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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參與式預算是一系列由下而上匯集公民意見的決策過程，公民

通常會透過此一途徑表達社區或自身對公共服務之需求，並透過理

性討論達成共識。高雄市於 105 年推動以全市為範圍之參與式預

算，設定議題以婦女及高齡者為主，希冀了解民眾的迫切需求，促

使公部門思考改變資源的配置。本研究透過文本分析與參與式觀察

等方式，了解高雄市參與式預算之實質意涵與操作模式，並調查不

同議題民眾提案之類型屬性與偏好。本研究歸納發現：（一）高雄

市參與式預算係屬於議題型之參與式預算，辦理之主要目的在於擴

大民眾公共事務參與程度並提升民眾的政治效能感；（二）運作模

式上分為「培力」、「提案」、「投票」與「執行」等四個階段進行；

（三）民眾在婦女議題上較注重「幼兒臨時托育照顧」與「婦女二

度就業」面向；而在高齡者議題上則較注重高齡者的「醫療照護」

與「樂活學習」面向。最後本研究試圖藉計畫推動之經驗對地方政

府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後續地方政府推動參與式預算之參考，亦

對後續研究者提出未來研究之建議。 

 

關鍵詞：高雄市、參與式預算、公民參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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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是結合代議民主和審議民主的一種

方式，居民可藉由參與討論該社區的公共議題，直接或間接影響公共資源分配的

使用，讓民眾更能感受到參與政策的直接效能，亦可降低社區資源被地方派系組

織把持問題（陳東升，2015；朱澤民，2015）。自臺北市市長柯文哲於 104 年在

全市 12 個行政區推動參與式預算，已然成為台灣政治新顯學，全台灣各縣市政

府陸續推動一系列的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試圖讓公民直接表達意見，獲得參與

決策的機會，並將討論結果提供政府相關行政部門參考（林國明、陳東升，2005）。

政府預算在籌編、審議、執行及審計階段，於不同階段加入公民參與機制，更有

助於政策規劃的執行與評估。高雄市是繼新北市、台北市與台中市後第四個辦理

參與式預算的直轄縣市，其所推動之參與式預算是直接針對全市進行推動，市民

可依自己需求提出提案，再透過公開投票決定市政預算「一部分」的支出方式與

推動順序，擴大市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市府的施政更可直接且確實回應公民的

心聲，讓人民更有感（高雄市政府，2016）。 

 台灣各縣市參與式預算在操作模式上，有針對主題型議題討論，亦有針對

社區型議題討論，而多數在執行操作上會選擇一個示範區域。高雄市於 105 年度

首以全市 38 個行政區為範疇來推動參與式預算，而最終票選出的行動方案則交

由相關單位加以落實，並非採預先編列預算之形式。高雄市參與式預算係將全市

分成四大區域：都會區、南高雄、北高雄與東高雄等來推動；在議題上以婦女及

高齡者兩大議題為主。在其操作模式與不同議題提案類型偏好有值得探討之處，

因此，本研究試圖了解高雄市辦理的參與式預算實質意涵與運作模式，並進一步

探討民眾對於參與式預算提案之類型與偏好，以了解民眾需求之所在，作為後續

地方政府推動參與式預算之參考。 

貳、參與式預算

自 1989 年巴西愉港最早推動參與式預算之後，全球已超過 1,500 個城市跟進

推動，政府將所有預算公開，扮演協助的角色，組織各類型會議，讓公民進行討

論，藉此將意見由下而上匯集，民眾透過參與式預算逐步將公共資源移轉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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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項目和資源較匱乏社區（萬毓澤，2015）。這一做法可說是種經由公民

