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機關名稱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收費內容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單位：新臺幣；元)

最近公布或修正

日期

收費標準最近一

次調整日期
法令依據 備註

1 行政暨國際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四維中庭─上班日

場地使用費:3,500元/場次(4小時)

保證金:6,000元/場次

清潔維護費:600元/場次

電源使用費:200元/場次

110年1月14日
110年1月14日修

正

高雄市政府行政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2 行政暨國際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四維府前廣場─上

班日

場地使用費:1,600元/場次(4小時)

保證金:5,000元/場次

清潔維護費:600元/場次

電源使用費:200元/場次

110年1月14日 110年1月14日
高雄市政府行政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3 行政暨國際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四維大禮堂─上班

日

場地使用費:5,500元/場次(4小時)

保證金:6,000元/場次

清潔維護費:1,000元/場次

電源使用費:200元/場次

110年1月14日 110年1月14日
高雄市政府行政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4 行政暨國際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鳳山中庭─上班日

場地使用費:1,500元/場次(4小時)

保證金:2,000元/場次

清潔維護費:600元/場次

電源使用費:200元/場次

110年1月14日 110年1月14日
高雄市政府行政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5 行政暨國際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鳳山府前廣場─上

班日

場地使用費:1,600元/場次(4小時)

保證金:5,000元/場次

清潔維護費:600元/場次

電源使用費:200元/場次

110年1月14日 110年1月14日
高雄市政府行政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6 行政暨國際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鳳山第一會議室─

上班日

場地使用費:10,000元/場次(4小時)

保證金:10,000元/場次

清潔維護費:5,000元/場次

電源使用費:200元/場次

110年1月14日 110年1月14日
高雄市政府行政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7 行政暨國際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鳳山大禮堂

上班日

   場地使用費:5,500元/場次(4小時)

   保證金:6,000元/場次

   清潔維護費:1,000元/場次

   電源使用費:900元/時

非上班日

   場地使用費:6,000元/場次(4小時)

   保證金:6,000元/場次

   清潔維護費:1,000元/場次

   電源使用費:900元/時

110年1月14日 110年1月14日
高雄市政府行政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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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8 行政暨國際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鳳山多媒體會議室

上班日

   場地使用費:5,000元/場次(4小時)

   保證金:5,000元/場次

   清潔維護費:1,000元/場次

   電源使用費:900元/場次

非上班日

   場地使用費:5,500元/場次(4小時)

   保證金:6,000元/場次

   清潔維護費:1,000元/場次

   電源使用費:900元/時

110年1月14日 110年1月14日
高雄市政府行政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9 行政暨國際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室內空間(1樓)
場地使用費:1,200元/場次(4小時)

保證金:2,000元/場次
111年8月12日

高雄市政府首長職務宿舍

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僅文字修正。未調

整收費標準。

10 行政暨國際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室外空間
場地使用費:1,200元/場次(4小時)

保證金:2,000元/場次
111年8月12日

高雄市政府首長職務宿舍

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僅文字修正。未調

整收費標準。

11 原民會 場地設施使用費
原住民故事館一樓

大禮堂

1,200元(3小時)

保證金2,000元/場
107年6月21日 107年6月21日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12 原民會 場地設施使用費 聚會所
1,000元-1,200元(3小時)

保證金2,000元/場
107年6月21日 107年6月21日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13 原民會 場地設施使用費
杉林大愛原民文化

公園戶外橢圓廣場

1,000元-1,200元(3小時)

保證金2,000元/場
107年6月21日 107年6月21日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14 原民會 場地設施使用費
高雄市迷瑪力慢速

壘球場

場地管理清潔費:1,000元/場次(4小時)

水電費:500元

保證金:1,500元

107年6月14日 107年6月14日
高雄市迷瑪力慢速壘球場

使用管理規則

15 客委會 場地設施使用費
客家文化場地租借

收入

高雄市客家文化場地收費標準表

(如附件1)
105年5月2日 105年5月2日

高雄市客家文化場地使用

管理規則

16 客委會 場地設施使用費
美濃客家文物館門

票收入
全票40元、半票20元、團體票32元、戶外教學15元(非本市) 104年4月27日 104年4月27日

高雄市美濃客家文物館收

費標準

17 民政局 證照費 門牌編釘 65元 105年4月21日 105年4月21日
高雄市門牌編釘及門牌證

明書收費標準

18 民政局 登記費
印鑑登記、變更、

註銷
20元 106年10月23日 106年10月23日

高雄市印鑑登記及印鑑證

明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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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19 民政局 資料使用費 門牌證明 20元 105年4月21日 105年4月21日
高雄市門牌編釘及門牌證

