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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永茂教授 

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 

  在 line 群組上面提供 3 篇有關參與式預算文章給各位參考，這幾年，參與式

預算在台北、新北市及台中都有推展，在實際操作的過程，可能有些問題。在目

前，我們鼓勵政府跟公民社會之間有更多直接的溝通及更多的民主參與。在預算

審查，我們引進巴西觀念及運作規則，參與式預算在世界各國發展的很好，台灣

已有些基礎，今天我們請了學界和在地議會運作參與式預算的朋友，一起來針對

參與式預算的地方議會在文獻上的操作有哪些問題？那些優點？我們要如何去

改進？我們今天作進一步的探討，希望台灣在運作參與式預算的時候能更成熟。

首先，我們請葉一璋教授來做主講，然後再來聽幾位學界同仁和議會實務上的朋

友表示意見。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我們葉教授主講人以 15 分鐘，其他來賓以



10 鐘的發言。 

葉一璋葉一璋葉一璋葉一璋：：：： 

  主持人趙老師、兩位議員、陳議員、江議員，還有兩位在我們台北市參與式

預算做的經驗非常豐富的方教授跟施老師。今天這個主題由我來談，基本上我大

概只能做個介紹，談一下我跟這個主題結緣的過程，特別今天也很高興四位都是

實際參與的，特別是陳議員在達觀里試行，她等於是我們的一個模式，是台灣參

與式預算的一個模式，可以運用議員配合款，運用在里民的建設上。因為我本身

在世新大學，方老師也是，我們行政管理學系在參與式預算，從過去的公民會議，

審議式民主的黃東益老師，他現在政大，所以文山區是由他負責，我們有一個官

學聯盟，叫陪伴學校，我們負責中正區，我們系上還有一位老師，他是南港社大，

還有施老師，我們還有北投內湖等等，我們都是協助社群的人，一起來參與。 

  從過去公民會議、審議民主到參與式預算，我想參與式預算在台灣，從觀念

的引進，大概是 2013-2014 年，短短的幾年當中，等於是遍地開花，去年還有一

個不錯的六都的成果展，六都都有介紹這幾年他們在參與式預算的執行成果，我

想六都都有不同的特色，也結合我們在全世界看到的一些模式。 

  等一下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先簡單的談一下參與式預算，因為我這個 ppt 內

容有蠻多，實際上是趙老師給我 3 篇不錯的文章，方老師有 1 篇，我也拿了他那

1 篇，那 1 篇主要是介紹在台北市運作的整個過程，今天因為網路上線的關係，

本來有一個超連結，是看台北市在參與式預算，整個審議過程，包含提案、公民

培育這些系列的過程，這些我就不去談，我想等一下留點時間給方老師作補充說

明，然後陳議員可以談一下達觀里的創新模式。台中市應該是都發局的那個案子，

由江議員來分享。 

  趙老師有幾個主題，各位先看一下在主題裡面，本來有一個超連結，要先介

紹我自己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 John G. Matsusaka 幾年前寫的一本書 For the Many 

or the Few: The Initiative, Public Policy, and American Democracy，內容主要是談到

底所有的直接民主的制度，是為了多數人？還是為了少數人？ 

  我想包含審議民主、公民參與，甚至參與式預算，都是在解決代議民主的一

些困境。但是在美國，有蠻多的實證與聲音一直在談即便是直接民主，也很多都

是 for the few，由少數人把持真正最後獲益都是特定的團體，或是少數的利益團

體，或是參與式團體。他(Matsusaka)實證的結果，基本上是否決了這個看法，但

是他運用的資料全部都是和費用有關，比如稅 tax 跟花費(費用)。所以特別在美

國，如果你是運用直接民主，他是決策於所謂的稅收及支出上面時，基本上他得

到的證據是，如果你用直接民主手段，即支持所謂參與式，而且你參與式運用在，

特別是預算的決策，或者是支出的決策時，基本上他大多數受益的是大眾，而且

整個過程，比較不容易被所謂的這些利益團體把持，這是他的一個證據，首先我



提他的證據來給各位分享。 

  接下來，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重要主題是地方議會，事實上公民參與，在某

些程度和代議制度是一個競合關係，如何把一些競爭的關係，或者本來是零和的

遊戲，就是說參與式預算，也拿了很多原來是議會的權力，我們如何在這個背景

之下，能夠讓議會協助，將選民跟議員重新連結在一起，然後讓整個過程，最後

不要變成一個零和。 

  在國外也有一些的聲音，基本上有蠻多的議會，通常傾向不支持所謂直接民

主的制度，當然也有一些其它的原因。等一下容我提一個替代方案，在我的 ppt

上面，我寫著 Better Way Out。在美國最近這幾年，有一個運動叫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它的講法很簡單，就是說美國基本上發現，每 100 塊政府所花的

錢中，通常只有一塊錢是有理由，有證據支持該花的，有 99 塊錢，基本上通常

都是決策者，包含主要的首長甚至國會，或者是地方的議會這些決策者，他通常

受制於利益團體(Special Interest)，本著他自己傳統的經驗(Common Sense 或

Conventional Wisdom)，去使用納稅義務人的錢。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在納稅義務人的錢，都在很嚴重浪費。現在地方政府也

好，中央聯邦政府也好，他的資源是非常受限的。在資源受限的情形之下，興起

這個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Moneyball 是一個魔球，那個魔球，簡單講就是

說對於金錢的預算，或是納稅義務人錢的使用，都是以證據為導向。如同馬里蘭

州州長，曾經用一個案例說，他在當巴爾的摩市市長的時候，議會給他 20 名警

察，如果他是一個很公平的市長的話，他會公平的分配在各區，如果他有一點政

治性格的話，他會把 20 名放在初選人口最多的那一區，如果他非常非常有強烈

的政治性格的話，他會把 20 名警力放在他的選民最多的區域，但是他說，他對

其他地方政府一般會用的方案，都沒有使用，他最後將警力配置在犯罪最嚴重的

地方，就是證據顯示出犯罪最集中的地方。這個案例，就是所謂的 Moneyball。 

  現在我們的大數據，或這是地方的資料非常的豐富，犯罪的熱點，交通的熱

點、流量、空氣等等，這些一般公共服務都可以用，比如說地理資訊系統，或是

證據來支持的，所以就興起了美國這樣的一個運動。這個運動有所謂的一個

Moneyball All-stars 聯盟，由地方首長加上地方參眾議員，都在這個聯盟裡面，這

個聯盟現在有一些成果，它每一年發表成果，成果的好處剛好印證我講的，特別

對金錢的使用，如果透過類似像這種以證據為基礎的，或者是所謂我們叫公民參

與，事實上他是有一定成效的。 

  本來我的想法是想結合以證據為基礎，因為我們現在的參與式預算，民眾事

實上是有一個提案的工作坊，讓民眾透過比較審議的方式，針對一個議題的了解

跟資源的分配使用，他的過程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 Moneyball 的證據資料

Evidence Base 進來，我覺得可以把它涵蓋進來，然後可以讓參與式預算，在這樣

的背景跟的制度之下，可能議會也比較能接受，然後民眾也比較能夠接受，所以



我直接把結論講出來，等一下讓各位來討論，如果有時間的話，我再來回應過去

我們在台北市政府所參與的一些經驗，謝謝！(葉一璋教授演講簡報檔資料葉一璋教授演講簡報檔資料葉一璋教授演講簡報檔資料葉一璋教授演講簡報檔資料，，，，附附附附

在本文後面在本文後面在本文後面在本文後面) 

 

 

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 

  謝謝葉教授為我們做了一個大概的說明，讓我們了解在美國運作，從間接的

代議民主，繼而補強間接的代議民主，可是直接民主在程序上又有很多的問題。

剛剛提到的 Moneyball 案例非常好，透過很多的審議及與管道的開放，有的可能

真的沒有辦法解決，最後才進入到直接民主，有的時候看政策的衝突到什麼程度，

這個不是代議可以做的最後決定，但是基本上，這些政策有不同的層次，我們藉

這個機會，給幾位包括我們這些江議員、陳議員來表示看法，他們都曾在國外唸

過碩士，都很優秀，接下來按照這個次序，請凱弘老師。 

方凱弘方凱弘方凱弘方凱弘：：：： 

  主席趙老師，今天的發表人葉老師，兩位議員，施老師大家好，我想今天有

機會來這裡，跟大家分享台北市的經驗，不過剛剛葉老師提出了一些想法，我過

去沒有認真的思考過，我想就順著這個想法，一方面自己發想自己省思，跟大家



就教。 

 
方凱弘教授 

  參與式預算、代議民主跟直接民主，是不是一個競合關係？這個其實已經聊

蠻多了，包括在台北市民政局也跟台北市幾個陪伴學校的老師，我們也真正開過

研討會聊這個議題，在這個階段可能還是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想法，不過剛剛葉

老師提到那個 Moneyball 我覺得蠻好玩，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棒球迷，它裡面其