參與審議及溝通協調，進行公共資源分配決策的過程（Wampler, 2007）。實際對

公部門來說，參與式預算的推行更可讓公務員更了解地方的需求，及了解原本公

部門未看見的事情，間接改變公務員編列預算的邏輯（葉瑜娟，2016）。參與式

預算有別於以往政府決定經費的運用方式，是由人民來決定一部分公共預算支出

的優先順序，透過社區居民參與共同討論支出的優先順序，並提出相關計畫，最

後由居民投票決定的過程（Fung,2015;Abdel-Monem et. al,2016）。 

參與式預算之定義可分為廣義及狹義兩種，學者 Shah（2007）認為，廣義的

參與式預算，是指市民透過參與式預算決策過程對公共資源分配進行審議和協

商；而狹義的參與式預算，則涵蓋五大要素：(1)例行性過程；(2)提案需包含市政

與行政區層級以上的行政權力；(3)需有論壇或會議等形式的公共審議過程；(4)

對 最 終 執 行 結 果 具 有 課 責 權 力 ； (5) 對 部 分 財 政 預 算 有 實 質 影 響 力

（Sintomer,Herzberg & Röcke,2012）。由上述可知，鼓勵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或決策，

參與式預算無非也是一種追求「公民治理」的境界，以人民為主體透過公共審議

出的提案，進而對公共資源的分配產生影響。 

 

參、研究途徑 

為了解高雄市參與式預算的提案類型與運作模式，本研究係採用相關資料文

本分析(text analysis)並搭配質性研究中的參與式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初

步先透過蒐集彙整相關參與式預算之資料，而後再透過實際參與高雄市參與式預

算的推動過程進行直接觀察紀錄，最後本研究進行質性資料之分析，進而深入探

究高雄市推動參與式預算的提案類型與操作模式。 

一、研究範圍與場域 

實際上，高雄市於 105 年度推動之參與式預算有分為「議題型」和「社區型」

（濱線文化廊道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兩個不同型態之參與式預算，而本研究所

稱之參與式預算係指前者；在研究場域部分，因各區域間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

之資源條件上有其差異性，故本研究係高雄市 38 個行政區劃分為 4 大分區作為

調查場域(詳見圖 1)：「都會區」含 11 個行政區（小港、旗津、前鎮、苓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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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鹽埕、前金、三民、鼓山、左營、楠梓）；「南高雄區」含 7 個行政區（林園、

大寮、鳳山、鳥松、仁武、大樹、大社）；「北高雄區」含 11 個行政區（梓官、

彌陀、永安、茄萣、橋頭、岡山、燕巢、路竹、阿蓮、田寮、湖內）以及「東高

雄區」含 9 個行政區（旗山、內門、美濃、杉林、六龜、茂林、甲仙、桃源、那

瑪夏）等地區（高雄市研考會，2006b），分別在各區辦理參與式預算之地區說明

會、培力講座與提案工作坊，以進行提案類型與操作模式之觀察，實際參與觀察

的時間則從 105 年 6 月初至 11 月底止。 

圖 1 高雄市參與式預算推動區域分布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研考會(2016b)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之資料主要為蒐集計畫執行期間各活動之相關文件及參與式觀察紀

錄等方法所採集而來，其讓資料來源更多元、更具層次，以深入了解參與式預算

在地方政府政策上的運用情形。茲將資料蒐集過程敘述如下： 

（一）活動文本資料蒐集

本研究蒐集網路及報章雜誌上有關高雄市參與式預算之各種電子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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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資料，在電子資料方面，包括高雄市參與式預算相關網站之資訊（高雄市

政府研考會網站）；在電子網路社群方面，定期關注高雄市參與式預算 Facebook

粉絲團（名稱:高雄的事•你我的事）之最新資訊及媒體報章雜誌對此次高雄

市參與式預算之報導內容；而在書面文本資料部分，則包括高雄參與式預算宣

傳 DM、培力講座手冊、提案工作坊手冊。 

（二）參與式觀察 

研究者全程參與高雄市參與式預算地區說明會、培力講座與提案工作坊，

從旁紀錄住民代表於說明會與會議中的發言與想法。過程中如遇合適時

機，也會對參與者進行非正式訪談，並將其內容做成田野觀察之筆記，亦

根據初期觀察資料分析後的理論性概念，選取後續進一步觀察之重點。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資料處理方面，首先彙整電子資源、紙本文件及學術文獻所獲得之相關資

