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4 日行政院  

院授主預字第 1020102230A號令修訂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及地方制度法第六

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準用直轄市規定之縣：指依地方制度法第四條第二項準用

直轄市規定之縣。 

二、基本財政收支差短：指基本財政支出扣除基本財政收入後

之數額。 

三、基本財政支出，指下列七目金額之合計數： 

(一)正式編制人員人事費：指正式編制人員本俸、加給、生

活津貼、退休撫卹金及保險費之合計數。 

(二)正式編制警政、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 

(三)依國民年金法、農民健康保險條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暫行條例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之相關規

定，應由各直轄市、準用直轄市規定之縣及縣(市)政府

負擔之社會保險及社會福利費用。 

(四)基本辦公費及員警服裝費：按正式人員員額數及中央核

定標準編列。 

(五)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

例定有支給或補助標準之民意代表及村里長費用。 

(六)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應由受分配地方政府負擔之私

立學校教職員保險費補助。 

(七)對於公立醫療院所之補助經費。 

四、基本財政收入：指稅課收入扣除依地方稅法通則徵收之稅

課收入後之數額。稅課收入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洽商財政部

參酌以往年度實徵情形及經濟成長趨勢等檢討估列。 

五、自有財源比率：指歲入扣除補助及協助收入後占歲出之比

率。 



第三條 中央為謀全國之經濟平衡發展，得視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

政收支狀況，由國庫就下列事項酌予補助： 

一、一般性補助款補助事項，包括直轄市、準用直轄市規定之

縣及縣(市)基本財政收支差短與定額設算之教育、社會福

利及基本設施等補助經費。 

二、計畫型補助款之補助範圍，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 

(二)跨越直轄市、縣（市）或二以上縣（市）之建設計畫。 

(三)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 

(四)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需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配

合辦理之事項。 

三、中央對於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重大事項之專案補助款。 

中央對下列事項應優先予以補助： 

一、前項第一款規定之直轄市、準用直轄市規定之縣及縣（市）

基本財政收支差短。 

二、對於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或合作事項。 

第四條 中央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定額設算之補助經費及第三款

之專案補助款，得視實際需要，限定其支用範圍、支出用途或

應優先辦理之施政項目及內容，受補助直轄市、準用直轄市規

定之縣及縣（市）政府如有違反前述限制規定者，中央得就其

違反部分予以停撥或扣減當年度或以後年度一般性補助款。 

前項補助經費之分配方式，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另定之。 

第五條 中央為辦理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二項、第三十七

條第四項及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一條第二項所規定之事項，得就

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施政計畫之執行效能、年度預算編製或執

行情形、相關開源節流績效等進行監督及考核，並得依考核結

果增加或減少當年度或以後年度一般性補助款；考核規定，由

行政院定之。 

前項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年度預算編製或執行情形，包括下

列事項： 



一、縣政府應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一條及地方制度法第六

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並本公開及公平合理原則訂定對鄉

（鎮、市）公所之補助辦法，明定補助項目、補助對象、

補助比率及處理原則。 

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對於直轄市及縣(市)議員所提之地方

建設建議事項，應規定其範圍與透明公開之審議程序及客

觀之審議標準，不得以定額分配方式處理；實際執行時，

應確實依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並將辦理

情形於行政院主計總處規定期限內函送該總處。 

三、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對於民間團體之補(捐)助，除須由申

請補助團體提出計畫審核後，始核定補助額度外，其餘應

於預算書上明列項目、對象及金額，不得以定額分配或墊

付方式處理；如有涉及財物或勞務之採購，應依預算法及

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中央為瞭解直轄市及縣（市）與其所轄鄉（鎮、市）之財政狀

況及補助經費支用情形，得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提供相關

預、決算資料與縣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及縣對鄉（鎮、市）

公所之補助辦法，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不得拒絕；其不予提

供時，中央得減少當年度或以後年度一般性補助款。 

第七條 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除第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之專案補助款、第九條所定之酌予補助事項及專案報經

行政院核准者外，其補助事項及最高補助比率應依附表一所定

辦理。 

第八條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應依財力級次給

予不同補助比率，除臺北市政府列為第一級外，其餘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應依最近三年度決算審定數之自有財源比率之平

均值為其財力，並依序平均分列為第二級至第五級。 

離島縣政府經依前項規定排序列為第二級者，得改列為第三

級。 

第一項平均值，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每三年檢討一次。 



第九條 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得就附表二所

定事項酌予補助。 

前項酌予補助事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中央應依前條規定之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且最高