實是有一個核心，就是他是不是可以透過一些統計，去找到一些平常大家比較忽

略，對棒球的贏球是有幫助的，但是比較少被提到的這些統計關鍵的數據，來提

升用比較少的資源，達成比較多贏球的可能性，包括這些我們常講的像全壘打，

我們講的可能是打擊率，Moneyball 就提出上壘率，上壘率過去因為不是很重要，

所以你找上壘率高的球員， 就可以花比較少的錢，把他們簽下來。 

  如果順著這個角度想，我就思考參與式預算，是不是也可以達到這樣的功能？

結論是也許可以，至少我在台北市的參與經驗裡面，就有兩個很直接的感覺，第

一個感覺是，當有機會跟民眾在住民大會作互動的時候，確實可以聽到很多我在

學校裡面，在課堂裡面，或是我當立法委員助理時，我沒有機會跟民眾在那第一

線的場合裡面，直接請他們把他們的生活需求說出來，說出對公共議題的了解跟

想法，我覺得很不一樣。他們提出他們生活中所關切的議題，也許是他們鄰里的

一些問題，有一些人會提比較多的是跨鄰里的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可能可

以協助政府找到過去沒有被關切到的問題，這個是我從 Moneyball 去做一個思

考。 

  另外一個感覺是，我覺得可以思考的問題是過去我在學校教書的時候，或是

我去參與公民參與的時候，為什麼公民在和政府溝通的時候，會有那麼多的落差？

當然過去從公共行政的角度，我們覺得民眾對政府的運作，可能是不夠了解，我



們可能要去教育民眾，去做一些宣導，讓民眾知道政府怎麼運作，這樣才能夠妥

善的把他的需求，轉化為一些政策，包括我過去在當立法委員的助理時，我也是

從這個角度區作思考。 

  不過參與式預算讓我的人生產生另外一種形式，就是其實民眾的問題，他們

不會去分專業，不會去分局處，不會去分部會。他們不會想這些事情，而是政府

有責任把這些東西串起來，這也是剛剛我跟施老師在聊的時候，政府一些局處怎

麼樣可以透過自己內部的協調，透過自己的分工，把他們在業務本職上內應該做

好去把它完成，而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因為政府的專業分工，也許是大家都應該

管而最後大家都不想管，而讓公共服務的利益流失，我想這可能是政府可以去做

的一個思考。所以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的話，我想至少我過去參與的經驗，覺得

參與式預算在台灣，如果要能夠持續發展下去，議員的支持和地方首長的支持可

能是最重要的。 

  畢竟在這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使得跟民眾第一線接觸的這些會議，才能

夠再持續的辦理下去，而且這些民眾出來的時候，他們的意見也才會有真正有執

行公權力的人去聆聽，這是第一件事情。在這個邏輯之下，我們來看就議員的支

持來講，陳議員在新北市所運作的模式，議員大家都很熟悉。在台北市模式裡面，

在我們把民眾的需求匯集到區的層次，然後到台北市的層次，最後需要各局處介

入協調的時候，台北市政府的市長室，其實有派一個王專員，他承市長之命，幾

乎參與很多我們在跨局處溝通的會議，最後也跟民政局、台北市研考會共同希望

能夠把包括第一年第二年通過的案子，能夠把它落實。 

  可是過程當中，即使市府出了這麼大的力量，投入那麼大的人力、物力，甚

至市長直接的指示，它還是很困難，(陳議員插入提問題)因為局處之間業務屬性

的關係，第一個想法就是這不是我相關的業務，(陳議員插入提問題)即使市長指

示，他還希望各局處談出一個他們之間能協調的方法，如果直接下指示…。(陳議

員插入提問題)公民參與委員會的角色比較多是在提供政策的諮詢，畢竟公民參

與委員會還是一個體制外的委員會，我認為他其實是屬於市長諮詢的角色，跨局

處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市長和市長室的官員中去協調各局處把這些政策落實，確實

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畢竟是我親自參與親眼目睹，我也可以感受到市長對這件事

情的關注，還是發現他還是那麼難做到。 

  所以我覺得在沒有市長關注的情況之下，因為大部分民眾的問題，其實是不

會有市長關注的，他可能被忽略，即使被重視到，無法妥善處理的狀況可能更多，

包括今天早上李鴻鈞部長也提到，過去在新北市擔任副市長的時候，在推動很多

政策的時候，在規劃的過程，大家是覺得很理想，但是到跟民眾接觸，跨局處在

談的時候，他今天在談到一個案子，就是他在當部長的時候，有一個案子到經建

會去拖了好幾年，我想能夠到經建會的案子，至少院長應該也是很重視，可是在

跨部會溝通的時候，公共行政他就會產生一個困難，有重視當然是比沒有重視好，



這是台北市的模式，到區之後，最後還要台北市來做整合，在其他的地方政府，

除了剛剛講的議員模式，台北市政府的模式之外，台灣還有一種，像包括台中市、

新北市跟桃園市、高雄市，比較多的還是在局處的層次，他針對某些弱勢的議題

去做關注，台北市也有，台北市這兩年都是做新住民。 

 
葉一璋教授(中)，沈建文教授(左) 

  這樣的模式會不會比較好，其實我也不知道，不過某種程度上，他可以由市

政府先決定某一個特定的弱勢議題，然後由某一個專業局處來做，至少可以避免

掉的是跨局處的整合協調，由局長或處長直接來協調他所屬的科，我相信他的困

難度會小很多，這個大概是我過去比較沒有去思考的地方。今天在這個場合剛好

聽了葉老師的想法。我想也可以提出來，我後續自己在做參與式預算的工作推動

上的一個想法。 

  最後我再省思一件事情，就是在台北市的經驗裡面，包括在國內外文獻比較

少談的一件事情是，實際的參與內涵，到底什麼是參與？是不是把民眾找來開會

討論一下，就叫做是參與，到底他討論的廣度跟深度，包括我覺得最核心的是承

辦人員，他在過程當中怎麼引導民眾進行討論程序，他精緻到什麼程度，對我來

講，他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做準備，包括兩年經驗下來，到今天為止，我都覺

得我們做得還不是很好，常常開完會之後，覺得好像還虛虛的，好像還可以再談

多一點。 

  其實基於時間的限制，我們也覺得很難再花多的時間讓大家討論，所以我覺

得第一個問題是在參與的過程中，誰來參與？這在台北市遇到過，我相信在其他

的地方也會遇到，到底要邀請誰進來？在台北市我們曾經討論過，是不是要把要

把一些人排除掉？比如說不要讓里長動員，我們要讓更多的弱勢的人進來。目前

我的想法是，其實我們應該是擴大參與，盡量把更多的力量納進來。當願意參與



的人愈多的時候，自然而然那些我們比較不覺得應該為他做參與式的力量，自然

就會被稀釋掉，也許這是我目前的想法。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如何參與？如何參與大概是目前相關文獻談得比較少

