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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要

• 參與式預算的基本理念

• 參與式預算的台灣經驗（行政部門推動的三種模式）

• 社區大學如何回應及參與？



參與式預算的基本理念

• 參與式預算是一種廣泛的理念，沒有單一的實
踐模式。

• 「弱」定義：「市民透過參與式預算的決策過
程，針對公共資源的分配進行審議和協商」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s a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rough which citizens deliberate and 
negotiate over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參與式預算的基本理念

• 「強」定義（Sintomer et al. 2012, 2013）：

1. 必須處理財政和預算問題。

2. 至少必須包括市鎮或區的層面（其中有由人民
選舉出的機構，並擁有某種程度的行政權）。

3. 必須是重複的、例行化的過程（不能只是一兩
次的投票或會議）。

4. 必須包含會議或論壇形式的公共審議。

5. 必須對結果有某種程度的問責。



參與式預算的基本理念

• 比較：在沒有「參與式預算」的狀況下，一般民

眾若要監督預算問題，只能（1）在議會的「預

算會期」中旁聽，關心議員審議預算的情形；

（2）研究決算審核報告，找出有問題的部分。

• 但在行政部門的作業階段（預算編列及執行），

民眾通常沒有介入的空間。

 參與式預算就是試圖補強這個環節。



參與式預算：從巴西到全球

• 1988年，巴西工人黨（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PT）在
東南沿海的城市愉港（
Porto Alegre）取得執政
權，1989年起在該地推
動參與式預算。

• 1996年，聯合國人居會
議（United Nations 
Habitat Conference）將
愉港的參與式預算選為
全世界都市治理的「最
佳實踐」之一。 巴西愉港參與式預算（區域大會實況）



愉港參與式預算：歷史與政治脈絡

• 早在1970年代，愉港各區的社區組織（1983年整合為愉港社區協
會聯盟〔UAMPA〕）便投入民主化運動、反對軍事獨裁，要求市
政府提升公共服務品質、讓在地居民參與預算的決策。

• 1980年下半葉起，UAMPA開始主張市民有權參與編列市政預算。
UMPA在1986年的一份出版品中寫道：「決定市政府行動的最重要
面向，是公共資源的配置。我們希望在每個鄰里、每個區域、整
個都市中參與投資優先順序的決策」。

• 此外，解放神學運動、（受Paulo Freire啟發的）人民教育運動等都
要求政府的施政透明化、將權力下放給公民。

• 預算權力的分散化並不是工人黨單方面的倡議（甚至本來不是該
黨的主要政治議程），而是有深厚的社會根源。



參與式預算：從巴西到全球

• 目前全球已有超過1500個城市（宣稱）推動過「參與式預算」。



參與式預算：從巴西到全球

實施範圍

• 鄉鎮（如浙江溫嶺的澤國鎮）

• 縣轄市（如日本千葉縣的市川市）

• 都市的市轄區（如芝加哥、紐約的部分市轄區）

• 首都、直轄市或州首府（如巴西的愉港、聖保
羅、美景市；法國的巴黎；葡萄牙的里斯本、
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