明書收費標準

20 民政局 資料使用費 印鑑證明 20元 106年10月23日 106年10月23日
高雄市印鑑登記及印鑑證

明收費標準

21 殯葬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公立殯葬設施(含公

立殯儀館、公立火

化場、公立公墓、

公立骨灰(骸)存放

設施)

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附表

(如附件2)
109年12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

標準

22 教育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本市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場地使用收

費

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如附件3)
102年10月17日 102年10月17日

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23 空中大學
資產使用及權利

金收入

國際會議廳

玫塊廳

大會議室

小會議室

電腦教室

大教室

小教室

國際會議廳:  場地費:10,000元/場、保證金20,000元

玫塊廳:      場地費:7,500元/場、保證金15,000元

大會議室:    場地費:3,000元/場、保證金6,000元

小會議室:    場地費:2,000元/場、保證金4,000元

電腦教室:    場地費:4,000元/場、保證金10,000元

大教室:      場地費:2,000元/場、保證金4,000元

小教室:      場地費:1,500元/場、保證金3,000元

使用時間以4小時為1基數

場地費包含使用費、水電費及清潔費

101年7月5日 101年7月5日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場地使

用管理規則

24 空中大學
資產使用及權利

金收入
實習法庭 場地費:1,500元/場、保證金3,000元(4小時) 105年12月2日 105年12月2日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實習法

庭借用與管理辦法

25 社教館 場地設施使用費 演藝廳

售票：每場次3小時，上午次及下午次每場14,000元，晚間

次18,000元。

不售票：每場次3小時，上午次及下午次每場10,000元，晚

間次12,000元。

投影機每場次2,000元，電動布幕每場次1,000元。

105年11月24日 105年11月24日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26 社教館 場地設施使用費 演講廳 每場次3小時，每場4,000元。 105年11月24日 105年11月24日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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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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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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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27 社教館 場地設施使用費 展示廳 每場次1日，每場3,000元。 105年11月24日 105年11月24日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28 社教館 場地設施使用費 體育館 每場次3小時，每場6,000元。 105年11月24日 105年11月24日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29 社教館 場地設施使用費 露天劇場 每場次3小時，每場3,000元。 105年11月24日 105年11月24日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30 社教館 場地設施使用費 烤肉區 每場次4小時，1人30元。 105年11月24日 105年11月24日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31 社教館 場地設施使用費 錄影 1,000元/場 105年11月24日 105年11月24日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32 社教館 場地設施使用費 錄音 500元/場 105年11月24日 105年11月24日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33 社教館 場地設施使用費 鋼琴 2,000元/場 105年11月24日 105年11月24日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34 經發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徵收全市公有市場

攤鋪位使用費(含固

定攤及臨時攤)

依據「高雄市零售市場管理自治條例」第8、9條規定計收 109年7月27日 109年7月27日
高雄市零售市場管理自治

條例

35 經發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高雄智慧科技創新

園區輔導與管理維

護費、水電費

1.獨立辦公室:

  輔導與管理維護費:1,800元/坪/月

                   (前3年分別打6、7、8折)

  水電費:300元/坪/月

2.共創空間固定席輔導與管理維護費:

   3,000元/席/月(年繳打9折)

3.共創空間非固定席輔導與管理維護費:

   1,800元/席/月

108年4月 108年4月
高雄智慧科技創新園區進

駐申請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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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收費內容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單位：新臺幣；元)

最近公布或修正

日期

收費標準最近一

次調整日期
法令依據 備註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36 經發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高雄市數位內容創

意中心辦公室使用

費、場地及共同工

作空間承租費用

1.辦公室使用費:

  第1年:250元/坪/月  第2年:350元/坪/月

  第3年:450元/坪/月  第4年:550元/坪/月

  第5年:650元/坪/月

2.中型會議室:1,800元/每時段

3.展覽空間:3,600元/每時段

4.媒體教室(電腦教學教室):3,500元/每時段

5.媒體教室(電腦研習教室):3,500元/每時段

6.放映室:2,500元/每時段

7.共同工作空間:以日/週/月/季/年計費

               100元/300元/2,500元/9,000元

108年8月 108年8月

1.高雄市數位內容創意中

心進駐審查及管理原則

2.高雄市數位內容創意中

心場地承租申請表(簡易

租賃契約)