料，將其整理歸納成相關之表格；其次在質性研究資料方面，研究者將觀察過程

予以摘綠，並於觀察結束後立即彙整成文字，進行書面詳實之紀錄，若有疑慮之

處會檢視相關文書資料並和其他觀察者確認，力求資料記錄嚴謹。最後利用三角

驗證法（triangulation）進行資料之分析，利用觀察紀錄及相關文件等不同類別資

料來源進行交叉比對，以減少本研究之偏誤（齊力、林本炫，2005）；而在文本

內容方面，本研究透過邏輯分析歸納，將所收集資料的表面和潛在內容，客觀且

有系統的分類，並做成相關的表格，加以分析。 

此外，在研究發現之效度方面，研究者藉由參與式觀察及文本資料蒐集等二

種不同方法對同一事件蒐集不同的資料來源，並將所得資料進行交叉檢核印證，

以建立本研究之效度；在信度方面，則透過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共同檢驗的方

式，建立本研究之信度（亦即將所得資料綜合分析後交由參與者檢視，若有意見

不符之處則進行溝通並修改，直到雙方意見達成一致為止）。 

 

肆、高雄市 105 年度參與式預算推動計畫之個案探討 

一、內容與意涵 

該計畫於 105 年 6 月開始推動，係屬於議題型之參與式預算，議題涵蓋「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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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與「高齡者」議題。計畫之主要目的是希望擴大民眾對公共事務參與程度並

提高民眾政治效能感；在執行上是由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後簡稱研

考會)委託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後簡稱公事所)辦理；在推動上是以全市

為規模並將其分為都會區、東高雄、北高雄與南高雄等四大區域進行推動，主要

目標對象為志工、婦女與高齡者；在動員機制上則是透過區公所、社區發展協會

來串連；在審議類型上則是在工作坊中透過利用 KJ 法、世界咖啡館（The World Caf

é）等方式進行審議；最終獲選提案會納入下一年度預算，若該提案是市政府現

行執行項目，則列為優先推動項目；在計畫的推動期程上，高雄市參與式預算從

提案啟動到提案完成之時間共計約 5 個月。 

表 1 高雄市 105年參與市預算推動計畫內容摘要表 

項目 內容 備註 

類型 議題型 婦女、高齡者 

主辦單位 高雄市研考會 

承辦單位 中山大學公事所 透過標案形式委外 

辦理目的 1.擴大民眾對公共事務參與

2.提高民眾政治效能感

推動範圍 全高雄市 38個行政區 分為都會區、東高雄區、北高雄

區、南高雄區 

推動對象 志工、婦女、高齡者 

經費 納入下一年度預算 若已為相關單位預計推動之項

目，則列為優先推動項目 

動員機制 區公所、社區發展協會 

審議模式 工作坊 KJ法、世界咖啡館 

執行時間 5個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105 年度高雄市參與式預算相較於過往其他縣市辦理之參與市預算（詳如表

1），在類型上亦是採議題型導向。根據研究者參與之了解，市府之所以會採議題

型，主要是擔心若不加以設限，擔心市民討論所提出之方案會過度發散而無法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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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且亦可能較注重其自身利益而缺乏公共性，故在計畫推動前即鎖定以討論高