的，也就是我們怎麼樣讓整個討論的過程，第一個是採平等發言，怎麼讓大家都

能講到話，怎麼樣讓那些來參與，但不願意提出想法的人，能夠盡可能地都表達

他的意見。再來就是在討論的過程當中，怎麼樣讓他們能做審慎思辯，這也是要

回到葉老師剛提到的，我們是不是有辦法提供資訊，不過這也確實很難。民眾現

場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怎麼有能力在現場提供一些專業上的意見或資訊，來讓他

們能夠思考或思辨。另外一個角度是，我們希望他能夠回來第二次，我認為其實

那在實務上是更難，這個要怎麼去處裡？這些可能都屬於後續的工作。在台北市

用了很多的時間來談決策，那決策現在來講，就只能投票，內湖區有一次依照選

舉的規模，把那個票匭搬出來，進行秘密投票。 

  為什麼這樣？因為有一些區像包括我住的中正區，一要進行投票的時候，就

可以看到現場有一些里長在拉人，有一些其實想投別人，因為礙於里長的關係，

就投給里長要的人。內湖區有一次就做了秘密投票，其他區也做了一些調整修正，

至於怎麼投比較好？是複數投票還是一人一票等等？這些其實裡面都有很多的

細節可以去思考。 

  當然就政治學來講，投票的方式就會影響到結果，我們怎麼樣確保讓投票的

方式，更符合我們在參與式預算所希望能達成的目標，至少能讓參加的人能夠信

服，也讓我們花很多的努力來籌備承辦業務的人，覺得我們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

事情，我想這大概是我在參與過程當中，在第一輪先提出來。 

  最後我想參與式預算，這幾年在台灣很熱門，很多人在談，但畢竟它還是政

策工具，所以不管是議員模式，還是台北市政府直接下去執行的模式，或者是包

括台中、新北、桃園所謂的這個局處的模式，我想都是可行的，只是說在什麼機

會，在什麼時間點，用一個我們認為比較好的方式，讓這個政策工具，能夠協助

我們解決政策的問題、民眾的需求或是弱勢的照護。第一輪先這樣，謝謝！  

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 

  謝謝方老師，因為他除了專門研究，也實際參與過，今天他也提出幾個很重

要的觀點，特別是我們在政策過程裡面，包括今天李教授所提的，我們學理上叫

做顧忌，就是局處內部之間的溝通整合。另外一個，就是外部的這些政府行政跟

立法之間的溝通整合。為什麼內部的溝通整合會是一個關鍵，就是因為他要負責

執行，執行不好，你再好的溝通都沒有用，剛才我們陳議員也有提到類似問題，

這個部份的確是非常重要，像中國大陸現在有一些學校，有六七個副校長，當然

可能沒有那麼多的必要，也有人講行政院副院長才一個是不夠的，包括副市長，

功能性的副市長很重要，他要去整合，把東西逼出來，做出來是最重要的。 



 
會議現場 

  所以參與式預算可能是滾動式，第二次再補強一些參與，但是重點是要執行，

這個參與把一些政策弄得比較完整可行，包括很多來自學界或利害團體之間，跟

議員政府官員交叉提出來。所以剛剛方老師也提到重要的一點，參與資訊的開放，

也許不太方便，或是二次的、網路的，或是追蹤的專案的相關意見跟反映，這些

事實上在推動預算，是管理或是一般治理的時候，是要編列治理預算的。 

  有些為了執行為了追蹤，像我們台灣大學有 2000 位老師，我的助理有 3500

個，他這些人把一些計畫執行出來，是要一批人進場，所以在治理上面應該要編

預算做一些審查資料的追蹤，或是審查者的一些反映，主要還是協助執行的工作

完成。政策的完整和執行的徹底，是非常的重要，這個部份，我們在技術上怎麼

來克服是很重要的。還需要很多政策性的工具跟過程來完成這些東西，包含組織

的調整及很多協助這個政策的形成跟政策執行的這些公務員、約聘顧問、助理來

完成，這些配套也很重要，這一部份台灣還在發展當中。事實上，真正審議式民

主及審議式預算都不是美國會運用，從學理上來看，目前只有民主的小國家會用

審議式民主及審議式預算，像巴西、丹麥都是民主的小國，也就是說台灣本身也

可以發展一些新東西，接下來請施老師。 

施聖文施聖文施聖文施聖文：：：： 

  大家好，我很佩服方老師，在實作之餘還可以寫研究，像我都快忙死了，都

沒有辦法寫這些東西，但是我覺得這兩年忙，對台中來講不是沒有幫助。我舉兩

個例子，第一個，去年 10 月我去西班牙，代表台灣民主基金會去參加世界民主

全球論壇，在那一次的交流中，他們對於台中以及對於台北的操作，都有蠻好的

印象，因為在一般的歐洲或者是南美，或是北美，他們所設立的行政區的人數，

大概不會超過 10 萬，可是以台中和台北市一個行政區，像豐原就超過 20 萬的人



口，其實他們都非常的訝異可以這樣子的操作，我覺得這是台灣在國際上做參與

式預算的亮點。 

 
方凱弘教授(左)，施聖文(右) 

  第二個是，在國外做直接民主過程，多半都是在做一些各種對時局、對政府

上面的缺漏進行一些抵抗。在那一次的全球論壇當中，尤其是西班牙，他們透過

許多的網路技術，透過許多政府資訊公開的模式，喚醒西班牙一些年輕人，對於

政府治理的一些漏洞，一些黑箱，然後喚醒他們起來做一些事情，所以網路技術

這件事情，成為西班牙那一次論壇非常重要的主題。台灣在做 Open Government 

及 Open Dada 在國際間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這是第一個我要提的例子。 

  今年 2 月，台灣民主基金會邀情一些北美的學者來台灣介紹跟參與式預算有

關的操作，其中有一個單位就是紐約的一個參與式預算的組織，叫 PBP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oject)，PBP 基本上是全球研究參與式預算最重要的基金

會。上上個禮拜我們接到 PBP 的執行長，特別把台中的 PB 放在他們的執行地圖

底下，待會如果議員有興趣的話，我可以秀給你們看，大概是台灣唯一放在 PBP

地圖裡面的就是台中。 

  台灣這 3 年，從 2014 年開始，我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台灣突然就做起參與

式預算，但做公民參與是其來有自，已經是蠻久的事情。其實台灣做參與式預算，

在國際間是有一些亮點，我們也跟其他人做一些交流。我們在台中市，扣除第 1

年的試辦計畫，第 2 年正式執行之後，開創 4.5%的投票率這件事情，連芝加哥

市市議員 Alderman Joe Moore 議員都嚇一跳，所以他們也在想這個東西怎麼

做，。 

  在台中做參與式預算，我們一直在問的一個問題，就是直接民主這直接兩個



字到底要怎麼做？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就像直銷商一樣，先把市政府、區公所

提供給我們的所有各種人民團體名單，這個名單不管是有立案的，沒有立案的，

只要有電話都可以用，有媽媽的烹飪教室，我們就一個一個的打電話。我記得我

們第 1 年，常被人家說我們是詐騙集團，第 2 年慢慢的在中區有迴響，然後包含

市政府在中區也做出幾個民眾質詢的案子，到了第 2 年執行的時候，台中中區就

幾乎只要宣傳單發一發就可以了，人數也不會比第 1 年還少。 

  所以重點其實在於對參與式預算，除了我們之前講的社會組織技術，以及公

民社會組織技術之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就是市府對於民眾提案執行的承

諾在哪裡？江議員最清楚，因為有時候市府他很容易就想要敷衍了事，他不去跟

民眾去解釋現在市府的一些提案計畫。我舉一個例子，今年豐原地區想提一個鐵

馬道的案子，但是鐵馬道在市府已經有一個整體規劃，所以都發局在溝通的時候，

提案人也覺得原來市府已經有這樣的案子，所以他就主動的撤案。所以民眾他不

管你局處是什麼，他只是想要知道在這個溝通的過程中，市府對民間的提案到底

有哪些想法？以及做怎麼樣的溝通？ 

  2015 到 2016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市府在溝通一直沒有到一定的位置，我想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台中一直在朝向做一個公民培育的工作，從 2015 開始一

直到今年，我們就開始一直不斷的想，希望能夠在這一個社會技術上做很多的突

破，包含我們和社造單位合作，包含我們進入到一個台中市社造的委員會裡面，

包含把參與式預算也納入社造的課程裡面去，一直希望充分的把各種民間能夠動

用相關的培育組織串連起來，這是台中現在想要執行的。 

  當然這個模式也開始慢慢的走到一個瓶頸，這個瓶頸，大概就是出在兩個層

面，第一個層面是我們到底要拿什麼樣的資訊跟民眾討論？這個所謂 Open Data

這個事情，應該是這兩年每一位都會市長都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但是 Open Data

我覺得這是一個專業的技術，而不是我現在掛了一大堆 pdf 的資料，然後要大家

自己去查，目前有很多的單位就是這樣去敷衍這一件事情。Open 絕對不是那麼

的單純，我把厚厚的一本預算書放在上面，請問誰看得懂這個東西？他們現在也

在反省，到底是誰在看？看完以後要幹嘛？其實這些反省，都在這一年當中慢慢

的開始凸顯出來，這是我們在跟民眾做培育、做討論、做各種溝痛、各種的說詞

的時候，遇到一個很大的麻煩，就是我們到底要拿什麼東西，跟民眾講什麼東西？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們在談社造，在做社區工作的時候，我們看到傳統

的社造，喜歡蓋牌樓，喜歡做彩繪圍牆，可是這個東西在社造已經越來越不想往

這個方向走，除非你有一些配套，比如有駐地藝術家等等的方式，可是民眾他不

會那麼快，民眾以前看到別的社區這樣子做，他也一樣這樣子做，在這過程中，

民眾可能就是支持他的提案，他的提案就過了。這個東西要怎麼在之前的討論，

就可以把新的一些社造的概念引進跟他討論，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開放的

技術到底在哪裡？我們也一直跟社造中心在談這一件事情，包含這個東西已經不



是市政府層級的，我記得我在文化部做社區營造審查的時候，每一次都碰到這個

問題，這個社區到底領了多少的補助？沒有人知道，我覺得這是台灣目前很麻煩

的一部份，就是我們根本不知道政府的資源在什麼地方？補助有多少錢？很不清

楚。 

  所以我們在台中市參與式預算裡面有做了一個網站，我們希望未來，如果把

參與式預算當做 10 年來看的話，至少這 10 年每一個案子，我們都可以知道在什

麼案子，我們用了多少錢？所以會有一個 Open Data 的東西，而且他是一個 Open

的，他的整個程式碼都是 open 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共用，這是在制度面上的部

