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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之審查機制
有關第二預備金的設置和使用，均須依照預算法 96 條準用第 22 條及第 70
條規定辦理。為強化各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之規則及使用效益，謹擬具「臺
北市政府各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之審查機制」如下：
一、各機關對於可預期辦理之重要政事，應切實衡量所需總經費，並考量其執
行能力，分年分期納編於各年度預算。
二、各機關為辦理事先無法預期或須於年度進行中即刻辦理之重要政事臨時之
需，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時，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檢討年度預算相關經費(含第一預備金)確實無法容納。
(二)須符合預算法第 70 條各款規定之一：
1.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
2.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
3.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
(三)市議會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及金額，除法定經費或經市議會同意
者外，不得動支預備金。
(四)無法於當年度執行者，原則不得申請動支，以避免(或減少)預備金之保
留。又計畫付款期程估計超過次年 12 月底者，原則亦不得申請動支。
(五)涉及用地取得或都市計畫變更需費時協調之案件，若辦理期程未能確定，
原則不得申請動支。
(六)如無特殊原因，應避免連年以相同事由申請動支。
(七)出國所需相關經費，原則應先檢討由機關年度出國相關預算調整或以主
管第一預備金支應。
(八)各機關新增辦理中、長程計畫，應妥慎完整規劃，除確有即需辦理先期
評估規劃設計之經費，得專案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外，其總工程所需經
費應分年納編年度預算辦理。
三、各機關對於符合前點各款規定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之程序：
(一)各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應評估計畫辦理之必要性及可行性，敘明
即時辦理之需求與動支依據條款，同時檢附經費明細表、計畫甘特圖並
指定 PM，於完成內部審核程序並簽報主管機關審核檢視是否確為業務必
須及符合動支要件及確無不得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之情事或限制。
(二)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應提報市長室或專案會議審查，並依公文程序
陳請市長核定動支。
(三)各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須會請研考會及主計處協助審核計畫與經費
申請之妥適性與執行之可行性。

四、第二預備金經本府核准動支後，各機關應按原核定用途支用，不得移作他
用，並依下列規定切實積極辦理：
(一)各機關動支之預備金，其每筆數額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者，或動支之第
二預備金作為中央各部會專案補助之本府配合款者，除因緊急災害動支
者外，應以府函先送市議會備查。動支數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者，
如屬新增辦理資本門計畫，應以府函事先函知市議會。
(二)動支案件如須辦理採購發包者，應依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如須送請
本府聯合發包採購中心辦理招標作業，應依該中心規定程序辦理。
(三)動支案件如屬資本支出，應依本府各機關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監督機制辦
理。
(四)工程計畫至遲於簽奉核准日起 3 個月內，其餘項目至遲於 2 個月內，填
具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及各項費用明細表陳報主管機關核轉主計處核
定，如逾上開期限仍需繼續辦理者，應專案報告檢討；工程計畫須辦理
先期規劃評估者，可依奉核之甘特圖期程分期分段辦理分配。
(五)工程或技術服務採購契約約定付款方式，宜參酌本府 99 年 3 月 22 日府
工採字第 09930086600 號函，依個案性質(如以按期、按進度或以達里程
碑等付款方式辦理)擇定適合之估驗計價方式，以提升採購效率並符公平
合理原則。
(六)動支執行情形及付款進度，應按月提報主管機關局(處)務會議報告，遇
有未能依奉核之甘特圖期程辦理時，應即檢討原因，必要時提請主管機
關協處；執行完竣有經費賸餘者，應即辦理註銷。
(七)各機關按月應填報「本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執行情形表」
，由主計處
彙整於次月 10 日前上網公布截至上月底核定動支及實際支用情形。
(八)於預算執行半年後，各機關應填報第二預備金執行情形以及未結案原因
說明等資料，由主計處彙整簽請副市長召開會議，督導執行情形。
(九)年度終了，除已發生契約責任者得依保留程序申請保留轉入下年度繼續
執行外，其餘原則不同意保留，餘額列入預算賸餘繳庫。經核定之保留
數並應積極執行，至次年度 6 月底前仍未能執行完畢者，機關應提書面
檢討至市長室會議報告。
(十)另各機關年度終了應填具「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政事別表」、「第二預備
金動支數額機關別表」及「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各項費用明細表」
，由主
計處彙整編具動支數額表提報市政會議討論；俟市政會議討論通過後，
主計處將動支數額表函送市議會審議，並將各項費用明細表上網公布。
五、審查機制奉核後，函請各機關切實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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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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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無特殊原因，應避免連年以相同事由申請動支
5.出國所需相關經費，原則應先檢討由機關年度出國相關預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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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奉核之計畫及甘特圖期程積極辦理，並不得移作他用
2.動支案件如須辦理採購發包者，應依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如須送請本府聯合發包採購中心辦理招標作業，應依該
中心規定程序辦理
3.動支案件如屬資本支出，應依本府各機關資本支出預算執行
監督機制辦理
1.工程計畫至遲於簽奉核准日起 3 個月內，其餘項目至遲於 2
個月內，填具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及各項費用明細表陳報
主管機關核轉主計處核定分配
2.如逾上開期限仍需繼續辦理者，應專案報告檢討
3.工程計畫須辦理先期規劃評估者，可依奉核之甘特圖期程分期
分段辦理分配
1.動支執行情形及付款進度，應按月提報主管機關局(處)務會議
報告
2.遇有未能依奉核之甘特圖期程辦理時，應即檢討原因，必要時
提請主管機關協處
3.執行完竣有經費賸餘者，應即辦理註銷

1.動支機關按月填報「本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執行情形
表」，由主計處彙整於次月 10 日前上網公布截至上月底核定
動支及實際支用情形
2.於預算執行半年後，各機關應填報第二預備金執行情形以及未
結案原因說明等資料，由主計處彙整簽請副市長召開會議，督
導執行情形
3.年度終了，除已發生契約責任者得依保留程序申請保留轉入下
年度繼續執行外，其餘原則不同意保留，餘額列入預算賸餘繳
庫。經核定之保留數並應積極執行，至次年度 6 月底前仍未
能執行完畢者，機關應提書面檢討至市長室會議報告

1.年度終了，各動支機關填具「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政事別
表」、
「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機關別表」及「第二預備金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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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計處彙整編具動支數額表提報市政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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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之審查機制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105 年 10 月 24 日函頒)

說

明

四、(一)各機關動支之預備金， 四、(一)各機關動支之預備金， 配 合 市 議 會 審 議 107
其每筆數額超過新臺幣
其每筆數額超過新臺幣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
五千萬元者，或動支之
五千萬元者，或動支之 案所作綜合決議：「市
第二預備金作為中央各
第二預備金作為中央各 府如需動支第二預備
部會專案補助之本府配
合款者，除因緊急災害
動支者外，應以府函先
送市議會備查。動支數

部會專案補助之本府配
合款者，除因緊急災害
動支者外，應以府函先
送市議會備查。

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
下者，如屬新增辦理資
本門計畫，應以府函事
先函知市議會。

金新增辦理資本門計
畫，每筆數額超過
5,000 萬元者應先送本
會備查，5,000 萬元以
下者應事先告知本
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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