雄市現行政策推動需求度較高之族群，即以婦女與高齡者之需求議題為優先討

論。 

此外，和過往多數其他縣市辦理之參與市預算不同之處在於多數縣市於事先

已編列一筆預算，再由民眾提案決定如何使用，而高雄市之參與式預算在當年度

並無直接預算可供使用，而是將最終經由投票獲選之提案納入下一年度預算，或

將其列為現有欲執行方案中之優先執行項目；此外，高雄市參與式預算在動員機

制上是透過區公所和鄰里系統來推動，其整體推動時程雖僅約 5 個多月，但卻已

落實實踐參與式預算之各推動階段，累積相當多可貴的實務經驗。 

二、高雄市參與式預算推動計畫的運作模式 

（一）計畫運作模式 

高雄市參與式預算在運作上，主要可分為「培力」、「提案」、「投票」和「執

行」四個步驟來推動（如表 2 所示），以下分別就各階段運作模式加以詳

述： 

1. 第一階段─培力階段 

主要透過「地區說明會」與「培力講座」等方式進行，地區說明會之

辦理主要講述高雄市參與式預算推動的內容與目的，並讓有興趣參與之民

眾了解參與式預算的精神和可能的運作模式，增加其對參與式預算的知

能；而培力講座部分，則除了讓民眾了解參與式預算和計畫內容外，還會

培育做為市府推動公民審議的協力者（擔任後續提案工作坊審議之桌

長）。在此一階段，除了向民眾推廣對於參與式預算之精神與形式的了解

外，更注重參與者如何帶領討論和操作以形成具體提案內容。 

2. 第二階段─提案階段 

主要以「提案工作坊」與「專家提案輔導」的方式進行。提案工作坊

部分，分別依高齡者和婦女議題於四大分區各辦理 4 場，共進行 8 場；高

齡者議題部分，主要以長期照顧、終身學習暨退休人力、高齡友善環境與

城鄉照顧資源等四大面向進行討論；而在婦女議題部分，則以就業與經

濟、婚姻家庭與家庭照顧、醫療健康與人生安全、居住與交通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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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雄市參與式預算運作模式摘要表 

流程 目的 執行方式 內容 備註 

第一

階段 

培力

階段 

地區說明會 舉辦分區地區說明會讓地方民眾了解參與式預

算的精神和運作方式。 

分區分別為都會區(原高雄市)、東

高雄(旗山地區)、南高雄(鳳山地

區)和北高雄(岡山地區)。 

培力講座 1. 流程：(1)計畫說明與觀念介；(2)操作模式說

明；(3)任務說明；(4)模擬演練。 

2. 目的：(1)讓市民了解參與式預算精神和操作

方式；(2)培訓市民具備擔任「審議工

作坊」分組協力引導者；(3)鼓勵參與

者成為未來公民審議種子。 

共辦理 2場，第一場主要對象為都

會區與南高雄區民眾；第二場主要

對象則為北高雄和東高雄區民眾 

第二

階段 

提案

階段 

提案工作坊 1.議題特性：(1)高齡者議題分為：長期照顧、終

身學習暨退休人力、高齡友善環境

與城鄉照顧資源等面向，共分 4個

小組；(2)婦女議題分為：就業面向

與經濟、婚姻家庭與家庭照顧、醫

療健康與人生安全、居住與交通環

境安全、社區參與與休閒生活等面

向，共分為 5個小組 

2.流程：(1)分組;(2)討論;(3)提案;(4)票選

3.結果：共提出 18項提案(婦女議題 10個、高齡

議題 8個)。 

依高齡和婦女議題於分區各辦理

4場，共 8場，每一分區與議題最

終選出 2個提案代表該區至全市

進行最終票選。 

提案輔導 由相關領域專家和分區入選提案團隊進行方案

執行性和公共性進行討論和諮詢，入選提案團隊

可於諮詢後修正提案內容，該階段最後將原 18

項提案整併為 16項提案(婦女議題 8個、高齡議

題 8個)。 

多數入選提案團隊參與諮詢會議

後均有修正和補充奇提案內容，先

前票數相同的分區提案最終均融

合成一案。 

第三

階段 

提案

票選 

方案介紹暨

公開展覽 

1.網路公告：在高雄參與式預算網路平台

(高雄的事 我們的事)。 

2.靜態展示：都會區-科工館、南高雄-捷運鳳山

西站、北高雄-岡山文化中心、東高

雄-旗山武德殿。 

3.目的：將分區工作坊各議票選出之提案公告在

網路平台及靜態展示區。 

4.展覽期間:10天(106/10/12~106/10/21)

