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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興達漁港遊憩水域 

水上摩托車吊掛設施及其作業範圍 

租賃契約書 

出租人：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以下簡稱甲方） 

承租人：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定市有不動產租賃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租賃物標示 

一、土地（如附清冊及附圖）： 

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 持分 出租面積 使用分區 

高雄 茄萣 興達 - 
64-1內 

65-1內 
- 

54.5 

平方公尺 
公園用地 

備註：地上建有吊掛設備及 40呎貨櫃屋。 

二、興達漁港遊憩水域水上摩托車吊臂及其作業設備（手動拉門、40

呎貨櫃屋、開關箱等機具設備，如附清冊）。 

第二條  租賃期間 

一、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5年。 

二、乙方於租期屆滿後得優先續約 1次，續約年限為 5年，有意續約

時應於租期屆滿前 3個月內提出申請，並經甲方同意後始得換約

續租；屆期未申請者，視為乙方無意續租。 

三、乙方未經同意換約續租而於租期屆滿後繼續使用租賃物者，不得

主張民法第 451條之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並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予甲方；如造成甲方之損害，並應負賠償責任。 

四、前項不當得利及損害賠償，甲方得自押租金中抵扣；押租金不足

抵扣者，得向乙方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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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租金 

一、租金計算方式如下： 

（一）土地年租金：新臺幣(下同)2,535元整（出租面積×當期公告

地價×租金率 5％，54.5×930×5%）。 

（二）吊掛設施暨其作業設備年租金：     元整。 

二、前項公告地價、建物現值或租金率調整時，租金應隨同調整並自

次月起依調整後之金額給付，甲方不另行通知。 

三、辦理續約時，甲方得就續約租金提出調整方案。 

第四條  租金之給付 

一、 租金每年繳納一次，除 111年度乙方應於簽約後 1個月內按比例

繳納外，後續承租年度應於每年 1月 31日前自動向甲方繳納。 

二、 租金給付之方式：即期支票、現金繳納或匯款。 

三、 租金給付之處所：高雄市政府海洋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 2段

132號後棟 3樓）。 

四、 乙方應依期限自行按照甲方指定方式或前往甲方指定處所給付

租金，甲方不另行通知。 

第五條  逾期違約金 

一、乙方未依期限給付租金者，甲方得依下列規定計收違約金： 

（一）逾期未滿 1個月者，依欠額 2％計收。 

（二）逾期 1個月以上未滿 2個月者，依欠額 4％計收。 

（三）逾期 2個月以上未滿 3個月者，依欠額 8％計收。 

（四）逾期 3個月以上者，依欠額 10％計收，甲方並得終止租約。 

二、乙方未依期限給付之租金及逾期違約金，甲方得自押租金中抵

扣；押租金不足抵扣者，得向乙方追償。 

第六條  押租金 

一、乙方應於本租約簽約時給付押租金 5萬元予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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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押租金於租約終止或租期屆滿，乙方無違約、損害賠償或其他尚

