13,590千元×85
%×1.5%+75千元=247千元）、設計監造
費1,163千元（13,590千元×85%×8.9%+
135千元=1,163千元）］，採一次發包，
分2年辦理，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1,500
千元（含工程費845千元、工程管理費15
千元、設計監造費640千元，並配合工程
結算總價覈實於得提列數額內執行）。
(4)園區既有老舊燈具更新工程4,700千元（
包括辦理旗后山及大龜山既有老舊燈具
更新）［含工程費4,216千元、工程管理
費108千元（4,216千元×85%×3%=108千
元）、設計監造費376千元（4,216千元
×85%×10.5%=376千元）］。
(5)園區既有設施維修工程（開口契約）5,0
00千元（辦理園區遊憩服務設施零星修
繕及災損更新）。
5.為園區保育巡查作業並符合環保交通設備，
購置電動機車2台，每台72千元，計144千元
，係設備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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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209,333
明

6.辦理資訊業務系統開發、擴充及購置資訊設
備經費4,642千元，係設備及投資，包括：
(1)網路及資訊週邊設備等經費497千元（含
不斷電系統25台，每台1.5千元，計38千
元、個人電腦6台，每台29.4千元，計17
6千元、A3彩色印表機2台，每台50千元
，計100千元、A3彩色掃描器1台20千元
、多功能事務機3台，每台10千元，計30
千元、平板電腦7台，每台19千元，計13
3千元，合計497千元）。
(2)購置套裝軟體等經費145千元（含Office
軟體專業版6套，Adobe Acrobat軟體專
業版4套，每套14.5千元，計145千元）
。
(3)行政及解說教育相關資訊系統開發、維
護及功能擴充3,000千元。
(4)辦理規劃智慧國家自然公園遊客安全及
緊急救護系統建置計畫經費1,000千元。
7.雜項設備經費1,3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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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國家公園遊客安全
預警系統、山域事故人命救助相關救援
設備等，購置所需相關通訊、器材、裝
備等經費計100千元。
(2)購置行政園區雜項設備570千元（含LED
字幕機1台70千元、環境教育暨行政服務
園區遊客人數計數器2套，每套250千元
，計500千元）。
(3)為提供壽山地區登山民眾休憩需求，購
置戶外休憩桌椅18組，每組35千元，計6
3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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