提案成果票

選 

投票方式：運用現場投票方式供民眾票選，最終

婦女和高齡議題各選出 3個提案，共

選出 6個提案。 

投票地點：都會區-科工館東側廊道、南高雄-捷

運鳳山西站 2號出口、北高雄-岡山

文化中心藝文廊道、東高雄-旗山武

德殿。 

投票時間:1天(106/10/22 10:00-17:00) 

設籍在高雄市且年滿 16歲之市民

均可投票。 

參與式預算

推動成果發

表會 

將所有提案進行展示，於分區工作坊提出之 16

個提案以及最終獲選之 6個提案均予以展示。 

第四

階段 

提案

執行 

政府執行 獲選提案再交由提案成員和專家學者協助檢視

整理提案內容，最後交由市政府執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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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與休閒生活等五大面向進行分組討論、提案與票選；每一分區

之議題工作坊最終各會提出 2 項提案代表該分區至全市進行最終提案票

選；而在專家提案輔導部分，則是由相關領域專家和分區入選提案團隊就

該方案之可執行性和公共性進行討論和諮詢，提案階段最終為 16 項提案

（婦女 8 個、高齡者 8 個）。 

3. 第三階段─提案票選階段 

提案票選與成果展示以方案介紹暨公開展覽、提案成果票選與參與式

預算推動成果發表會等三種方式進行，在方案介紹暨公開展覽部分，主要

是透過網路和靜態展示方式呈現。網路部分主要是將工作坊決選之提案公

布於執行團隊所設立之網路平台，而靜態展示部分則是擇定各分區之公共

場所 1，採設立展版方式進行公開展示，整體展示時間總長為 10 天。 

4. 第四階段─提案執行階段 

將最終獲選的 6 個提案（婦女 3 個、高齡者 3 個）再交由提案成員和

專家共同檢視整理提案內容，最後確認後才交由市府相關單位執行。 

(二)高雄市參與式預算之提案類型 

高雄市參與式預算在提案上可分為工作坊票選提案、專家諮詢後修正提案和

最終全市票選提案三個階段，以下分別就婦女議題與高齡者議題不同提案階

段詳述如下（詳如表 3、表 4 所示）： 

1. 婦女議題 

婦女議題在工作坊票選提案部分，4 個分區共決選出 10 個提案（有 4

個提案於分區票數相同故同時並呈）。經過專家諮詢後，南高雄和北高雄

票數相同的 4 個提案團隊將提案合併成「設置中高齡婦女福利與就業平台

－就業服務資訊整合方案」與「友善臨托趴趴 GO－臨托服務即時資訊系

統建置方案」等 2 個提案；最後經全市市民票選後，前三高票之提案分別

為「高安心．雄讚啦！－心心相息、兒童臨時托顧服務方案」、「設置中高

齡婦女福利與就業平台－就業服務資訊整合方案」與「社區長輩關懷網－

                                                 
1
 設置地點分別為:都會區─科工館 東側廊道；南高雄區--高雄捷運鳳山西站 2 號出口；北高雄

區─岡山文化中心藝文廊道；東高雄區--旗山武德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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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資訊整合平台建置方案」等，即三個提案獲選為最終提案。 

從上述票選提案結果可知，婦女議題的提案多注重於幼兒的臨時托育

照顧與婦女二度就業面向，此一結果也可從最終全市票選提案幼兒臨托和

婦女照護分獲第一名和第二名最終提案得以證明。 

表 3 高雄市參與式預算婦女議題提案彙整表 

議題

類型 
工作坊票選提案 諮詢後修正提案 全市票選提案 備註 

婦女 1.高安心〃雄讚啦！－心心相

息、兒童臨時托顧服務方案(都

會區)