• 全州（如巴西的南大河州）



參與式預算的台灣經驗

由行政機關推動：（1）完全開放模式

• 開放各轄區民眾提案（任何類型的提案皆可）、審議及投票，根據提案
性質交由相關局處評估改善，再納入當年度預算或下一年度的概算。

• 優點：對提案類型的設限小（可能只有經費上限、必須符合法令及政策
規劃方向等基本要求），可鼓勵市民發揮創意。

限制：

• （1）可能同時涉及各局處業務，若基層公務員不瞭解參與式預算的基本
原理，勢必發生抱怨及衝突，因此推動前必須針對各局處、各區公所人
員進行深入培訓。

• （2）這種模式只是開放市民提案，但如果缺乏民間培力機制，將難以確
保市民的提案意願及提案品質。



檢討與討論

• 如何積極開發民間參與者，而不只是把責任丟給各區公所？

• 民間團體的角色為何？可以在哪些階段協助培訓及民間組織工作？

• 里長、里幹事的角色為何？

應避免完全依靠里長動員。理由：

1. 里長往往事務繁忙或有各種政治考量，很難期待所有里長都高度配
合。

2. 里長的動員可能複製既有的政治及人際網絡，使不同黨派的里民持
觀望態度或不願參與。



參與式預算的台灣經驗

由行政機關推動：（2）各局處模式

• 由個別局處推動與該局處業務有關的參與式預算，將一部份預算額度
或計畫交由市民提案、審議、投票。

• 為新北市（經發局、勞工局、動保處）優點：為漸進式推動，衝擊較
小，可結合既有的業務（如社造、就業、節能……）來推動。

• 限制：（1）如果不能結合民間的培力機制，將難以提升民眾的參與
意願及提案品質。（2）如果只由個別局處辦理，可能難以制度化。



參與式預算的台灣經驗

新北市節電參與式預算（經發局推動）

程序：

1. 公告甄選執行團隊（非由市府直接執行，而是委由民間團體推動）。

2. 由委員會審議，選出兩個執行團隊（永和社大、盧荻社大）。

3. 市府主辦培力課程，執行團隊必須參加，以瞭解審議民主、參與式預算

、社區節電規劃等理念。

4. 執行團隊至民間說明、組織及培力，協助市民形成提案小組。

5. 市民提案後，辦理「審議日」，由市民針對各提案進行審議及投票。

6. 由公部門的委辦單位執行票選出的方案，提案人與社區大學有權參與。









檢討與討論

• 如何使民間的執行團隊不只是政府機關委託的「廠商」，處處受核銷

期程等問題束縛？如何落實由下而上的組織、動員、監督，而不是讓

民間執行團隊變成「被政府監督」？

• 比較：新北市勞工局推動的「三峽區身障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

，動員機制主要是透過區公所、里長、里幹事。

未來觀察重點

• 「審議日」辦理的情形

• 市民票選出的方案執行情形

• 兩間社區大學對參與過程的檢討



參與式預算的台灣經驗

由行政機關推動：（3）混合型

• 由個別局處推動特定類型、特定範圍的計畫，交由市民提案、審議、投
票，但不對市民的提案類型設限。

• 為台中市（都發局）的做法：台中中區參與式預算。高雄市政府研考會
與交通局也即將以這種模式在哈瑪星推動。

台中都發局參與式預算

• 以中區範圍為限，蒐集民眾構想。

• 地方動員機制：2 場地方說明會 + 34 場客廳座談會

• 共六百萬供提案，一案一百萬。

• 執行團隊：主持人 + 兩名專職 + 1.5 個兼職



台中市中區參與式預算
（都發局推動）



台中市中區參與式預算：
住民會議流程

召開住民會議前，由全促
會召開工作坊，培訓會議
工作人員（分組討論主 / 
副主持人、記錄員）



住民會議及後續

• 10月24日下午1時至5時，於中區光復
國小禮堂辦理住民會議，現場吸引兩
百餘位關心中區發展的市民參與。

• 會議分為基礎建設、教育文化、產業
、社會福利、其他五大類共十一組討
論，最後提出29個活化中區的創意計
畫，原預計現場票選出12個提案，但
因其中兩案票數相同而並列入選，共
計13案入選。

• 11月14日票選出前六高票（總投票數
為2149人），獲得市府「保證實施」
的承諾。













1. 中山路257巷百年人文巷道風華再現

2. 邊緣兒童課輔旗艦計畫

3. 台中火車站公車站牌資訊改善計畫

4. 中區展覽會館設置及辦展

5. 中區八里街道美化及路權改善

6. 綠川南洋音樂節

7. 活化中區停車格充分利用週邊停車場

8. 城市綠色光廊

9. 中區商圈智慧化

10. 智慧商圈系統整合APP

11. 南洋文化國際街

12. 中區千越大樓重生轉型生態藝術城整合與規劃設計案

13. 空間交通標示友善：大眾運輸公共空間增加東南亞多國語
言身心障礙及圖示



檢討與討論

• 市府是否提估充分的行政支援？是否急就章？

• 交由學者組成的團隊（學者 + 2名專任 + 1.5名兼任）進行地方的宣傳、
組織及動員（2場地方說明會 + 34場客廳座談會），是否適合？人力是
否過於吃緊？

• 住民會議前的宣傳、組織時間是否太短？

 兩個多月必須跑完全台中市

• 住民會議是否過於單薄、審議成分不足？

 一個下午必須交換構想 + 提案（製作海報） + 說明提案 + 投票

未來觀察重點

• 市民票選出的六個方案，是否確實交由各局處研擬執行？如何執行？

• 明年是否繼續舉辦？由哪個局處舉辦？



社區大學如何回應及參與？

• 目前各縣市推動的參與式預算中，有社大參與的案例：

1. 青平台基金會在北投主辦的（非正式）參與式預算：北投社大。

2. 新北市經發局的「節電參與式預算」：永和社大、蘆荻社大。

3. 2016年高雄市交通局在哈瑪星推動的參與式預算，亦準備結合社大
的力量。



社區大學如何回應及參與？

• 為什麼要參與？

1. 執行計畫的過程中，可發掘潛在的學員或志工。

2. 執行計畫的過程中，更瞭解在地的重要議題，有助於豐富社大對未
來經營的想像。

• 社大的優勢

1. 瞭解在地需求：如果是針對特定行政區的參與式預算，當地的社大
可協助市民發掘問題、設定議題、形成提案。

2. 有在地的組織網絡：可透過學員的人際網絡、自主性社團來擴大宣
傳動員。

3. 有審議經驗：相較於公部門，社大的工作人員及學員多半較具有深
度討論、審議的經驗。



社區大學如何回應及參與？

• 如何參與？

1. 主動出擊：瞭解各縣市推動參與式預算的狀況，盡量促成公部門採用
「與社大合作」的模式，開發社大參與的管道。

2. 互通有無：瞭解其他社大在投入參與式預算的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3. 設定議程：確立社大自己對參與式預算的定位，討論該如何將其放進
短中長期的工作計畫。



謝謝聆聽，請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