份。 

  我想跨部會的協調，剛剛方老師已經講很多了，台中市也遇到一模一樣的事

情，然後也有很多很好玩的模式，比如說研考會督考民政局去督考其他單位的執

行狀況，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模式，但是這就是一種運作，反正行政之間就是要

給他一點的時間做協調，這個部分剛剛趙老師也提到，需要更高層級的人出來帶

這樣子的一個推動平台。 

  最後我想要提的是，整個參與式預算，議員在台中市的一個衝突。我想大家

都知道參與式預算，我們在 2015 年的時候，我就想說服民政局把這個部分編成

常務預算，不要用二備金的方式，因為二備金一年就執行完了，算是短期的。但

是去年就遇到被刪減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東西會凸顯兩個問題，這個問題，這

10 幾年在巴西都有發生過，這是牽涉到議員預算決策權的問題，第二個是地方

建設的監督權這兩種權力。但是我很想為台灣的參與式預算做一個小小的，再退

回一點，其實我們根本沒有扯到預算這件事情，我們還沒做到預算這件事情，姑

且我們可以說是參與預算的執行。 

  依照台中市參與式預算來講，民眾決定的事，或是相關的計畫，它分為三個

預算可以執行，第一個就是原本今年度行政單位在去年議會就通過的預算項目底

下，符合民眾的執行項目就可以執行。第二個，如果這個部會真的沒有錢，他可

以跟市長簽二備金支應。第三個，真的都沒有錢也沒有非常嶄新的預算，那就提

到今年的議會底下。所以我們都還沒進入到真正的預算分配這件事，而是既原有

的預算項目去做執行，所以我們希望議員能夠瞭解這件事情，我們沒有想要奪取

議員的預算決策權，我們還沒有到這個層次，我們只是希望讓行政層級在執行預

算的時候，能夠讓民眾進來而已，這個預算是去年議會都通過的，這是第一個部

份。 

  第二個地方建設監督權，我們真的很希望當民眾提完案之後，議員來幫我們

監督，因為就我們民間單位，或是推動的廠商，根本沒有去做到這個為位置，所

以我們一直希望議員來監督，跟提案人一起監督行政單位到底怎麼做？這裡面就

出現很多的狀況，就是行政單位有時候根本不了解參與式預算，然後就亂講話，

反而把台中市政府打了一巴掌，所以這個東西也要牽涉到我們希望參與式預算，



可以跟議員一起做一個公共服務的創新服務模式，就是說大家可以結合起來。 

  就為民服務這個部分來講，我覺得現實一點，第一個他至少可以打破某種樁

腳的模式。第二個，我希望這樣的模式其實議員可以在參與的過程中，他可以更

理解民眾要什麼？社區要什麼？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相信可能他也就不會陷入

到一種黨派的問題，我真的覺得參與式預算不是黨派的工具，但絕對是議員的工

具，因為這個東西是由下而上的，議員可以一起共同的參與，我想就此做一個分

享，謝謝！ 

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 

  非常感謝施老師，在實務上，他操作很有經驗，結合學理提出幾個重要的觀

點，尤其是 Open Data。Open Data 在很多方面就是 Operation Data，政策形成過

程，本身也是要有一些預算才能完成。台灣很多民主才剛開始，特別是程序民主，

我們才剛開始，所以還是有賴年輕的議員，將來能夠不斷的，不要說前仆後繼，

但總是每一代每一代都要有他的貢獻，我們到這個階段，如何跟世界連結，讓台

灣的政治長新的芽出來。台灣民主不只是要政治上的民主，也要讓社會上的民主

進來。政治要跟社會民主結合，就像這幾年我提倡的要讓社會的代議來協助政治

的代議。而這個打開政治的過程中，就是要讓社會所需要的政策，能夠結合審查

跟議事的專業，跟很多研究專業的學術機構，一起共同來形成，來發展，而這些

發展都是為我們台灣的社會及下一代，這一部份施老師提的都非常重要。 

  關於 Open Data，很多 pdf 資料掛進來，也有它的好處。像昨天台大這邊，

我們要建立評估地方政府相關的指標，我們在國際上要做網路連結的時候，也出

現這樣的問題，發現很多個案操作的意見用 pdf 掛進來，很多老師的研究就靠這

些凌亂的資料。從這些資料中，有系統的知識就產生出來了，進而再促進某些這

方面的理解，若產生某一些問題，就再做進一步的釐清，這樣不斷的研究，其實

也有它的一些功能。台灣的 Open Data 世代來了，我們怎麼連結這些年輕人有價

值的研究跟社會的討論，這些材料還是有他的價值。 

  我們希望在參與式預算及社區營造上面再做努力，事實上，這些都是未來民

主的資產，只是我們怎麼樣在操作過程，透過像今天的討論，很多的技術層面及

組織內部的整合，讓相關的預算變成在審議式預算裡面，或是在預算審查裡面，

也就是說他本身就是在一個 Package 裡面，而他原來審查的預算還是可以適當的

加大，而且審查還是議員在審查，即使是輔助或協助，但是最後還是政治代議在

做依法決策。我們透過實驗透過經驗，尋找一些觀念的改變，讓審查依舊由議員

審查跟議會審查，但在行政階段先決定先執行那一段，也要保留一些相關的社會

參與跟民主參與的空間。這些的反省，事實上對台灣是很重要的，我想很感謝施

老師，這些很有價值很具體的論述。 

  現在我們請兩位議員提供你們的高見，每一個議員的體驗是不一樣的，資深



的議員有他的獨特的經驗，資淺的議員的感受跟敏銳度及受的教育都不太一樣，

大家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台灣的確需要很多的年輕人來參與，來進一步使原來舊

的政治有一些改變，讓新的政治新社會的發芽，能同時讓議會跟社會、學術一起

長進，我們先請陳議員。 

陳儀君陳儀君陳儀君陳儀君：：：： 

  趙老師，施老師，方老師，葉老師以及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想就施老師剛

剛講的，先做一個回應，基本上我是以一個實驗的態度，開始搞一個達觀里。104

年的 3 月處理一個建議款，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3 月到 8 月完成，8 月之後投