1.高安心〃雄讚啦！－心心相息、兒

童臨時托顧服務方案(都會區)

1.高安心〃雄讚啦！

－心心相息、兒童

臨時托顧服務方

案(231票)-都會

區

2.設置中高齡婦女

福利與就業平台

－就業服務資訊

整合方案(222票)-

南高雄

3.社區長輩關懷網

－服務資訊整合

平台建置方案(211

票)-都會區

總
投
票
數
為 

 
 

票

2.社區長輩關懷網－服務資訊整

合平台建置方案(都會區) 

2.社區長輩關懷網－服務資訊整合

平台建置方案(都會區)

3.親子共乘趴趴走－觀光景點親

子腳踏車設置方案(南高雄)

3.親子共乘趴趴走－觀光景點親子

腳踏車設置方案(南高雄)

4.設置中高齡就業平台媒介 4.設置中高齡婦女福利與就業平台

－就業服務資訊整合方案(南高雄)

5.福利補助一把抓 5.友善臨托趴趴 GO－臨托服務即時

資訊系統建置方案(北高雄)

6.友善臨托趴趴 GO 6. 大手牽小手、寒暑一起走－社區

在地青年暑期課輔服務方案(北高

雄)

7.喘口氣、拼經濟 7.寶貝我們一起來愛妳－偏鄉婦女

第二專長培力方案(東高雄)

8.大手牽小手、寒暑一起走－社

區在地青年暑期課輔服務方案

(北高雄)

8.達林台 29線，要安全哦！－台 29

線偏鄉部落交通安全強化方案(東

高雄)

9.寶貝我們一起來愛妳－偏鄉婦

女第二專長培力方案(東高雄)

10.達林台 29線，要安全哦！－

台 29線偏鄉部落交通安全強

化方案(東高雄)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2. 高齡議題

高齡議題在工作坊票選提案部分，4 個分區共決選出 8 個提案，而後

經過專家諮詢後依然維持原先 8 個提案；最後經全市市民票選後，「移動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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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醫療設備社區化」、「陽光銀髮學堂－校園閒置空間社福化」與「寶貝銀

髮族友善交通接駁行動」等三個提案獲選為最終提案。 

從上述票選提案結果可知，多數高齡議題提案注重於高齡者醫療照護

與樂活學習面向，此一結果也可從最終全市票選高齡者醫療照護和樂活學

習分獲第一名和第二名最終提案得以證明。 

 

表 4 高雄市參與式預算高齡議題提案彙整表 

議題

類型 

工作坊票選提案 諮詢後修正提案 全市票選提案 備註 

高齡 
1.陽光銀髮學堂－校園閒置空

間社福化(都會區) 

1.陽光銀髮學堂－校園閒置空間

社福化(都會區) 

移動式醫療設備社區化

(249票)-東高雄 

總
投
票
數
為 

 
 

票 

2.高齡樂活學習資源擴展方案

(都會區 有改名字) 

2.高齡樂活學習資源擴展方案(都

會區 有改名字) 

陽光銀髮學堂－校園閒

置空間社福化(236票)-

都會區 

3.退休人力銀行(平台)建置(南

高雄) 

3.退休人力銀行(平台)建置(南高

雄) 

寶貝銀髮族友善交通接

駁行動(214票)-北高雄 

4.人生 70才開始－社區達人徵

求行動(南高雄) 

4.人生 70才開始－社區達人徵求

行動(南高雄) 

 

5.即刻救援之寶－健康照護智

慧手錶推廣計畫(東高雄) 

5.即刻救援之寶－健康照護智慧

手錶推廣計畫(東高雄) 

 

6.移動式醫療設備社區化(東高

雄) 

6.移動式醫療設備社區化(東高雄)  

7.多元照顧服務志工培力暨推

廣計畫(北高雄) 