待解決事項後 30日內，由甲方無息返還。 

第七條  租賃物之點交 

一、甲方應就租賃物列造清冊，甲乙雙方應於簽約後 1個月內至現場

按清冊辦理點交。如因不可歸責甲方之事由，而無法完成點交作

業，甲方得解除本契約。 

二、租賃期間甲方增購之各項財產及物品，乙方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

點交、保管維護及保險，不得要求甲方支付增加之保管維護或其

他費用。 

三、租賃期間甲方點交乙方使用之財產及物品之報廢，由乙方通知甲

方同意後，由甲方依規定程序辦理，未經甲方依程序報廢前，乙

方仍應負保管責任；報廢後，乙方應添購相同或不低於報廢品原

有功能之新品替代，其所有權屬甲方並於 30 日內更新財產及物

品清冊送交甲方。 

第八條  稅捐及其他費用 

一、 租賃物之地價稅由乙方繳納；因出租租賃物所產生之稅捐，由乙

方繳納。 

二、 租賃物之工檢、機械維修、零件之更換、水電、行政、薪資、保

險、維修保養、保全、電信、消防、管理、雜支及其他一切稅捐

及費用等概由乙方負擔，除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

乙方之事由外，甲方不負擔任何費用。 

三、 經營所需之電力設備如分電錶、電纜線、配電箱及斷路器等裝

置，由乙方自行負責設計、配線、施工及材料費用並負使用維修

責任。 

四、 有關機械維護保養及零件之更換部分，乙方於租賃期間每半年至

少應維護保養 1次(視使用情況增加維修保養次數)，並依機械操

作安全性或甲方書面通知，進行更換、保養或維修，並將結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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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方式報知甲方備查。 

五、 前述各項稅捐或費用之繳款單送至甲方者，乙方應於甲方通知之

日起 10日內（並應於繳款期限內）繳納。 

六、 乙方如因遲繳或欠繳前述各項稅捐或費用時，甲方得動用押租金

支付之（包含遲繳或欠繳產生之一切費用）；如有不足，甲方得

追償之，因而致甲方遭受損害時，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租賃物之使用 

一、 租賃物僅供乙方為吊放水上摩托車及海洋相關產業所需物件使

用外，不得為其他目的之使用；租賃場域範圍內各項作業及相關

維護管理皆請乙方遵照環保及其他相關法律規範辦理，並概由乙

方負責。 

二、 乙方租賃期間，應將吊放服務項目及收費標準送甲方予以備查，

乙方訂定之收費標準不得超出市場行情，對於前揭收費項目之費

率訂定應定期稽查，如發現乙方有違反約定事項，得依契約規定命

乙方限期改善。 

三、 乙方租賃期間，應每半年製作會計報表(並包含吊放次數、收支

費用等明細)於次月 15日前送甲方予以備查。 

四、 乙方未經甲方同意不得將租賃物之一部分或全部轉租、分租他人

或交付他人使用。 

五、 乙方因本租約所取得之權利，不得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六、 租賃物如有損壞，乙方應予修繕並負擔其費用，並不得請求抵扣

租金或要求甲方補償。但重大修繕應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 

七、 乙方不履行租賃物之修繕義務者，甲方得代為履行，其相關費用

甲方得自押租金中抵扣；押租金不足抵扣者，得向乙方追償。 

八、 乙方對於租賃物不得為擴建、整建或改建。 

九、 租賃之土地因重劃、重測或分割，致登記面積有增減者，自變更

登記之次月起，重新計算租金。 

十、 乙方因使用或管理租賃物不當，損害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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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概負全責，致甲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時，甲方得向乙方請求

損害賠償。 

十一、 乙方及其允許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第三人，因故意或過失致

租賃物毀損、滅失時，對甲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二、 乙方就租賃物之使用與管理，每年應至少辦理 1 次勞工安全

講習。 

第十條  甲方無償優先使用本場地之約定 

甲方如舉辦或配合相關活動，需使用本場地時，乙方需無償優先

提供場地。但甲方每年使用時間總計不得超過 10日。 

第十一條  保險 

一、 本租賃期間內，乙方應就租賃物向財政部核准設立登記之產物保

險公司購買並維持必要之足額保險，其保險費、自負額及其他一

切保險相關費用由乙方負擔。乙方至少應投保下列保險項目及內

容（其他保險得由乙方視實際需要自行投保）： 

(一) 火險：保險金額不得低於 8,000萬元，並以甲方為受益或賠

償受領人。 

(二) 公共意外責任險：每一個人身體傷亡保險金額至少 500 萬

元，每一意外事故傷亡保險金額至少 3000 萬元，每一意外

事故財損保險金額至少 1,000萬元，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

額 8,000萬元。 

(三) 僱主意外責任險：每一個人身體傷亡保險金額至少 500 萬

元，每一意外事故傷亡保險金額至少 1,000萬元，保險期間

內最高賠償金額 2,000萬元。 

二、 本租賃期間內，如發生賠償責任或保額不足時，由乙方負完全責

任，與甲方無涉。 

第十二條  租約之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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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終止租約，乙方不得請求任何賠償或

