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類 一 覽 表 
補助對象 補助項目 申請日期與程序 補助經費原則 審核方式 撥款方式 其他應注意事

項 

考評項目 

一、 直轄市、縣

(市)政府。 

 

一、無形文化資產及文化資

產保存技術基礎普查、

調查研究。 

二、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與推廣(包含文物保存

維護設備、文物展示設

備、文物修繕等資本門

補助項目)。 

三、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

紀錄、傳習、出版、活

化、學術研討。 

四、無形文化資產或文化資

產保存技術相關之文化

場域及設備改善計畫

(本項為資本門補助，為

文化場域之設施及設備

改善，包括友善環境提

升，如公共安全空間、

無障礙空間、環保節能、

景觀改善、雙語導覽標

示、館舍修繕及規劃設

計等。不補助：網站建

置費、土地取得(含租

賃)、建物新(興)建費

用、常態美化環境工程、

館藏文物購置及辦公室

庶務性設備費用。)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前欄

規範類別，並進行初審後，提出

相關計畫申請。 

二、經認定之保存者(個人、團體)，

或經前述保存者(個人、團體)委

託之、民間團體、學校，申請前

欄規範類別之計畫，應經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提送申請計畫並

填列地方配合款預算，完成初審

後，提送本局複審。本局將依據

地方配合款編列額度作為核定

補助之參考。 

三、重要傳統表演藝術、重要傳統工

藝、重要口述傳統、重要傳統知

識與實踐之傳習藝生，或經其委

託之民間團體、學校，得依前欄

規範類別，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初審，填寫初審表後，

送本局複審。 

四、中央政府機關(構)、國家其他公

法人、中央機關(構)所屬公營事

業、國立學校得依前欄規範類

別，並進行初審後，提出相關計

畫申請。 

五、請依計畫封面、計畫參考格式及

相關文件（參照本局官網附件）

填報計畫及經費表，函送報告書

1式 15份向本局申請。 

一、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財力狀況屬

第 1級者：最高不

逾計畫經費 50%

為原則。 

二、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財力狀況屬

第 2級者：最高不

逾計畫經費 70%

為原則。 

三、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財力狀況屬

第 3級者：最高不

逾計畫經費 80%

為原則。 

四、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財力狀況屬

第 4級者：最高不

逾計畫經費 85%

為原則。 

五、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財力狀況屬

第 5級者：最高不

逾計畫經費 90%

為原則。 

一、初審：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送本局複審

之案件，應排列優先順序。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補助項

目規範類別，並進行初審後，提

出相關計畫申請。 

(三)經認定之保存者(個人或團體)，

或經前述保存者(個人、團體)委

託之、民間團體、學校，申請補助

項目規範類別之計畫，應經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提送申請計畫，

且填列地方配合款預算，額度原

則不得少於自籌部分 50%，並完成

初審後，提送本局複審。直轄市、

縣(市)政府未編列配合款者，本

局得不予補助。 

(四)重要傳統表演藝術、重要傳統工

藝、重要口述傳統、重要傳統知

識與實踐之傳習藝生或經其委託

之民間團體、學校，得依補助項

目規範類別提案，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初審，填寫初審表

後，提送本局複審。 

(五)中央政府機關(構)、國家其他公

法人、中央機關(構)所屬公營事

業、國立學校依補助項目規範類

別，並進行初審後，提出相關計

畫申請。 

一、經常門、設備儀器(資本門)： 

(一)補助經費未達新臺幣 10萬元者： 

    於計畫執行完畢 1 個月內，檢送足額納

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預算證明或議

會同意墊付函(補助對象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者)、未重複申請補助切結書、核定