3.高雄市數位內容創意中

心共同工作空間承租申請

表(簡易租賃契約)

37 工務局 許可費
道路挖掘許可費修

復費及挖補費

1.許可費:按實際挖掘面積每平方公尺54元計算。

2.修復費:依被修復面積每平方公尺600元起計算。

3.挖補費:依被挖補面積每平方公尺2,580元起計算。

111年11月7日 111年11月7日

高雄市道路挖掘許可費挖

補費及修復費收費標準

111年11月7日高市府工道

字第11105161200號令修

正

38 工務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使用寬頻管道佈設

纜線，繳納寬頻管

道使用費

寬頻管道使用費單價，以寬頻管道內每一子管每公尺每月新

台幣2元計算；未滿一公尺者，以一公尺計；未滿一個月者

，以一個月計。

102年5月16日
高雄市寬頻管道使用費及

保證金收取辦法

39 工務局 證照費
廣告物許可證費

廣告物審查費

廣告物許可證費:每件200至2,000元

廣告物審查費:每件6,000元
102年7月4日

高雄市廣告物自治條例第

4條；102.7.4高市府工建

字第10234348400號令訂

定高雄市招牌廣告及樹立

廣告申請許可收費標準

40 工務局 證照費 圖說影印費 每張15至200元 102年10月31日
高雄市補發建築執照謄本

及複印建築圖說收費標準

41 工務局 證照費
申請指示(定)建築

線
1000元 102年10月22日

高雄市申請指示指定建築

線收費標準

42 工務局 審查費
高雄市建築物變更

使用執照許可審查
每案5,000~12,000元 105年11月17日 105年11月17日

高雄市建築物變更使用執

照許可審查收費標準

第 5 頁，共 16 頁



編號 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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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公布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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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備註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43 工務局 審查費
建築工程勘驗申報

審查費

1.法定工程造價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者，每次勘驗收取4,000

元。

2.法定工程造價不足新臺幣1千萬者，每次勘驗收取新臺幣

2,000元。

106年2月23日
高雄市建築工程勘驗申報

審查收費標準

44 工務局 審查費
建築物公共安全申

報審查費
每件500元 106年6月30日

高雄市建築物公共安全申

報審查收費準

45 養工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公園場地

公園服務中心

未達1公頃公園場地

  上午:2,000元/日  下午:2,000元/日

  晚間:3,000元/日  保證金:10,000元

1公頃以上未達3公頃公園場地

  上午:4,000元/日  下午:4,000元/日

  晚間:6,000元/日  保證金:20,000元

3公頃以上公園場地

  上午:6,000元/日  下午:6,000元/日

  晚間:9,000元/日  保證金:30,000元

公園服務中心:保證金10,000元

假日場地使用費加收2成計算

101年12月22日 101年12月22日

高雄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暨高雄市公園場地使用費

及保證金收費標準

46 養工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高雄市路燈桿懸掛

旗幟廣告物使用費
每組100元 103年6月9日 103年6月9日

高雄市路燈桿懸掛旗幟廣

告物管理及收費辦法

47 養工處 場地設施使用費

高雄市公園埋設地

下物或架設地上物

使用費

依埋設地下物或架設地上物之

垂直投影面積乘以公園所在之行政區平均公告地價百分之五

，並按年度計收；未滿一年者，按月計收；未滿一月者，以

一個月計。

107年9月6日 107年9月6日

高雄市公園埋設地下物或

架設地上物使用費及保證

金收費標準

48 社會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場地費、水電空調

費、燈光音響、單

槍投影機及清潔費

高雄市社會福利服務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如附件4)
109年8月10日 109年8月10日

高雄市社會福利服務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49 社會局 服務費
中途之家安置外縣

市籍個案收入

1、庇護安置費：依本市當年度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

準之二倍平均三十天計算，按實際庇護安置天數計算之。

2、事務費：以每日庇護安置費百分之三十五計算，按實際

庇護安置天數計算之。

3、醫療費、學雜費及其他相關費用，依實際支出計算之。

100年8月5日 100年8月5日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中途之

家庇護安置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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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收費內容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單位：新臺幣；元)