7.多元照顧服務志工培力暨推廣

計畫(北高雄) 

 

8.寶貝銀髮族友善交通接駁行

動(北高雄) 

8.寶貝銀髮族友善交通接駁行動

(北高雄)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從最終票選提案可初步看出民眾對於婦女與高齡者議題之需求，但從

相關文本結果也可知道，在最終全市票選部分僅有 528 人投票，有別於過

去台北市和台中市運用 i-voting 的方式提供市民線上投票，高雄參與式預

算僅透過實體投票來進行，此或許是造成投票人數較為低落的原因。此

外，方案介紹和展示的時間亦較為短促（僅有 10 天時間），雖已有提供投

票誘因(摸彩)，但在宣傳行銷投入之資源欠缺與力道薄弱下，大多數市民

尚不清楚參與式預算之方案內容，故導致投票意願低落。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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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根據研究動機與實證結果，本研究將結論歸納如下： 

（一）高雄市參與式預算係屬於議題型，目的在於擴大市民公共參與程度並提升

民眾之政治效能感。在執行上考量區域的差異性，將高雄市分為都會區、

東高雄、北高雄與南高雄等四大區域進行推動，而最終獲選的提案將納入

下一年度預算或優先推動項目。 

（二）高雄市參與式預算在運作上共分為培力、提案、投票及執行等四個階段，

首先透過地區說明會與培力講座，讓當地居民了解參與式預算精神與運作

機制；其次是讓當地居民在提案工作坊提出相關提案；而後透過實體相關

提案展示和投票方式進行；再交由專家學者和提案者就分區提案討論修正

成可執行之方案；最終進行提案票選，待最終獲選提案確認後則交由市府

相關單位執行。 

（三）民眾在婦女議題上較注重幼兒的臨時托育照顧與婦女二度就業面向：而在

高齡者議題部分則較偏重高齡者的醫療照護與樂活學習。 

二、研究建議 

（一）增加參與式預算的宣傳管道與多元投票機制 

從高雄市 105 年度參與式預算推動計畫之最終投票結果可知，投票數上較

為低落，據研究者觀察這可能與缺乏線上投票機制及方案展示期太短所

致，故建議未來相關單位辦理參與式預算時，可延長其方案展示時間、加

強活動行銷宣傳、以及設置線上投票機制(I-voting)，以提高公民對公共事

務的認識、參與便利性與政治效能。 

（二）縮小區域可採個別行政區範圍推動參與式預算 

105 年度參與式預算推動計畫雖已將高雄市 38 個行政區，劃設 4 大區域

進行相關之推動工作，但就活動資訊的擴散度與參與人員的多元性而言，

受地理區域範圍之影響，仍有其推展的侷限性。故本研究建議，可縮小推

動範圍，例如以個別行政區為範疇。如此在有限資源條件下，能較為有效

的運用(如多設置實體展示及投票處、增加工作坊討論之場次以獲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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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需求方案等)。一方面增加活動資訊的有效擴散，另一方面因範疇縮

小、議題更具在地性，亦更能吸引對其生活議題關心的人士參與。 

（三）後續研究建議 

1. 透過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交叉驗證 

研究難免有主觀意識存在，市府人員與民眾是否真如研究者之觀察所

見，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加入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深度不同利害關係

人進行訪談，透過三角分析以驗證研究者之觀察發現，以提高本研究

之客觀性。 

2. 追蹤後續執行成果 

本研究僅針對培力、提案、票選等階段進行調查，較缺乏後續具體執

行成果之追蹤，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對高雄市參與式預算後續執行部

分進行追蹤，以了解實際執行成效。 

3. 可調查施行前後地區居民與市民的感受 

對高雄市政府而言，參與式預算不論成效如何，了解民眾對與期參與

的感受是必要的，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參與前後市民的感受做一

調查，可作為該計畫推動成效的評估和後續修正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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