完票就是所謂的問卷調查之後，就去執行到了，年底 12 月的時候，竟然在審計

的那一塊，我們就被打臉說，他的 3 個案子掛在帳上，沒有去核銷，實際上是政

府的合約廠商，雖然已經做了事，還沒有去做核銷的動作而已，審計就說還沒有

執行完，可是在前端的行政已經做完了，那時候我就覺得有一點怪怪的，就是外

面調查完，但是在執行這一塊我自己也沒有再跟進往後去盯。 

  2 年後，到了去年 105 年，我就把我的區塊放大到整個行政區 66 個里，在

達觀里是 3000 人，60 萬元放進去，讓市民來決定用途，我是從 7 月份開始，我

就公開說我拿出 500 萬元，新店區有 30 萬的人口，66 個里，我自己下去操刀，

原來的達觀里是里長在操刀。 

  呼應剛剛趙老師說的，要有一個費用，因為後來我發現說，都是我辦公室的

行政費用，我以前做議員都只是負責去罵人，可是自從我做了這個參與式預算以

後，我覺得好辛苦，所以其實我很佩服各位老師下來做委託單位，然後陪伴著我

們一起去決定公民參與，我要說的是其實我自己在整個過程中，比如說一個提案

人或是一個團隊來，這個提案人他的一般的提案，我就是要陷在兩個極端兩個局

處，這麼小芝麻的事情，我就讓市政府去做，所以我在去年 7 月到 12 月，我辦

了 33 場的說明會，邀請的是不特定對象，我們用張貼廣告的方式邀請，有的時

候參加的人真的很少，我就覺得這樣子可能不行。 

  因為原來規劃的 33 場的主題，有 10 場跟教育方面有關的，所以我就到學校

裡面去做宣傳，我們就一起坐下來討論，通常我確定了方向以後，我就會向相關

的人來做邀請，大該有三分之一是教育類，其他就是新住民類，因為我有一個婦

女團體，要關注弱勢。 

  這樣子我每一個禮拜要辦一場，整個辦下來，我會收到 131 個提案單，裡面

有 39 個成案，就是市政府各局處裡面，找不到就是這個東西做不來，他想要創

新的，我就進去裡面做投票，其他就是很小的，政府可以下去做，我就發現他真

的是跨局處的，他可能是民政局，可能是經發局，也可能是水利局，或是任何一

個，在那個過程中，依我做新店市市民代表開始 9 年和市議員 8 年的服務經驗，

我很清楚哪邊有藏錢，哪邊有什麼，我覺得我們議員來做參與式預算，就像剛剛



有人講的，可以很快的達到目標， 

  可是過程中要花很多的時間陪伴一個提案人，他不會寫企劃，可是他很有想

法，如何讓他的想法落實成為一份企畫書，都要拜託助理來幫忙做，其實我的這

一套實驗構想，是來自紐約，為什麼說來自紐約，因為開始在達觀里的時候，我

們就找了中山大學的萬毓澤教授，海洋大學的吳建中老師，他們的觀念都是來自

於紐約的。 

  今年的時候，我到紐約市議會，我覺得紐約市議會，會從 5 個人到去年 25

個人，今年 30 個人，我覺得重點在於他們有 51 個選區，每一個選區有一個議員，

我的選區有五個議員在做的時候，有 4 個議員認為我幹嘛要做這件事情，我覺得

說我做會有一些困難，因為我服務蠻久了，會累積一點能量，我會跟這些市民有

一些互動，我覺得這個過程中，確實是由議員來推動參與式預算，是會比較容易

達成。 

  但是有件事情也讓我有一點矛盾，我以前只要罵市政府，可是現在我現在覺

得罵他沒有用，我直接自己來做，可是那個轉換點，是因為我長期覺得公務人員，

他沒有辦法去完成他的工作，乾脆我自己做，我覺得我那個角色會轉換，好像我

是一個公民，正好我是議員，就很容易去完成我們要做的事情，走到這條路，我

覺得當然議員做參與式預算是快，就是說不會到議會就被否決，可是就是有些議

員，他們不知道怎麼執行？ 

  我們那時候去紐約觀摩，不管是國民黨的議員，還是民進黨的議員都說很好，

我們也可以來提案，可是到了議會就做不出來了，因為他們沒這個經驗，不知整

個 SOP，我偷聽到他們說不可以現在推動，因為明年就要選舉了，如果現在推動

的話，到時候我們的網站上就只有陳儀君的名字，所以他們就認為以後再努力就

好了，以上，謝謝！ 

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 

  接著請江議員。 

江肇國江肇國江肇國江肇國：：：： 

  主持人趙老師、葉老師、方老師、施老師還有我們陳議員，我今天要講的其

實就是剛剛施老師講的內容。因為他畢竟是實際參與者，我和施老師之前幾乎沒

有遇到過，我們一直到今年預算被刪的時候，才在一起討論如何把它救回來，進

入到中區我的選區，做了這樣的一個計劃過程是沒有跟民意代表接觸的，他們會

去一通一通的電話打，但是不會打給民意代表，其實我是一個很超然的旁觀者，

那也是因為觀察，才肯定這個團隊在做事情，也會支持。 

  所以我也跟施老師講不用太沮喪，議會不支持並不是你們做得不好，而是像

剛剛講的，當然某種程度，議會的預算被分享了，或是預算決策權被架空了等等，



但是那些都是極少數的人，他們其實背後比較大的思考點，是他們認為這樣好像

比較像在綁樁腳，透過發錢，運用這樣的一個模式，把錢發給他們想要給的人。 

 
會議現場 

  換句話說，他們還是認為參與式預算是黑箱，盡管我們做得再怎麼公開公正，

所有的案子，先公展再第1階段第2階段投票等等，但是在部分的民意代表眼中，

或是一些媒體，或是沒有參與的民眾眼中，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個黑箱的過程，他

們不認為是直接民主，所以會導致今年度，本來要給你們 500 萬做這個的錢，拖

到今年 8 月臨時會才通過，而且還刪掉剩 200 萬，根本就來不及，也沒有時間做

這樣的事情。所以我認為在民意機關，或是社會大眾，對於參與式預算因為不了

解而產生的誤會，這還是有長的一段路要走的，不是因為政治菁英今天突然想做

了，感覺我們這兩年非常的蓬勃發展，還登上了國際的能見度，但是其實我所了

解的是，知道這件事情的人其實不多。 

  台中市為什麼連續 2 年都選上中區，因為小，是一個非常適合的地方，其實

市長他還是很保守，他想先做小規模的嘗試，中區不到 1 平方公里，人口不到 2

萬，但是他是過去台中最繁華的地方，但過經二三十年迅速沒落，人口外移，他

剩下 19000 多人。 

  在這樣一個場域去實驗這樣的做法，其實很容易帶動，每一個人都覺得好像

自己都有參與權，再加上這是一個沒落的舊城區，過去每一個市長都說要救中區，

沒有人可以救得起來，民眾現在認為有機會自己來救自己了，所以他們提出一些，

包括產業的、社會福利的、基礎建設的、文化等等的各式各樣的提案，提案有大

有小，有的跟經濟有關，有的跟生活有關，但是他們在這個當中，尤其參加施老

師你們所有的各項會議，不管是客廳會議、地方說明會議，還是培育課程過程當

中，他們得到一個自我的提升，而且還得到一個宣洩，他們覺得好像看到了一個



可以自己作主的機會。 

  我覺得到現在，只走了 2 年，要說結論還太早，但是我看到中區的民眾，他

們開始相信可以自己作主，這是我認為參與式預算，對於我自己的選區選民最大

的影響，連帶的我們開始籌組中區經濟振興論壇，或是一些大大小小為中區再找

回過去繁華的組織，像我們成立發展協會跟論壇等等，這些賦權帶給他們參與上

的自我滿足，這是一個提升且很正面的效應，我很肯定施老師這 2 年來和整個團

隊的付出。 

  另外一點我觀察到的現象，就是說中區的民眾他們得到的一些自我參與的滿

足跟信心，但是他們決定不再從參與式預算裡面去想，因為他們否認這個管道。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執行的問題，民眾千辛萬苦的學了一些東西，討論了很久，

動員拉票一大堆有的沒有的，一大堆的程序走完了，市府好像不當一回事。 

  剛剛在講的很多東西用二備金完成，譬如運動局樂活健康舞蹈那個案子，本

來為 100 萬的案子，運動局最後只給 3 萬，那我就說你們運動局是在打臉市長，

最後市長自己只好簽核二備金下來。很多案子已成案通過的，要進入討論時候，

官僚直接壓下來，比如說，今年有一個大城社區關懷據點的案子，因為我們現在

的長照 2.0 計畫裡面，也有籌設關懷據點，所以他這個案子一進來之後，官員就

說你跟我們現在要做事是一樣的，可不可以請撤案，這個事民眾已經定案且已經

投票了，照理說政府要負責任去執行的，政府卻要求撤案。 

  另外在去年的情況也是很不好，一個課輔，票選社會局第一名的邊遠地區學

童的課輔問題，也是成為 100 萬的規模，到最後只給了 19.8 萬，然後只輔導了

15 個學生，那個場域也只能容納 15 個同學，讓民眾很失望。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曾經在業務質詢都發局，他們回答說，他們的業務只到辦完活動為止，至於後

面的執行業務就不屬於他們，都發局的業管是社會、建設或文化等等，跟他們沒

有關係，如果你要追蹤，要去列管研考會。 

  這就像剛剛方老師講的，沒有人管這個東西，究竟是誰要來整合協調，我也

很訝異，剛剛老師也說台北市政府委員會竟然沒有實質的效果，我本來也是說是

不是走委員會的方式，成立一個比較高層次協調監督的單位，才能夠去統整各局

處的不同的意見。剛剛陳議員也說，如果台北市不成功，是不是把層次提高到副

市長。前端我們需要老師們，或是團體來幫我們培育，包括培訓公務人員，包括

形成提案還有投票等等，其實我們需要一些團體的專業幫忙，我們還是會讓渡我

們的決策及預算，後續的追蹤列管其實應該還是要回到市政府，當然我們還會行

使我們的監督權，這樣的一個體制，如果能更確定的話，我覺得參與式預算推動，

可能機會會更好一點。 

  但是我還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因為我發覺我自己在看他們的預算，他們的

提案，第 1 年有 29 個提案，經過篩選剩 13 個，投票出來剩 6 個，但是其實我看



這些提案，我個人都覺得有些案子的成熟度不夠，我不知道老師的團隊在參與討

論的時候，會不會直接給予指導？ 

  其實我是建議行政官員提早進場，他們一開始應該就法令上、預算上給一些

可行性的評估，然後再給建議，但是這時機點到底是要一開始就切入？還是什麼

時候再切入？現在的情況是案子已經確定中選之後，行政官員才進來，他進來看

看不行就開始打擊啊，調整啊，本來要做一個光廊的，結果只吊植栽就好了，因

為燈光維修有困難等等。今年就提早進場，很多案子在討論過程就不見了，這是

我想知道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產生的方式，我們是不是還是走投票？我們中區過去有一個很有

名的地方叫做第一廣場，現在叫東協廣場，在車站前面，現在已經是成為依賴移

工維生的地方，那裡幾乎有百分之八十的經濟活動是靠移工撐起的，所以市長直

接改名叫東協廣場。 

  一些新住民團體或是外配團體，他們對參與式預算也有提案，但是在投票的

時候，就限於有戶籍的人，所以他們不可能有任何決定的機會，但那個地方某種

程度他們應該要有決定權的，所以我們產生方式，是不是只有投票？因為他們不

算住民，他們算是消費者，還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定義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的