最近公布或修正

日期

收費標準最近一

次調整日期
法令依據 備註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50
社會局長青綜合

服務中心
場地設施使用費

演藝廳

會議廳

三零一室

展覽廳

演藝廳

  場地費:6,000元  空調費:3,000元

  水電費:2,000元  清潔費:1,000元

  投影機:2,000元  保證金:10,000元

會議廳

  場地費:2,000元  空調費:1,000元

  水電費:1,000元  清潔費:1,000元

  投影機:2,000元  保證金:5,000元

三零一室

  場地費:1,000元  空調費:500元

  水電費:500元    清潔費:500元

  投影機:2,000元  保證金:2,000元

每時段以3小時計

展覽廳

  場地費：2,000元  清潔費：500元

  保證金:1,000元

使用時間為9時至17時

107年1月4日 107年1月4日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

合服務中心場地使用管理

規則

51
社會局兒童福利

服務中心
場地設施使用費

禮堂

教保室

感覺統合室

廣場

禮堂

  場地費：1,500元  水電空調費：500元

  清潔費：300元    保證金:3,000元

教保室

  場地費：1,000元   水電空調費：300元

  清潔費：300元     保證金:3,000元

感覺統合室

  場地費：1,000元  水電空調費：300元

  清潔費：300元    保證金:3,000元

廣場

  場地費：1,500元  清潔費：300元

  保證金:3,000元

每時段以3小時計

106年4月20日 106年4月20日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

利服務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52
社會局

仁愛之家
服務費

自費老人進住本家

之服務費收入

16坪單人套房8,000元

16坪雙人套房4,000元

6-8坪單人套房4,000元

4坪單人套房300元

雅房300元

108年12月23日 108年12月23日 高雄市老人照顧服務辦法

53
社會局

仁愛之家
場地設施使用費

公有宿舍使用、自

費家民及宿舍水電

費、公用電話費收

入

依實際電表收費 101年6月28日 101年6月28日

78年9月7日高市府財一字

第28942號函及高雄市老

人照顧服務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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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收費內容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單位：新臺幣；元)

最近公布或修正

日期

收費標準最近一

次調整日期
法令依據 備註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54
社會局無障礙之

家
場地設施使用費

禮堂

簡報室

多功能活動空間

禮堂

  場地費：1,000元  水電空調費：500元

  清潔費：500元    保證金:2,000元

簡報室

  場地費：500元   水電空調費：300元

  清潔費：200元   保證金:2,000元

多功能活動空間

  場地費：700元  水電空調費：400元

  清潔費：300元  保證金:2,000元

每時段以3小時計

107年4月19日 107年4月19日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

之家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55 衛生局 證照費 衛生檢驗收費
高雄市衛生檢驗收費標準表

(如附件5)
111年5月3日 111年5月3日

高雄市衛生檢驗申請及收

費辦法

56 衛生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會議室對外出租費

用(如場地費、清潔

費及水電費等)

4樓會議室:

場地費:2,000元/場

清潔費:1,500元/場

水電費:2,000元/場

保證金:3,000元/場

8樓會議廰:

場地費:4,000元/場

清潔費:3,000元/場

水電費:4,000元/場

保證金:5,000元/場

停車場:

停車費:1,500元/場

每場次以4小時計

104年2月16日 104年2月16日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場地使

用管理規則

57 衛生局 服務費

於高雄市醫療觀光

平台刊登之醫療項

目

1.刊登醫療項目未滿5項者：30,000元/年

2.刊登之醫療項目5項以上者：50,000元/年
108年12月30日 108年12月30日

高雄市醫療觀光平台管理

及收費辦法

已於111年9月6日

簽准停徵111年

「高雄市醫療觀光

平台機構年使用

費」

58 衛生局 審查費
醫療機構申請使用

醫療觀光平台平台

書面審查15,000元/次

實地及書面審查30,000元/次
108年12月30日 108年12月30日

高雄市醫療觀光平台管理

及收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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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收費內容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單位：新臺幣；元)

最近公布或修正

日期

收費標準最近一

次調整日期
法令依據 備註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59 衛生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員工停車場月租費
地下停車場  250元/月

廣場        200元/月
109年12月7日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停車場