之修正計畫書(1 式 3 份及電子檔)、領

據(或統一發票)、補助經費報告表、成

果報告書(1式 3份及電子檔、文化資產

計畫資料管理資訊平台計畫成果資料上

傳明細表(補助對象為直轄市、縣(市)政

府者)，包含其他成果檔案之數位或紙本

實體檔案；設備儀器採購則檢附驗收證

明等資料)、整理造冊之支用單據(補助

對象為專業團隊、民間團體及個人者)等

相關資料，經審核通過結案後，依據實

支數一次撥付分攤比率補助經費。 

(二)補助經費 1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者： 

1. 第 1 期款(50%)：由申請單位檢附核定

之修正計畫書(1 式 3 份及電子檔)、第

1 期款領據(或統一發票)、年度工作及

摘要進度表、未重複申請補助切結書、

足額納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預算證

明或議會同意墊付函(補助對象為直轄

市、縣市政府者) 、完成發包之相關證

明或契約書影本（不涉及採購發包者免

附）等相關資料，經審核通過後，依據

發包經費撥付分攤比率補助經費 50%。 

一、經核定補助之

案件，必須依

計畫內容確實

執行，補助款

應專款專用，

不得任意變更

用途，結案核

銷時應列明全

部經費內容，

及向各機關申

請補(捐)助之

項目及實支金

額，本局得就

計畫之執行進

行考評，並列

為日後補助審

核之依據。 

二、受補助單位如

申請活動地點

與登錄所在地

非 屬 同 一 縣

市，受補助單

位須函知活動

所在地縣(市)

政府。 

三、受補助單位於

申 請 補 助 期

間，因故遭廢

一、 共同考評項目： 

(一) 經費結報資料

與原申請補助

計畫經費運用

之合理性。 

(二)  辦理之活動是

否依原申請補

助計畫執行。 

(三)  執行成效是否

符合原申請補

助計畫所述之

效益等。 

二、 各別計畫考評項

目: 

(一) 傳習類： 

1. 執行進度。 

2. 月報表填寫

情形。 

3. 實際傳習人

數。 

(二) 教育推廣類： 

1. 執行進度。 

2. 月報表填寫

情形。 

3. 實際參與人

次。 

(三) 調查研究類： 



二、專業團隊、民

間團體： 

(一)經認定之保

存者。 

(二)經認定之保

存者及重要

傳統表演藝

術、重要傳

統工藝、重

要 口 述 傳

統、重要傳

統知識與實

踐之傳習結

業藝生委託

之立案民間

團體、各級

學校。 

三、個人 (自然

人)： 

經認定之保

存者及重要

傳統表演藝

術、重要傳統

工藝、重要口

述傳統、重要

傳統知識與

實踐之傳習

結業藝生。 

保存紀錄、傳習或傳承、出

版、調查研究、展演教育推

廣活動、學術研討、活化。 

 

 

 

 

六、申請截止日期：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原則於每

年 5月底前提出下年度計畫。 

(二)計畫內容對文化資產具重大助

益或因應政策、時效性與特殊

性、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與本局

推動文化資產保存、活化及再

利用等施政計畫需求者，得依

程序提出專案申請，經本局首

長核可後補助之。 

 

 

補助計畫所需之部分

經費，但以不逾總經

費 90%為原則。地方政

府配合款額度原則不

得 少 於 自 籌 部 分

50%(不含傳習結業藝

生)。 

二、複審： 

(一)由本局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複審小

組，召開審查會議決定之。 

(二)複審時本局得邀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文化局及中央政府機關

(構)等提報單位到場說明。 

(三)複審後由本局暫核定補助金額，

俟受補助單位修正計畫後，函送

本局核定。 

三、無形文化資產或文化資產保存技術

相關之文化場域及設備改善計畫，

提案執行內容涉及展示建築物空間

者，其建築物及土地所有權人應出

具使用權證明文件，如基於債權或

物權契約享有使用土地或建築物之

人，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同時，提

案內容使用之場所應檢附建築物使

用執照(或使用許可)，建築物使用

類組尚符合本計畫範圍者包括建築

法所列公共集會類之 A1類組；商業

類 B2類組；工業、倉儲類 C2類組；

休閒文教類 D2、D3、D4類組；宗教

殯葬類 E類組；公共、服務類 G2、

G3類組。若其使用執照非屬適合文

化活動等相關用途者，應由各縣市

文化局(處)會同建管、都市計畫或

地政單位審查，必要時應辦理會勘，

認定提案執行內容符合建築物使用

用途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或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請縣市政