人？ 

  還有就是說代表性的問題，我們講是直接民主，其實他們所代表的只是 1

個人，或 5 個人，他可以比一個鄰長的朋友還要少，為什麼他就有代表性？這也

是一種管道，他 1 個人就可以代表很多嗎？這在理論上，我覺得還需要些自我說

服。還有就是在執行上，流於一些有政治動員能力的人，他們在主導整個議題參

與的最後結果，這部分怎麼樣更擴充這樣的參與，包括我剛剛講的，怎麼樣提高

他們的能力等等。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政治學教授依維 辛特默（Yves Sintomer），他說參與式預

算要成功，第一個很重要就是說政治人物，不要趕流行或是做秀，我想這個很重

要，我想現在其實是蔚為風潮，是一個趕流行的狀況。再來就是我們台中不斷的

透過執行的過程，去檢討流程，我想也是我們今天理論跟實務對話的一個原因，

也是一個未來可以改進的方向。 

  最後一個，在座很多都是公共行政或政治系的教授，要用什麼方法導入參與

式預算，讓公務人員覺得這是一種行政革新，在我們政策決定過程當中引進這樣

的一個魔球理論。但是要怎麼樣讓公務人員知道，這是一種對行政效能的革新新

作為，公務體系也才能比較正面的看待這件事情。 

  總結來說，參與式預算要能夠讓大家瞭解，我認為現在大家的了解程度，還

是太低，這有賴大家一起來思考，以上報告，謝謝！ 



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 

  非常感謝江議員，他蠻有經驗的，在地方上也參與及推動參與式預算，累積

了很多的經驗，等一下第二輪，我們再繼續來討論。我有幾個感想，就是包括剛

剛有議員提到，我們現在透過合約的方式，引進一些廠商進來，可能也有一些學

術界，結合相關的團體進來投標，那麼這標裡面把很多預算的經費，包括參與式

預算、審議式預算，也可以包含在裡。  

  因為隨著參與式預算跟審議式預算的發展，將來在合約上慢慢的變成有一個

執行的計畫，等於幫政府做一個初步的審議及審查的開放討論，我想這部分，將

來的經費怎麼樣落實？從實質的前期規劃，到後期的行程跟考核，外包出去跟到

行政機關裡面來，要形成計畫方向，最後再編成預算。變成預算有時候也很難，

因為基本上他有政策的優先順序，這個優先順序哪一個比較完整的，或者是市長

他看法怎麼樣，關鍵都在政治領導的決定。我們也不必要過度的灰心，這是沒有

辦法的，但是我們看到明天的社會，明天的經濟，明天的政治，在地方的發展上，

我們是必須要堅持的，就是說更多元的。 

  剛才陳議員也有提到，從英國的經驗來看，感覺到很有意思的是說市議員他

不是個別來推動，聯合幾個議員也就是以更開放式來結合，也就說我們開放式必

須把公共性拉出來，盡量能夠減低個人考慮的東西，整個大發展趨勢也是如此，

他不但聯合同級的議員，甚至也聯合下層議員，比如說鄉鎮的民意代表，或是其

他組織一起來，這就所謂的開放性，慢慢可能也會朝向這個方向來推動 。 

  所以我們的地方議員，很重要的是慢慢的從一個政治市場來講，都要做政治

行銷，行銷自己，以公共的角度來做行銷，市民為什麼要支持你呢？他是你的外

圍支持者，想到你就想到幾個議題，就要找你，相信你對事的某些政策發展就要

靠你，因為你提出很多的政策出來，不管有沒有實施，但是大家都相信你。 

  特別是江議員提到，政府行政跟公共治理會有一些落差，行政人員不一定能

夠感受到，政策領導也不一定能夠感受到，也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才要結合

社會來提出一些看法。行政人員很容易進來的，像我們各學校推出一些專班，一

些行政人員甚至像我們一些議員朋友，他都會回到學校一起來討論進修。慢慢台

灣也在做這方面的發展，所以有一些行政的進化，一些政治的進化也會在進行。 

  所以我們要有一些耐心，來看待未來的發展，有這樣的一些堅持，以更多的

合作，更多的分工，共同來推動，促進成功。成功不一定要在我，因為你心中沒

有私心，只有公共，所以會受到人家的尊敬。 

  像剛剛江議員提到的這些可行性的評估，這些改革方案的提出，我們要盡量

考慮可行性，也就是說不是只邀請學界和這些利害關係人，我們也可以邀行政機

關來參與。 



  我有一次參加台北市一個發展河川的管理，我很意外的是它是民間辦的，結

果 11 個局長都來，我也嚇一跳，後來我跟他們說，這一些人你以為他是洪水猛

獸，他是搗蛋的，沒事抗爭的，結果他發現真正擋一些地方勢力跟經濟力量的是

這些人在擋，而且他提出很多的理念，放在預算裡面，變成很新的觀念，很有意

思。 

  所以我們結合很多學界，很多的社會的 NGO，這是台灣未來很重要的趨勢。

開放討論，大家私有性慢慢就會降低，運用這種公共討論，來壓制政府行政跟財

團之間私的東西，讓公共討論 Open Data 這個力量出來，這個力量會是台灣未來

很大的希望。審議式預算，不客氣講只是工具，我們甚至會被利用，審議式民主

後來會被搞壞掉。因為我出來推的時候，我代表審議式民主，然後我推了以後，

發現有些人會用一些御用的學者，所以我就罵你們這批人是御用的學者，而且審

議式民主幾乎是他們在轉轉轉，他們跑出來用的時候，很多人就不去參加了。為

什麼？我一些學生講，因為談的都是舊的東西，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也沒有真

的成效。所以必須把審議式預算的工具，變成功能又有發展性，能夠讓它產生一

些成效，來促進大家的發展，提高公共性，大家會看他有沒有成效，而不是說你

提倡什麼的，事實上可行性不是很高，學術上操作的時候也不是很理想。審議式

預算我覺得都非常好，它公開，有不同的各種批評，大家一起成長，更多的結合，

更多的審查，讓這些行政機關或立法者，或者是選舉出來的行政機關的領導，有

更多的學習。 

  我想這些操作的過程是可以學習的，這個部分剛剛幾位老師有提到，各國和

我們台灣的做法很類似，台灣應該把更多的經驗寫成英文，讓國際人士可以看，

讓他們來學習，讓他們也願意來台灣一起協助我們。在研究地方治理的時候，發

現你不要去小看菲律賓、印度，他們在操作的時候，比我們還好。他們早期是殖

民地的系統，而且現在這幾個國家，還有很多專家願意來協助他們，我們和國際

很缺少這種的聯繫，當然和中共的打壓是有關係，基本上我覺得可以透過民間團

體，透過學術團體，他們跟我們溝通會更開放，更好，所以有些部分還是需要國

際上的聯繫，讓他從一些工具式的審查，政治上的工具變成發展上的工具，變成

一個功能性工具，但是怎麼樣讓它的開放性及公共性能上來，未來的發展可能會

有很大的成效，我想回應兩位議員寶貴的經驗。接下來，幾位老師是不是還要再

回應？ 

施聖文施聖文施聖文施聖文：：：： 

  第一個，實務上我知道那個推動是很辛苦，我自己去年 12 月結束之後，我

們團隊就沒有任何其他計畫，現在是我自己掏腰包，發給他們最低工資，然後一

直到現在，現在大家還一直在 4 月接辦文化部的案子，然後 7 月我們接辦桃園市

東南亞移工的案子，靠這樣子在撐。 

  但是我覺得年輕人，在這一塊真的可以投入，他們的熱情，是真的很好，我



還真的很羨慕，台北很多像老的助理能有很多的協助，台中地區的資源確實少一

點，在這一年要做的工作，並沒有因為計畫結束而結束，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和

學術單位聯繫，包括靜宜大學，然後東海大學的建築、逢甲的建築，所以我們現

在在學術這一塊有很多的聯繫。 

 
施聖文(右) 

  這樣的推動是導因於 2016 年，我們希望民眾在第一次提完案的時候，學術

界學者專家就能進來，所以我們設計了兩個模式。 

  第一個是學者專家在還沒有投票之前，學者專家他就會提案，提出書面意見。

公部門同樣的提案，公部門也會做書面意見，這兩份書面意見，我們都會給提案

人，提案人會再辦一個公部門的協調會，提案人跟負責的局處單位聯繫，然後在

那一天，我們的人在旁邊，讓兩邊修正共識的提案，修正完成，這個計劃才會正

式進入到投票的提案，但是我們這一次的操作，那個操作的期限在剛剛講的那一

個階段，只有三個禮拜就要完成，根本不可能，而且最麻煩的是，我們民政局是

看到計劃，就直接說這可能是誰的，這有可能是誰的，就發了，沒有剛剛議員講

的那個推動平台，因為這個東西在第一年的時候，為什麼局處單位會做，因為那

是市長直接簽准，可是因為今年太多案，總共 70 多個案子，74 個區 70 多個案

子，報到各局處，然後各局處都要去提案人討論這個案子，對公部門來講，他們

也覺得工程浩大。 

  可是就我們在做這樣子的協調會過程當中，我們有算那個出席率，就是有一

個統計，局處單位出席率大概都 70 以上，提案人出席大概是百分之 50 多，所以

至少都 5 成以上，讓局處單位跟提案人討論，可是那個時間確實是太短了，我覺

得就算討論完，局處單位回去還要做內部的討論，所以這個我們一直希望民政局

能拉長時間，所以去年 6 個月的執行時間，未來我們希望能到 8 到 9 個月的時間，



按照巴西的經驗，他們都是 8 到 9 個月的時間，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可能要跟市