使用管理要點

60 環保局

高雄市環境保護

基金-水污染防治

計畫-勞務收入

沼液沼渣集運費

集運處理費用=基本費+車次×載運量×距離×費率。

以四捨五入法計算至元為止。但自辦法施行之日起，分八年

調整收費，第一年按百分之三十收取，逐年增加百分之十，

至第八年起全額收取。

109年12月17
高雄市沼液沼渣集運管理

及收費辦法

110年9月28日起暫

緩實施

61
環保局資源回收

廠
場地設施使用費

游泳池、桌球室、

韻律操教室、交誼

廳、網球場、撞球

室、演藝廳、會議

室、體育館等場地

使用費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資源回收廠回饋設施收費標準表(如

附件6)
101年12月22日 101年12月25日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資

源回收廠回饋設施使用管

理辦法

62 地政局 資料使用費 申請地籍參考圖

1.測圖比例尺之地籍參考圖：60元/幅。

2.特殊比例尺之地籍參考圖：100元/幅。

3.千分之ㄧ比例尺之多目標地籍參考圖：200元/幅。

4.特殊比例尺之多目標地籍參考圖：300元/幅

101年6月7日
高雄市地籍參考圖核發及

收費辦法

63 地政局 審查費
申請變更非都市土

地編定之行政規費

1.免附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之申請案件：3,000/件

2.免經高雄市政府山坡地變更編定審查專案小組審查之申請

案件：5,000/件。

3.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取得開發許可之申請案件：

10,000/件。

四、其他申請案件：13,000/件。

105年4月28日
高雄市非都市土地變更編

定規費收費標準

64 地政局 資料使用費
申請土地基本資料

庫電子資料

高雄市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料流通收費標準

(如附件7)
108年12月26日

高雄市土地基本資料庫電

子料流通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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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收費內容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單位：新臺幣；元)

最近公布或修正

日期

收費標準最近一

次調整日期
法令依據 備註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65 地政局 審查費
申請辦理自辦重劃

之行政規費

1.核准成立籌備會:35,000元/案

2.核定重劃範圍:75,000元/案。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權人逾

150人者，每逾1人加收300元

3.舉行聽證:99,000元/案。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權人及利害

關係人逾150人者，每逾1人加收300元。

4.核准實施市地重劃:57,000元/案。重劃範圍土地所權人及

利害關係人逾150人者。每逾1人加收300元

5.評定重劃前後地價:96,000元/案。重劃面積超過公頃者，

每增加1公頃，加收1,000元

6.核定公共設施工程設計畫圖及工程預算:重劃區面積未達3

公頃者，每案85,000元重劃區面積3公頃以上者，每案

97,000元。

7.查核公共設施工程:117,000元/案

8.調處土地改良物補償或拆遷事宜:79,000元/案

107年11月19日
高雄市自辦市地重劃審查

收費標準

66 農業局 證照費

農藥販賣業執照規

費(申請、遺失或毀

損、變更、展延、

補發及換發)

申請、變更、展延:1,200元

補發、換發:1,000元
105年1月28日

高雄市農藥販賣業執照核

發辦法

67 農業局 證照費

經營野生動物之營

利性飼養、繁殖、

買賣或加工者許可

證工本費

2000元 104年8月13日 104年8月13日

高雄市申請野生動物營利

性飼養繁殖買賣加工許可

證收費標準

68 動保處 服務費 狂犬病預防注射費

1.狂犬病預防注射費:150元/隻

2.隔離留置檢查:2,000元/隻

3.狂犬病預防注射標示及證明書:20元/隻

4.畜犬屍體處理費:

    500元/隻(15公斤以下)

    800元/隻(15公斤以上)

5.飼主不擬續養:3,000元/隻

6.收容管理費:200元/隻

102年2月21日 102年2月21日
高雄市動物狂犬病防治措

施收費標準

69 動保處 服務費
寵物骨灰抛灑或植

存

1.拋灑：3,500元/隻。

2.植存：4,500元/隻。

寵物完成寵物登記，且取得死亡除戶證明者，得減收500元

109年8月6日

高雄市公立寵物骨灰抛灑

植存專區使用管理及收費

辦法

109 年 8 月 6 日高市府

動保字第 10970574800

號令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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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收費內容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單位：新臺幣；元)

最近公布或修正

日期

收費標準最近一

次調整日期
法令依據 備註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70 勞工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大禮堂