府本於權責參考前述事項辦理。 

2. 第 2 期款(50%)：各核定補助案於計畫

執行完畢 1個月內及年度終了前，檢送

第 2 期款領據(或統一發票)、「補助經

費結算表」、成果報告書(1 式 3 份及電

子檔、文化資產計畫資料管理資訊平台

計畫成果資料上傳明細表(補助對象為

直轄市、縣(市)政府者)，包含其他成果

檔之數位或紙本實體檔案；設備儀器採

購則檢附驗收證明等資料)、整理造冊

之支用單據(補助對象為專業團隊、民

間團體及個人者)等相關資料辦理結

案，經審核通過後，依據實支數撥付分

攤比率補助經費尾款。 

(三)補助經費超過 100萬元者： 

1. 第 1 期款(30%)：由申請單位檢附核定

之修正計畫書(1 式 3 份及電子檔)、第

1 期款領據(或統一發票)、年度工作及

摘要進度表、未重複申請補助切結書、

足額納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預算證

明或議會同意墊付函(補助對象為直轄

市、縣市政府者) 、完成發包之相關證

明或契約書影本（不涉及採購發包者免

附）等相關資料，經審核通過後，依據

發包經費撥付分攤比率補助經費 30%。 

2. 第 2期款(40%)：工作進度達 50%後，檢

附合約(點工購料者需附機關主管核定

文件)、工作進度達 50%證明文件、原納

入預算證明影本及第 2 期款領據(或統

一發票)等相關資料，依據發包經費撥

付分攤比率補助經費 40%。 

3. 第 3 期款(30%)：各核定補助案於計畫

執行完畢 1個月內及年度終了前，檢送

第 3 期款領據(或統一發票)、「補助經

費結算表」、成果報告書(1 式 3 份及電

子檔、文化資產計畫資料管理資訊平台

計畫成果資料上傳明細表(補助對象為

直轄市、縣(市)政府者)，包含其他成果

檔之數位或紙本實體檔案；設備儀器採

購則檢附驗收證明等資料)、整理造冊

之支用單據(補助對象為專業團隊、民

間團體及個人者)等相關資料辦理結

案，經審核通過後，依據實支數撥付分

攤比率補助經費尾款。 

二、資本門—規劃設計案補助款(分 3期撥付)： 

(一)第 1期款(30%)：由申請單位檢附核定之

修正計畫書(1 式 3 份及電子檔)、年度

工作及摘要進度表、未重複申請補助切

結書、第 1 期款領據(或統一發票)、足

額納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預算證明

或議會同意墊付函、完成發包之相關證

明或契約書影本（不涉及採購發包者免

止其保存者資

格者，視同資

格不符；受補

助單位於本局

同意補助後，

始遭廢止其保

存者資格者，

得經本局書面

同意後繼續完

成補助案件之

執行；未獲本

局 書 面 同 意

者，其經費依

未執行比率於

30 日曆天內繳

回；受補助案

件未執行之比

率依本局解釋

為凖。 

四、未依本作業要

點檢送相關資

料者，本局保

有撤銷或廢止

補助資格，並

追回部分或全

部補助款之權

利。 

 

 