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十。但具鄰避性質之環保設施

工程與原住民族重要建設計畫及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

者，不在此限。 

二、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應就補助項目、補助比率與計畫評比

標準及相關程序等訂定處理原則。 

第十條 第七條及前條所定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

款，均不含土地取得及維護費用。但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者，

不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補助土地取得費用者，其

補助方式如下： 

一、應以計畫核定當年度之市價為補助土地取得費用之基準。 

二、計畫核定後市價如有調漲，其調漲部分應由受補助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自行負擔。 

三、計畫核定過程中，如經查明市價之變動有異常時，中央對

於不合理增加之土地取得費用，不予補助。 

第十一條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於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下列事項

具有顯著績效時，得調增其計畫型補助款之補助比率，不受第

七條及第九條補助比率之限制： 

一、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二、配合政府整體經濟建設發展吸引廠商投資。 

前項第二款之投資屬高污染性產業者，應優先調增其補助比

率。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應視實際情

形酌予減列或減撥補助款： 

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收支之籌劃、編製及共

同性費用標準等，未依相關法律及行政院訂定之中央及地



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辦理。 

二、有依法得徵收之財源而不徵收。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得自以後年

度對各該政府補助款中予以扣減部分補助款抵充： 

一、未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相關法

律規定負擔應負擔之經費。 

二、未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六條第四項規定支付被代行處理應

負擔之費用。 

第十四條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對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計畫型補

助款，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確定次一年度計畫型補助款補助項目後，按各該補助項

目性質，訂定明確與客觀之審查、評比標準及財務計畫檢

核基礎等規範，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一定期限內提

出申請，並副知相關鄉(鎮、市)公所及學校。 

二、對於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之補助計畫，應先審核其對

所轄鄉(鎮、市)、區與學校補助之周延性及合理性，經審

核結果具周延性及合理性者，再邀集相關人員依前款所定

規範進行審查、評比及檢核作業。 

三、依前款完成審查後，應就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補助計

畫評定成績並排列優先順序依序補助。 

四、對於前款所核定之補助計畫，應切實敘明補助之對象、項

目及金額，另副知相關鄉(鎮、市)公所及學校，並於網站

公告。 

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補助計畫時，如有未依中央政府各

主管機關規定編列或撥付應分擔款，或執行績效不佳等情形

者，各該主管機關得縮減或取消補助，並由原未獲補助之計畫

項目依序遞補。 

第十五條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應就本機關與所屬機關計畫型補助款

之執行，訂定共同性或個別計畫之管考規定；其管考內容及方

式如下： 



一、明定補助計畫之辦理期程及完成期限。 

二、訂定補助計畫執行之查核點及管考週期，並定期進行書面

或實地查核。 

三、前款查核項目，包括計畫執行進度、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

用情形、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內部控管機制、

計畫執行及執行完竣後使用之效益等。 

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之管考結果，應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在

該機關網站公布，並得作為增加或減少對各該直轄市、縣（市）

政府以後年度計畫型補助款補助額度之參據。 

第十六條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應就下列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計畫

型補助款相關補助規定，於訂定或修正後一個月內，函送行

政院備查： 

一、酌予補助事項之處理原則。 

二、計畫審查與評比標準、財務計畫檢核基礎等規範及作業程

序。 

三、共同性或個別計畫之管考規定。 

第十七條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應依照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及相

關先期作業規定，完成規劃及評估作業並經行政院核定後，再

行編列計畫型補助款納入年度預算。 

第十八條 一般性補助款應編列於「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預算科目

項下，連同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專案補助款，各受補助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相對列入其地方預算。 

計畫型補助款應編列於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項下；中央政府各

機關應於補助額度確定後，即先估列直轄市、縣（市）政府分

配金額，並於會計年度開始四個月前通知直轄市、縣（市）政

府列入其地方預算。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補助收入時，

應註明編列依據，否則不得編列。 

前項補助款，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相對編足分擔款，並依

計畫實際執行進度按分擔比率撥付支用，不得先行支用補助款

或將補助款移作他用；違反者，中央得停撥其當年度或停編以



後年度之補助預算。 

中央政府各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未能於第二項規定期限內通

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時，應敘明理由連同補助項目及金額

函報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 

一、補助款須於年度進行中，方可依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辦理

之評比結果，估列或確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分配金額

者。 

二、補助款具有支應災害或重大緊急事項之準備金性質者。 

三、補助款係補助延續性工程項目，且須視前一年度實際執行

進度，方可估列或確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分配金額者。 

第十九條 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款之撥付及執行，除應依各

年度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有關規定辦理外，計畫

型補助款並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中央政府各機關應依各項計畫實際經費需求或發包金額與