簡報室

大禮堂：

 場地使用費售票/不售票10,000/5,000元

 空調燈光費4,000元

 清潔費1,200元。

 預排演費6,000元

 保證金10,000元

簡報室：

 場地使用費3,000元

 清潔費1,000元

 保證金2,000元

每時段以4小時計

100年2月28日
高雄市勞工行政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71
勞工局勞工教育

生活中心
場地設施使用費

獅甲會館場地使用

費及住宿費

1.場地部

  303會議室場地使用費:2,500元/4小時

  305會議室場地使用費:2,000元/4小時

2.住宿部

 (1)標準套房

     1人住宿住宿費:450元/日

     2人住宿住宿費:550元/日

 (2) 3人房住宿費:700元/日

 (3) 4人房住宿費:800元/日

20人以上之團體且連續住宿3以上或30人以上之團體住宿,住

宿費8折優待

連續住宿20天以上者,住宿費7折優待

106年5月8日 100年7月28日
高雄市勞工教育生活中心

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72 消防局 服務費
消防救護車不當使

用收費
1,700元 102年4月1日

高雄市消防救護車收費辦

法

73 消防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南部備援中心視訊

會議室

清潔管理費:1000元/每時段

設備維護費:2,000元/每時段

水電空調費:2,000元/每時段

保證金:6,000元

每時段以4小時計

租借時間非上班時間者每時段酌加清潔管理費700元

104年11月30日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場地使

用管理規則

74 消防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主管機關所在建物8

樓禮堂

清潔管理費:1,500元/每時段

設備維護費:1,400元/每時段

水電空調費:1,600元/每時段

保證金:5,000元

每時段以4小時計

租借時間非上班時間者每時段酌加清潔管理費700元

104年11月30日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場地使

用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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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收費內容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單位：新臺幣；元)

最近公布或修正

日期

收費標準最近一

次調整日期
法令依據 備註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75 消防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鼎金大樓8樓禮堂

清潔管理費:800元/每時段

設備維護費:1,000元/每時段

水電空調費:700元/每時段

保證金:3,000元

每時段以4小時計

租借時間非上班時間者每時段酌加清潔管理費700元

104年11月30日 104年11月30日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場地使

用管理規則

76 消防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訓練中心演講堂

清潔管理費:800元/每時段

設備維護費:1,000元/每時段

水電空調費:700元/每時段

保證金:3,000元

每時段以4小時計

租借時間非上班時間者每時段酌加清潔管理費700元

104年11月30日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場地使

用管理規則

77 消防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主管機關所屬各大

隊所在建物禮堂

清潔管理費:800元/每時段

設備維護費:500元/每時段

水電空調費:300元/每時段

保證金:2,000元

每時段以4小時計

租借時間非上班時間者每時段酌加清潔管理費700元

104年11月30日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場地使

用管理規則

78 消防局 證照費

高雄市燃氣熱水器

承裝業營業登記收

費

一、設立登記:1,000元

二、變更登記:500元

三、證書補發、換發:200元

100年11月10日
高雄市燃氣熱水器承裝業

營業登記收費標準

79 文化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高雄市文化中心場

地(至德堂、至善

廳、各展覽館、其

他)

(一)至德堂：

1.演出使用費：25,000元-50,000元(場次)

2.裝拆台及彩排費：1,000元-12,000元(場次) 3.鋼琴使用

費：1,000元-4,000元(場次)

(二)至善廳：

1.演出使用費：10,000元-20,000元(場次)

2.裝拆台及彩排費：800元-10,000元(場次)

3.鋼琴使用費：2,000元(場次)

(三)各展覽館：200元-500元(日)

(四)其他(文藝之家)：300元(每小時)

105年6月30日 105年6月30日

1.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演藝

廳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2.高雄市藝文場地使用管

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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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收費內容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單位：新臺幣；元)

最近公布或修正

日期

收費標準最近一

次調整日期
法令依據 備註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80 文化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高雄市音樂館(演奏

廳、大排練室)

(一)演奏廳：

1.演出使用費：10,000元-17,000元(場次)

2.裝拆台及彩排費：600元-7,500元(場次)

3.鋼琴使用費：2,000元(場次)

(二)大排練室：2,000元(每小時)