1. 執行進度。 

2. 工作項目達

成率。 

3. 月報表填寫

情形。 

4. 各期審查會

議紀錄。 

(四) 記錄、出版類： 

1. 執行進度。 

2. 工作項目達

成率。 

3. 月報表填寫

情形。 

4. 縣市主管機

關審查會議

紀錄。 

(五) 文化場域改善

之 規 劃 設 計

類： 

1. 執行進度。 

2. 設計書圖完

整性。 

3. 工作進度達

成率。 

4. 各期審查會

議紀錄。 

(六) 文化場域改善

之工程類： 

1. 執行進度。 

2. 工程進度達

成率。 

3. 各期審查會

議紀錄。 

(七) 文化場域之設

備 儀 器 採 購

類： 

1. 執行進度。 

2. 採購驗收相

關資料。 

四、中央政府機

關(構)、公

法人、國營

事業、國立

學校。 

一、無形文化資產及文化資

產保存技術基礎普查、

調查研究。 

二、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與推廣(包含文物保存

維護設備、文物展示設

備、文物修繕等資本門

補助項目)。 

三、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

紀錄、傳習、出版、活

化、學術研討。 

四、無形文化資產或文化資

產保存技術相關之文化

場域設備及改善計畫

(本項為資本門補助，為

文化場域之設施及設備

改善，包括友善環境提

升，如公共安全空間、

無障礙空間、環保節能、

景觀改善、雙語導覽標

示、館舍修繕及規劃設

計等。不補助：網站建

置費、土地取得(含租

一、辦理重要傳統表

演藝術、重要傳

統工藝、重要口

述傳統、重要民

俗、重要傳統知

識與實踐、重要

文化資產保存技

術之各類補助最

高不逾總經費 40

％為原則。 

二、辦理傳統表演藝

術、傳統工藝、

口述傳統、民

俗、傳統知識與

實踐、文化資產

保存技術之各類

補助最高不逾總

經費 30％為原

則。 



賃)、建物新(興)建費

用、常態美化環境工程、

館藏文物購置及辦公室

庶務性設備費用。) 

 

附）等相關資料，經審核通過後，依據

發包經費撥付分攤比率補助經費 30%。 

(二)第 2期款(40%)：工作進度達 50%後，檢

附合約(點工購料者需附機關主管核定

文件)、工作進度達 50%證明文件、原納

入預算證明影本及第 2 期款領據(或統

一發票)等相關資料，依據發包經費撥付

分攤比率補助經費。 

(三)第 3 期款(30%)：於計畫完成(工作進度

達 100%)後，檢附成果報告書(或規劃設

計書圖)(1 式 3 份及電子檔，包含其他

成果檔案之數位或紙本實體檔案，依「文

化資產計畫成果資料徵集暨登錄作業要

點」內容辦理繳交)、第 3 期款領據(或

統一發票)、 文化資產計畫資料管理資

訊平台計畫成果資料上傳明細表(補助

對象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者)等資料，

依據實支數撥付分攤比率補助經費尾

款。 

三、資本門—工程案(含監造或工作報告書)補

助款(分 3期撥付)： 

(一)第 1期款(30%)：於發包後，檢附核定之

修正計畫書(1 式 3 份及電子檔)、完成

發包之相關證明或契約書影本(點工購

料者需附機關主管核定文件)、年度工作

及摘要進度表、未重複申請補助切結書、

第 1 期款領據(或統一發票)、足額納入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預算證明或議會

同意墊付函等相關資料，依據發包經費

撥付分攤比率補助經費 30%。 

(二)第 2期款(40%)：於工程進度達 50%後，

檢附工程進度達 50%證明文件、原納入

預算證明影本及第 2 期款領據(或統一

發票)等相關資料，依據發包經費撥付分

攤比率補助經費 40%。 

(三)第 3 期款(30%)：於工程進度達 100%且

工程驗收完成後，檢附工程驗收及結算

證明等相關資料(1 式 3 份及電子檔)、

第 3期款領據(或統一發票) 、文化資產

計畫資料管理資訊平台計畫成果資料上

傳明細表(補助對象為直轄市、縣(市)政

府者)等相關資料，依據實支數撥付分攤

比率補助經費尾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