執行進度及地方分擔款支用情形核實撥款，並於撥款時通

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各項計畫經費執行結果如有賸餘，其賸餘應按中央補助比

率繳回國庫。但補助款賸餘未超過新臺幣十萬元時，該受

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免予繳回。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之各項計

畫，應確實依核定計畫執行，不得請求追加補助款。如有

追加經費者，其追加部分應由各該政府自行負擔。 

四、縣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所如有中央補助款未予轉撥情

形，經中央政府主管機關協調仍未轉撥且核定屬災害或緊

急事項、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事項，應於一定期間內

完成者，中央政府各機關得逕撥各鄉(鎮、市)公所；逕撥

後之處理原則比照前三款規定辦理。已撥縣政府之款項應

予以追繳；縣政府未配合辦理繳回者，由其當年度或以後

年度之補助款予以扣減抵充。 

第二十條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未及事先列入



其年度預算之補助款，如為因應下列事項，得同意受補助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並副知行政院主計

總處及審計部： 

一、災害或緊急事項。 

二、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所辦理之事項，經行政院核定應

於一定期限內完成者。 

三、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辦理之評比結

果，且已依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報經行政院備查，並以非

普及式方式分配具時效性之補助款。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依前項規定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之

補助款，應編製「中央補助款代收代付明細表」，以附表方式

列入當年度決算。 

第二十一條 第十一條至第十九條規定之細部作業，行政院主計總處得

會商中央各主管機關訂定一致性之處理規定。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前，中央政府各

機關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除已發生契約責

任或權責之計畫，仍依原核定案辦理外，其餘應依本辦法之規

定辦理；凡非屬本辦法規定得予補助事項範圍者，中央政府各

機關均不得再行編列。 

第二十三條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特種基金及具特定財源之收支併

列經費，各依其所定用途編列及執行，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除第二條第三款第三目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

月一日施行、第十條第二項自一百零一年九月一日施行外，自

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及第九條附表二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補助事項及最高補助比率 

機關名稱 補助事項 
最高補助比率 

備註 
第 1級 第 2級 第 3級 第 4級 第 5級 

客家委員會 推動客家文化保存

及客庄建設計畫 

- 78 84 86 90   

內政部 污水下水道工程計

畫 

- 88 92 94 98   

內政部 地籍圖重測計畫 - 85 89 91 95   

內政部、交

通部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

統建設計畫 

- 73 82 84 88   

內政部 聯合辦公大樓興建

計畫 

- 35 48 52 65 最高以補助新

臺幣十億元為

上限。 

內政部 國土資訊系統計畫 - 78 84 86 90   

內政部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工程費 

- 77 80 82 86   

經濟部 縣（市）管河川防

洪設施及區域排水

重要建設計畫 

- 70 78 82 90   

經濟部 無自來水地區供水

改善計畫 

- 65 69 71 75   

交通部 大眾捷運系統規劃

及建設計畫，但不

含自償性經費 

50 78 84 86 90   

交通部 都會區鐵路立體化

計畫，但不含自償

性經費 

50 78 84 86 90 行政院於審查

各年度中央重

大公共建設計

畫時，可由交

通部就鐵路地

下化工程之補

助比率酌予調

降，以提高地

方政府選擇高

架化之誘因，

減輕政府財務

負擔。 



交通部 都會區快速道路系

統建設計畫 

- 50 - - - 本項僅限於補

助 高 雄 市 政

府。 

交通部 高、快速公路交流

道連絡道路改善工

程計畫 

- 73 82 84 88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動物保護推動及畜

禽產銷計畫 

- 85 89 91 95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發展地方農業產業

文化及發展休閒農

業計畫 

- 85 89 91 95   

附註：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依本表所列補助事項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時，應依本

辦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辦理計畫審查、評比與檢核作業及管考工作。 

 

 

 

 

 

 

 

 

 

 

 

 

 

 



                附表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酌予補助事項 

機關名稱  補助事項  
補助比率  

第 1級  第 2級  第 3級  第 4級  第 5級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  

原住民族重要建設及

專案性計畫  

-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內政部  加強地方警政之設

施、裝備及專案性計畫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內政部  加強地方消防設施、裝

備及專案性計畫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交通部  大眾運輸偏遠路線營

運虧損補貼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加強地方環保設施及

專案性計畫  

-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衛生福利部  長期照顧計畫  -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衛生福利部  興建社會福利設施工

程及充實設施設備計

畫  

-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衛生福利部  醫療保健重要計畫  -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漁業重要建設計畫  -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教育部及文化部  均衡或提升地方教育

與體育水準及文化專

案性計畫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酌予 

補助  

附註：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依本表所列補助事項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時，應依

本辦法第九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辦理計畫審查、評比與檢核作業及

管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