105年6月30日 105年6月30日

1.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演藝

廳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2.高雄市藝文場地使用管

理規則。

81 文化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場地(演藝廳、演講

廳、舞蹈排練室、

藝文教室)

(一)演藝廳：

1.演出使用費：13,000元-30,000元(場次)

2.裝拆台與彩排費：1,000元-12,000元(場次)

3.鋼琴使用費：1,000元-4,000元(場次)

(二)演講廳：

1.使用費：2,500元-4,000元(場次)

2.裝拆台與彩排費：300元-500元(每小時)

3.使用逾時費：800元-1,000元(每小時)

(三)舞蹈排練室：1,500元(每小時)

(四)藝文教室：300元-500元(每小時)

105年6月30日 105年6月30日

1.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演藝

廳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2.高雄市藝文場地使用管

理規則。

82 文化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岡山文化中心場地

(演藝廳、演講廳

(一)演藝廳：

1.演出使用費：10,000元-17,000元(場次)

2.裝拆台與彩排費：800元-10,000元(場次)

3.鋼琴使用費：1,000元(場次)

(二)演講廳：

1.使用費：2,500元-3,000元(場次)

2.裝拆台與彩排費：300元(每小時)

3.使用逾時費：800元(每小時)

105年6月30日 105年6月30日

1.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演藝

廳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2.高雄市藝文場地使用管

理規則。

83 文化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紅毛港文化園區場

租門票及行船票客

運收入

門票:全票99元、優待票79元、優惠票49元

船票:(駁二藝術特區線)全票單程300元、全票來回500元、

團體票單程240元、團體票來回400元、優待票單程150元、

優待票來回250元；(小港碼頭線)全票單程100元、全票來回

150元、團體票單程80元、團體票來回120元、優待票單程50

元、優待票來回75元

105年6月6日 105年6月6日
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門

票及船票收費標準

84 文化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

化園區門票收費
全票99元，優惠票49元，優待票39元。 105年2月8日 105年2月8日

高雄市打狗英國領事館文

化園區門票收費標準

85 文化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鳳儀書院門票收費 全票66元，優待票39元，優惠票25元。 105年2月8日 105年2月8日
高雄市鳳儀書院門票收費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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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收費內容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單位：新臺幣；元)

最近公布或修正

日期

收費標準最近一

次調整日期
法令依據 備註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86 文化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旗山車站門票收費 優惠票30元。 105年6月17日 105年6月17日
高雄市旗山車站門票收費

標準

87 交通局 證照費 遊動廣告設置規費 1,000元 103年7月21日 高雄市遊動廣告管理辦法

88 交通局 證照費
特定地區營業用三

輸以上慢車規費
500元

106年3月9日發

布，發布後6個

月實施

106年3月9日
高雄市特定地區營業用三

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

89 交通局 審查費 覆議鑑定規費 2,000元 101年5月10日
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及覆議收費辦法

90 交通局 審查費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規費
3,000元 101年5月10日

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及覆議收費辦法

91 交通局 通行費
愛河水域通行,停泊

費及活動費

通行費:150元/每船每日

船舶、浮具或停泊設施停泊費:1.5元/每日每平方公尺

舉辦活動費:3,000元/每日

保證金:50,000元

106年9月11日修

正

109年11月5日修

正

高雄市愛河水域交通管理

辦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5 日高市府交運監字第

10947713100 號令

修正第 4.7 及 20 條附

表

1.許可期限達半年

以上減收40%

2.許可期限達1年

以上減收50%

3.許可期限達2年

以上減收60%

92 海洋局 審查費

辦理漁筏檢查費用,

漁業人申請動力及

非動力漁筏定期檢

查.特別檢查等收取

檢查費收入

1.動力漁筏每艘400元

2.非動力漁筏每艘300元
101年3月19日 101年3月19日 高雄市漁筏監理自治條例

93 海洋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漁港基本設施使用

管理費

高雄市政府主管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類目及費率標

準(如附件8)
109年5月18日 109年5月18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7年12

月12日農漁字第

0971295610號令修正「漁

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

費類目及費率標準」第2

條條文

高雄市政府109年5月18日

高市府海洋港字第

10931477201號公告

高雄市政府109年6

月15日高市府海洋

港字第

10931754201號公

告海上遊樂船舶及

本市各漁港(興達

漁港除外)工作船

於疫情期間管理費

率減半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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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收費內容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單位：新臺幣；元)