府來好好討論，這是第 1 個部分。 

  第 2 個部分是，公部門的進場這件事情，以及我們之前跟民眾討論的時候，

如何做一些提案，第 1 年 2015 年的中區沒有，原因是我們沒有任何的經驗。第

2 年我們在做這個部分的時候，主導團隊已經開始有這樣的經驗了，他會跟民眾

討論提案的內容，今年我希望他們更加強民眾對提案的認識。所以今年他們都在

上各種的課程，包含社造的課程，想辦法培育他們內部自己的能力，我們希望在

提案的時候，他的想法、怎麼樣執行的這個部分，在討論的初期，就可以有一些

討論的機會。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還希望能夠公部門的一些行政一起帶進去，否則我們有

時候就會太過於理想，然後這個提案可能執行度不高，所以我們也希望，把目前

的一些公共政策帶進去，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能夠時間拉長，當民眾有一個構想出

來，輔導團隊去找相關的資訊，我希望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雖然累，但是最後

的品質會好一點，這個東西也是在 2 月的時候，有大陸的學者一直在談我們的提

案品質，是不是很粗糙，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跟社造的一些朋友，跟一些像經

發局跟做社會創新的老師們，開始做連結的時候，能夠培訓一群人去做這件事情，

精緻度會越來越高，但是這需要時間，但是我們還是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最後就是代表性的問題，這也就是我們一定要跟議員合作的原因，(再強調

一次)一定要跟議員合作，因為所有的這樣執行投票，我們雖然找到一群熱心地

方公共事務的人來面對面討論地方公共事務要怎麼樣做，雖然他們人數夠多，但

是他們的代表性還不是一般民眾對選舉民主代表性的思考，所以我們希望和議員

來合作，更增加他的代表性和可信度。 

  最後一件事就是投票這一件事，2016 年我一直建議民政局要開放新移民投

票，因為我們在投票設計底下，除了一般的投票之外，我們還設計行動投票，也

就說只要你打電話來，我們可以帶電腦去給你投票，但是民政局就說技術有問題，

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我也沒有辦法去說服他們，我一直跟他們說，這個事情做

出來，就是全台灣第一，現在已經讓桃園是領先做了，所以這些東西並不是沒有

建議，而是有些行政方面公務人員無法創新。 

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 

  對不起，我們時間有一點不夠了~ 

方凱弘方凱弘方凱弘方凱弘：：：： 

  我想針對剛剛江議員所講的投票的身分，台北市目前的作法是，只要在那個

方案的區設籍、居住、工作或就學，4 個只要符合 1 個就可以在那個區域投票。

我想擴大政策利害關係，就是剛剛施老師講的，只要跟談的案子有關的人，都要



被允許可以去參與投票。 

  最後我補充一個例子，印象中，今年我在第二輪的審議工作坊，有一個商業

理事長，他的想法是大同區大稻埕迪化街一帶應該做路標，讓大家很好走，結果

他想到的是旗海。在開會的時候環保局就說，根據台北市相關的規定，旗幟最多

只能掛 15 天，最多能延長 1 次至 30 天，講到後面講到很多類似的意見，他最後

才說他的想法很簡單，他只是想引導國外的觀光客，把他們引導到他想要去的地

方，也不一定要做旗幟，也不一定要做路燈，只要能達到這目的，誰能告訴我們

要怎麼做？而不是告訴我，我想的方法都不行。我想這是我們將來要努力的方向，

謝謝！ 

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 

  非常感謝幾位老師跟議員，談得非常的實際，非常深入，而且也有許多具體

的分享，來了解跟推動一些觀念，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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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預算的定義與內涵

� 參與式預算的概念包含了參與以及預算兩個面向。前者關
注民主治理、審議式民主的實踐，希望藉由直接民主的參
與機制，改善或補充傳統代議民主回應性不足的問題；後
者則是關注預算資源配置的公平性(方凱弘、陳揚中，2016)

� 強調透過開放「公民參與」來讓民眾了解政府預算內容及
過程外，參與式預算也希望透過讓公民在參與過程中的相
互辯論協商來反饋政策建議，讓公民在政府資源應用分配
上扮演更直接影響的角色（蘇彩足、孫煒、蔡馨芳、陳思
穎及廖唯傑，2015）

� 參與式預算具有提高預算透明度、增進居民參與並降低社
區資源被地方派系把持的問題(朱澤民，2015)

參見:000000

民眾參與政府決策的意義
� 所有公民都具有參與的權利，而社區組織並不具備任何特
別的地位或特權

� 參與式預算的參與是由一組結合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的規
則所規範，而其地點則是一個定期運作，且由其參與者決
定內部規則的機構

� 資源投入是根據一組基於一般性標準與技術性標準所組成
的客觀方法進行配置，並由行政部門執行。其中，所謂一
般性標準是由參與機構為了界定政策優先順序所建立的具
體標準而技術性標準則是由行政部門，或是基於聯邦、州
或地方之法律規範所界定之技術或經濟可行性標準

(參考 de Sousa Santo,1998)

參與式預算的發展
� 參與式預算從1989年的巴西愉港市經驗開始

� 在世界各地推動迄今已超過2,000個政府單位陸續採行

� 我國文化部、部分地方政府與公民團體也在近年投入參與
式預算的推動，例如：文化部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
實驗計畫

� 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等地方政府也全面性地
或在特定業務上推動參與式預算

� 新北市新店區達觀里以及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也都已經具
有參與式預算實際之操作經驗

各地經驗摘要
國家 城市 推行期間 參與式預算實施項目 

巴西 

愉港 1989～ 

迄今 

全市預算（人事費、公共債

務、基本建設服務、公共投資

與市政發展） 

英國 
Salford市 1994～ 

迄今 

步道建設 

法國 
Poitou- Charentes

區 

2005～

2010 

高中與高職的預算 

德國 
柏林 Lichtenberg區 2007～

2013 

集中於特定公共建設投資、提

供志願團體與教會 

美國 

芝加哥市 2009～ 

迄今 

交通、公共安全、校園與環

境、學校與圖書館、藝術等 

紐約市 2011～ 

迄今 

與芝加哥類似，惟每項計畫要

能夠維持 5年，金額要在 3.5

萬以上，才能列為選項 

加拿大 

圭爾夫市 1999～ 

迄今 

社區服務或小規模的基礎建

設 

多倫多市 2001～ 

迄今 

社會住宅相關設施的維護以

及提升 

蒙特婁市 Le 

Plateau-Mont-Royal 

2006～

2008 

公園、文化中心、街道和人行

道的養護等 

澳洲 

雪梨 Heathcote區 2009 社區營造補助經費 

加拿大灣市 2012～ 

迄今 

四年期施政計畫 

傑拉爾頓市 2013～ 

迄今 

長期性基礎建設計畫與中小

型支出計畫 

日本 
市川市（Ichikawa） 2005～ 

迄今 

補助非營利組織社會服務活

動經費 

韓國 
蔚山市東區

（Dong-gu, Ulsan） 

2004～ 

迄今 

決定地方自有財源的用途，約

佔所有支出的 12-15% 

 

參與式預算運作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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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動參與式預算的模式
� 議員建議款模式：將過去被指認淪為收取回扣和選舉綁樁溫床
的議員配合款，透過參與式預算的方式由公民參與提案，讓議
員更貼近地區民眾的需求和想法

� 委外模式：即俗稱的「標案」形式，以政府採購流程，委託團
隊規劃參與式預算提案程序及執行該筆預算。委外模式的案例
為：文化部2015 年「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濱線文化廊道：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
新北市政府經發局「節電參與式預算計畫」、新北市政府勞工
局「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試辦計畫」等案

� 行政機關模式：由行政機關主導和執行整個參與式預算流程，
在三種推動模式之中，行政機關模式的負擔和挑戰最大。目前
臺北市政府和臺中市政府採用此一模式

參見蘇彩足 (2017)

不同地區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形式
主辦人主辦人主辦人主辦人／／／／主辦單主辦單主辦單主辦單
位位位位

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 臺北市民政局臺北市民政局臺北市民政局臺北市民政局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新北市城鄉發展局新北市城鄉發展局新北市城鄉發展局 桃園市青年事桃園市青年事桃園市青年事桃園市青年事
務局務局務局務局