補償： 

（一）租賃物因政府執行公共政策而有收回之必要。 

（二）因依法變更使用而不得出租。 

（三）租賃物因政府開發、利用或重行修建而有收回之必要。 

（四）租賃物經政府核定出售或列入出售範圍而有收回之必要。 

（五）乙方使用租賃物違反租約約定或法令規定。 

（六）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或滅失。 

（七）乙方將租賃物之全部或一部轉租、分租或交付他人使用。 

（八）乙方將因本契約所取得之權利移轉他人或為他人設定負擔。 

（九）乙方未經甲方同意對於租賃物為擴建、整建或改建。 

（十）乙方逾期給付租金達 3個月。 

（十一）乙方未依契約第八條第四項規定，經甲方書面通知後逾期

1個月未進行定期檢測、零件更換及維修。 

（十二）其他依契約約定或法令規定得終止租約者。 

二、前項情形，除第（一）款至第（四）款或其他可歸責於甲方之事

由，甲方應於終止前 3個月通知乙方外，甲方得隨時終止契約。 

三、因第一項第（五）款至第（十一）款或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

致終止契約者，押租金不予返還；其因此致甲方受有損害者，乙

方並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租賃物之返還點交 

一、 乙方應於租約終止或租期屆滿後 7日內編訂租賃物點交清冊，並

按冊於 1個月內返還租賃物；乙方如尚遺留任何物品未取者，視

同廢棄物，任由甲方處理之。 

二、 乙方返還租賃物時，應回復租賃物原狀；其未依規定回復原狀

者，甲方得代為履行，其相關費用甲方得自押租金中抵扣；押租

金不足抵扣者，得向乙方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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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強制執行 

一、乙方應給付之租金、違約金及租期屆滿應返還之租賃物未依期限

給付或返還者，乙方同意甲方得不經訴訟程序逕為強制執行。 

二、乙方應於本契約簽約日偕同甲方就前項所定事項辦理公證，公證

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十五條  送達及不能送達之處置 

甲方與乙方雙方相互間之通知，應以本契約所載之地址為準，其

後如有變更未經書面告知他方，致無法送達或拒收者，以郵局第

一次投遞之日期為合法送達之日期。 

第十六條  附則 

一、其他未盡事宜，依民法、國有財產法暨其施行細則、國有公用不

動產收益原則、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等有關規定辦理。 

二、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三、本契約正本 3份由甲方、乙方及公證處(公證人)各執 1份；副本

5份，由甲方執 4份，乙方執 1份，副本與正本如有不符者，以

正本為準；每份契約附件，均與契約書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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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人 

 

 

甲方(出租人)：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代   表   人：局長  張漢雄 

統 一  編 號：81159036 

地        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 2段 132號後棟 3樓 

電        話：07-7995678 

 

 

甲方(承租人)： 

代   表   人：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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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興達漁港遊憩水域 

水上摩托車吊掛設施及其作業範圍出租清冊 

一、 土地： 

地號 

(高雄市茄萣區 

興達段) 

出租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64-1地號內 24.5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管理者：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65-1地號內 30 

小計 54.5 (2筆出租面積均非整筆土地面積) 

二、 市有動產： 

財產名稱 單位 數量 價值(新臺幣) 

貨櫃屋 40呎 1座 233,936元  

立柱型懸臂吊車(拉吊機) 

(含二合一不鏽鋼電源開

關箱、無線搖控器、維護

保養手冊) 

吊運限制：

1,000公斤內 
1座 527,424元  

不鏽鋼手動伸縮大門 7公尺 1處 133,444元  

共3筆   894,8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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