最近公布或修正

日期

收費標準最近一

次調整日期
法令依據 備註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94 海洋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使用本市漁民服務

中心大禮堂、會議

室收取使用費

1.大禮堂：每次4小時7,000元

2.會議室：每次4小時2,000元
102年3月4日 108年12月30日

高雄市漁民服務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95 海洋局 審查費

本市近岸海域及公

有自然沙灘獨占性

使用許可之審查費

1、使用期間3個月以下:每案50,000元。

2、使用期間逾三個月:每案200,000元。
106年11月6日

高雄市近岸海域及公有自

然沙灘獨占性使用許可審

查收費標準

96 都發局 證照費
核發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書

每同一地段以新台幣100元計收。但同一地段逾5筆土地者，

每增加一筆加收20元。
99年12月30日

高雄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證明書核發辦法

97 觀光局 審查費
本市觀光遊樂許可

審查費

1.申請籌設：

  面積5公頃以上，每件9萬元。

  面積未達5公頃，每件7萬元。

2.申請變更：

(1)擴大許可面積或變更整體土地使用性質：

   依前款標準收取。

(2)前目以外之變更：

   原許可面積5公頃以上，每件11,000元

   原許可面積未達5公頃，每件6,000元。

102年5月23日
高雄市觀光遊樂許可審查

收費

98 觀光局 證照費
本市溫泉標章標識

牌發給之收費標準

1.審查費：1,000元

2.溫泉標章標識牌製發費：20,000元；

  申請換發或補發者亦同

3.換發或補發溫泉標章標識牌上之說明牌：5,000元

103年11月24日
高雄市溫泉標章標識牌收

費標準

99 觀光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門票收入
全票40元

半票20元
111年12月14日 111年12月14日

高雄市壽山動物園門票收

費標準

調整免費入園適用

範圍，將設籍本市

鼓山區之居民修正

為鼓山區登山里等

十三里之居民，並

增列本市國民小學

辦理師生校外教學

活動及本市國民小

學之學童。

100 觀光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場地出借收入

1.親水廣場：7,000元/日

2.活動廣場：7,000元/日

3.可愛動物區外環道路：5,000元/日

101年11月26日 101年11月26日
高雄市壽山動物園場地使

用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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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收費內容

目前收費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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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03

101 觀光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門票收入

全票30元

半票15元

團體票  應收票價8折

活動票  應收票價5折

106年12月27日
高雄市金獅湖風景區蝴蝶

園門票收費標準

金獅湖蝴蝶園自

108年9月1日起取

消收費

102 觀光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門票收入

全票30元

半票15元

團體票  應收票價8折

活動票  應收票價5折

106年12月27日
高雄市旗津貝殼館門票收

費標準

103 觀光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門票收入

全票50元

半票25元

團體票  應收票價8折

活動票  應收票價5折

106年12月21日
高雄市寶來花賞温泉公園

足湯收費標準

109年1月10公告暫

停適用

104 觀光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門票收入

全票80元

半票40元

團體票  應收票價8折

活動票  應收票價5折

107年1月29日
高雄市崗山之眼天空廊道

門票收費標準

105 水利局 服務費
非事業用戶污水下

水道使用費
非事業用戶污水下水道使用費費率為5元/度

106年1月19日公

告

106年1月19日公告非事業

用戶污水下水道使用費費

率為5元/度

106 水利局 許可費
申請或補辦開發許

可
每案100,000元 102年1月24日

高雄市溫泉開發許可審查

收費標準

107 水利局 許可費 變更許可內容

1.變更開發或使用計書書：每案50,000元。但申請核減泉量

者，免收費用。

2.變更公司名稱、負責人、營業地址等事項：每案2,000

元。

102年1月24日
高雄市溫泉開發許可審查

收費標準

108 運發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場地使用費、水電

費、空調費、廣告

費等

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運動場地收費標準表及高雄市政府運

動發展局所屬澄清湖棒球場場地收費標準

(如附件9)

107年8月30日 106年6月29日
高雄市運動發展局運動場

地使用管理規則

109 運發局
場地設施使用費

服務費

各單位借用高雄國

家體育場辦理活動

之收費

高雄國家體育場收費標準表

(如附件10)
107年8月30日 100年6月2日

高雄國家體育場使用管理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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