臺中市都市發展臺中市都市發展臺中市都市發展臺中市都市發展
局局局局

高雄市研考會高雄市研考會高雄市研考會高雄市研考會

推動模式推動模式推動模式推動模式 委外 行政機關 1. 委外
2. 議員配合款

委外 委外 委外

辦理範圍辦理範圍辦理範圍辦理範圍 台灣幾個特定
社區

臺北市全市 新北市特定社區 全市青年議題 特定行政區 跨行政區（特定議
題）

提案議題範圍提案議題範圍提案議題範圍提案議題範圍 社區營造 議題不設限，但
須為市府合法的
職權範圍*註1

1. 特定局處辦理為特
定議題；

2. 議員配合款之議題
為不設限

青年事務 該行政區特定議
題

特定議題

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 文化部預算 市府各局處預算 1. 各局處
2. 議員配合款

主辦局處 主辦局處 研考會預算

培訓模式培訓模式培訓模式培訓模式 任務型 制度化 無 任務型 任務型 任務型，但納入各
局處及市民團體

臺北市推動參與式預算制度組織網絡圖

 

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 

各區公所 

主計處 

工務局 研考會 

資訊局 

財政局 

參參參參

與與與與

預預預預

算算算算

組組組組 

公民參政組公民參政組公民參政組公民參政組 開放資料及探勘組開放資料及探勘組開放資料及探勘組開放資料及探勘組 

制
度
規
劃 

制
度
執
行 

制
度
審
議 

經建經建經建經建  

公民參與委員會公民參與委員會公民參與委員會公民參與委員會 

公參會

委員 

參見方凱弘、陳揚中，2016

北市推動參與式預算組織實務運作網絡圖

財政局 

主計處 

工務局 

資訊局 

研考會 

公民參與委員會公民參與委員會公民參與委員會公民參與委員會 

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 

各區公所 

參參參參

與與與與

預預預預

算算算算

組組組組 

市府各局處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辦理推 程、住民大會、 

提案工作 等民眾參與活動 

與提案所 業務相關的市府局 

處參與提案審議和提案執行 

學

聯

 

公參會

委員 

公民參政組公民參政組公民參政組公民參政組 

開放資料及探勘組開放資料及探勘組開放資料及探勘組開放資料及探勘組 

制
度
規
劃 

制
度
執
行 

制
度
審
議 

市

議

會

 

經建經建經建經建  

參見方凱弘、陳揚中，2016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之制度設計與運作

�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提案審議工作 操作流程圖

�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制度公民提案與審 作業程序

�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提案 程

參與式預算官學聯盟

 

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 

區公所區公所區公所區公所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9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3社大社大社大社大 

 學校 

實務 理論 

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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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Too often, policymakers rely on gut instinct, or worse, special interests, when deciding how to invest taxpayer 
dollars. Less than $1 out every $100 spent by government is backed by even the most basic evidence that the 
money is being spent wisely.  At a time when our nation is facing enormous social and economic shifts, budget 
constraints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workforce, and growing demand for government 
services, young people,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re especially vulnerable. In an era of across-the-board 
budget cuts which reduce funding for effective and ineffective programs alike, how can government make better 
decisions and get better results with existing resources?  
 

THE SOLUTION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can take a cue from Major League Baseball and Billy Beane, the legendary general 
manager of the Oakland A’s.  Beane forever changed baseball by using data and statistics to overcome a 
tremendous financial disadvantage.  Government can drive public resources toward programs that demonstrate 
success, and away from those that fail – in short, government can play Moneyball! 
 
Today, we know more about what works for young people,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an ever before, but too 
often, government doesn’t use that information to make spending decisions. In order to make an impact on long-
term challenges, more must be done to drive resources toward high-impact solutions that get results.  
 
Like Billy Beane and his Oakland A’s, America can use this time of fiscal scarcity to get better results.   We need to 
spend limited taxpayer dollars on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solutions to address the great challenges facing 
our nation.  Together we can bring Moneyball to government and get better Results for America. 
 
Learn more at www.MoneyballForGov.com. 
 

THE MONEYBALL PRINCIPLES 
To improve outcomes for young people,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mericans across the country believe that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should: 
 

• Build evidence about the practice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will achieve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results so that policymakers can make better decisions; 

• Invest limited taxpayer dollars in practice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use data, evidence and evaluation to 
demonstrate they work; and 

• Direct funds away from practice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consistently fail to achieve measurable 
outcomes.                            

 

MONEYBALL ALL-STARS 
In addition to grassroots support, a growing number of local, state, and national leaders from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have signed the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principles and joined the bipartisan Moneyball All-Star team: 
 

Founding All-Stars: Michael Bloomberg (Former Mayor, New York City); Peter Orszag (Former Director,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President Barack Obama); Jim Nussle (Former Director,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Melody Barnes (Former Director, White House Domestic Policy Council,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John Bridgeland (Former Director, White House Domestic Policy Council,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Federal All-Stars: Former U.S. Senator Mary Landrieu; U.S. Representative Todd Young (R-IN), U.S. 
Representative John Delaney (D-MD), Margaret Spellings (Former Secretary,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Richard Riley (Former U.S. Secretary of Education, President Bill Clinton);  Gene 
Sperling (Former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for Presidents Barack Obama and Bill Clinton); Austan 
Goolsbe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White Hous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Glenn Hubbard (Former Chairman, White Hous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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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All-Stars: Richard J. Berry (Mayor of Albuquerque, NM); Kasim Reed (Mayor of Atlanta, GA); Stephanie 
Rawlings-Blake (Mayor of Baltimore, MD); Michael Hancock (Mayor of Denver, CO); Karen Freeman-Wilson (Mayor 
of Gary, IN); Stephen Goldsmith (Former Mayor of Indianapolis, IN); Sly James (Mayor of Kansas City, MO); Eric 
Garcetti (Mayor of Los Angeles, CA); Greg Fischer (Mayor of Louisville, KY); Mitch Landrieu (Mayor of New 
Orleans, LA); Bill de Blasio (Mayor of New York City, NY); Michael Bloomberg (Former Mayor of New York City, 
NY); Michael Nutter (Mayor of Philadelphia, PA); Angel Taveras (Former Mayor of Providence, RI); Ben McAdams 
(Mayor of Salt Lake County, UT); Julian Castro (Former Mayor of San Antonio, TX, current Secretary,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Ed Murray (Mayor of Seattle, WA); and 
 

Non-Profit All-Stars: More than 60 non-profit leaders from all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signed our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Principles; view the full list of All-Stars on the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website: 
www.MoneyballForGov.com. 
 

PLAYING BALL! 
Some of our early successes include: 
 

• Book: 
o In order to change the way government works so that policy and funding decisions b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re informed by the best possible data, evidence and evaluation about what works, 
Results for America spearheaded the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a new book,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The book includes jointly-written chapters by former Obama and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Budget Directors Peter Orszag and Jim Nussle, U.S. Senators Kelly Ayotte (R-NH) 
and Mark Warner (D-VA), former Obama and George W. Bush domestic policy advisors Melody 
Barnes and John Bridgeland; former spokesmen for the Mitt Romney and Hillary Clinton presidential 
campaigns Kevin Madden and Howard Wolfson; former Obama and George W. Bush economic 
advisors Gene Sperling and Glenn Hubbard; and Obama and George W. Bush policy experts Robert 
Gordon and Ron Haskins. The book also features profiles of innovative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are successfully leveraging data, evidence and 
evaluation to get better results.  

 

• National Articles:  
o All-Stars Peter Orszag (Former Director,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John Bridgeland (Former Director, White House Domestic Policy Council,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discuss the Moneyball principles in The Atlantic Ideas Issue and Politico; 

o New York Times Columnist David Bornstein writes on benefits of Results for America’s work in “Can 
Government Play Moneyball?”  

o White House Blo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explains the growing evidence base for 
investing in what works.  

 

• Original Videos: All-Stars Melody Barnes, Stacey D. Stewart (U.S. President, United Way Worldwide) and 
John Bridgeland, narrate three original animated videos: “Continuous Learning,” “Moneyball: A Lesson for 
Washington” and “What Works”;  

 

• Twitter Town Halls:  
o All-Star Stephanie Rawlings-Blake (Baltimore Mayor) participated in a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Twitter Town Hall in January 2014 on how cities like Baltimore are using data and evidence to 
improve outcomes for young people,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o All-Star Stacey D. Stewart (U.S. President of United Way Worldwide) featured in Twitter Town Hall in 
June 2014 on how nonprofits like United Way and others utilize data and evidence to improve 
outcomes for the people they serve; and 

• Events:  
o On November 12, 2014 Results for America sponsored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Can Data do for 

Public Policy What it Did for Baseball?”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ith panelists Karen Freeman 
Wilson (Mayor of Gary, IN), Stephen Goldsmith (Former Mayor of Indianapolis, IN), Gene Sperling 
(Former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and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Economic 
Policy) and moderated by Megan McArdle.  

 

Join Us! 
Sign the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principles at www.MoneyballForGov.com. 

Follow our campaign on Twitter (@Moneyball4Gov) and 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