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各區公所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06.1.31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編號

機關名稱

1

鹽埕區公所

場地設施使用費

行政中心9樓會議室及11樓禮堂之使用費
(含場地費、水電費、空調費)

2

鼓山區公所

場地設施使用費

清潔費

場地設施使用費

行政中心8樓會議室暨9樓大禮堂場地設使用費

3

收費內容

左營區公所

4

場地設施使用費

行政中心五樓會議室

三民區公所
5

6

場地設施使用費

前金區公所

場地設施使用費

目前收費基準
法規最近公布 收費標準最近
法令依據
(費額)
或修正日期 一次調整日期
本場地每場次以四小時計，未滿四
小時以四小時計。(場地不收清潔費
，應自行清理場地及回復原狀，未
回復原狀逕代履行，所需費用得自
保證金中扣抵，不足時，並得追償
高雄市鹽埕區公所場地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之。)
使用管理規則
(一)9樓會議室收費1,000元/場(使
用空調加收1,000元)
(二)11樓大禮堂收費3,000元/場(使
用空調加收2,000元)
每月夏季（6-9月）5,000元、淡季
3,000元

借用8樓會議室:場地費:1,500元/場、清 103年1月13日
潔費:1,000元/次、水電費:1,500元/場、
冷氣費:無、保證金:5,000元/場;
9樓大禮堂:場地費:3,000元/場、清潔
費:1,500元/次、水電費:2,500元/場、冷
氣費1,000元/場、保證金:10,000元/場

場地費:1,000元/場、
清潔費:500元/次、
水電費:500元/場、
保證金:3,000元/場

高雄市里活動中心設置
使用管理辦法

99年10月
103年1月13日

高雄市左營區公所場地使用
管理規則
依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102年
1月17日高市民政區字第
10230092900號函辦理暨102
年12月18日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3850號高雄市議會函
備查;103年1月13日高市府民
區字第10232830803號令訂定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九樓大禮堂

場地費:1,300元/場、
清潔費:700元/次、
水電費:1,500元/場、
保證金:5,000元/場

行政中心場地禮堂使用費、清潔費、水電
費

收費均以場次(4小時以內)計算，；
申請整日者，以2場次計算
(一)使用人係屬營利機構者，預定
收費 2,500元/場。
高雄市前金區公所場地
(二)使用人係屬非營利機構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使用管理規則
1.非本區各機關學校及立案人民團
體者，預定收費1,500元/場。
2.本區各機關學校及立案人民團體
者，預定收費1,000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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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高雄市各區公所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06.1.31
編號

機關名稱

7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場地設施使用費

收費內容

行政中心5樓會議室

苓雅區公所
8

場地設施使用費

9

場地設施使用費

行政中心11樓大禮堂

收費標準分上、下午場次，全日為2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高雄市苓雅區行政中心
場次：
場地使用管理規則及收
12,000元/場次+保證金6,000元(得
費標準
退)。

鎮昌鎮榮里活動中心場地清潔費

一、1樓每場次：2,100元，使用冷
氣加收1,100元。1樓月租型(含冷
氣)：(超過20分鐘以1小時計算)
1.每月12小時內，每小時125元
2.每月24小時內，每小時150元。
3.每月32小時內，每小時200元。
4.每月33小時以上，每小時250元。
二.2樓每場次：1,100元。
2樓月租型(超過20分鐘以1小時計
算)：
1.每周5小時內1,100元。
2.每周8小時內1,800元。
3.每周12小時內2,400元。
4.每周16小時內3,000元。
備註:1樓月租型收費，如里辦公處
函報申請辦理活動專班計畫(向學員
酌收鐘點費及材料費者)另有優惠。

前鎮區公所

10

場地設施使用費

前鎮四里活動中心

11

場地設施使用費

2、4樓會議室、多媒體簡報室、大禮堂
(租用、清潔費)

場地設施使用費

停車場收費

鳳山區公所
12

目前收費基準
法規最近公布 收費標準最近
法令依據
(費額)
或修正日期 一次調整日期
收費標準分上、下午場次，全日為2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高雄市苓雅區行政中心
場次：
場地使用管理規則及收
6,000元/場次+保證金3,000元(得
費標準
退)。

高雄市前鎮區各里活動
106年1月12日 中心場地清潔費收費標
準一覽表

每場次(8小時內)：1,000元
超過8小時加收：1,000元
高雄市前鎮區各里活動
為協助本市各機關辦理推展活動或
105年8月8日 中心場地清潔費收費標
教育訓練使用者, 則以每小時125元
準一覽表
計費,每月超過20小時以上者則優惠
每小時120元。
2、4樓會議室:2,500元
高雄市鳳山區公所場地
多媒體簡報室:5,000元
102年5月16日 102年5月16日
使用管理規則
大禮堂:5,500元
機械車位(月優惠票)1,000元
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
平面車位(月優惠票)2,000元
104年7月21日
自治條例
計時收費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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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高雄市各區公所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06.1.31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目前收費基準
法規最近公布 收費標準最近
法令依據
(費額)
或修正日期 一次調整日期
1.百貨區每攤2,000元，但位於巨輪
高雄市岡山籃籗會舉辦
路及通校路末段者每攤500元
102年3月21日 無
及回饋辦法
2.花市區每攤3,000元
場地費：1,500元/次(中山堂)、500
元/次(會議室)
清潔費：1,000元/次(中山堂)、500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場地
元/次(會議室)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使用管理規則
水電費：1,500元/次(中山堂)、
1,000元/次(會議室)
每一場次4小時

編號

機關名稱

13

岡山區公所

場地設施使用費

籃筐會收入

14

旗山區公所

場地設施使用費

場地費
水電費
清潔費

場地設施使用費

場地費
清潔費
水電費

1.二樓多媒體簡報室：
2,500元/場（4小時）
2.三樓禮堂：
5,000元/場（4小時）

場地費
清潔費
水電費

羽桌球館每面50元/時
展覽館:場地費1,000元/場、清潔費
500元/場、水電費1,000元/場
高雄市林園區幸福公園
演藝廳:場地費2,000元/場、清潔費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1,000元/場、水電費2,500元/場
羽桌球館:場地費500元/場、清潔費
500元/場、水電費500元/場

15

16

美濃區公所

林園區公所

場地設施使用費

收費內容

17

大寮區公所

場地設施使用費

三樓禮堂及前面廣場

18

大樹區公所

場地設施使用費

場地使用費(場地費、清潔費、水電費)等

19

仁武區公所

場地設施使用費

場地設施使用費

每場次收
場地費：1,000元
水電費：500元
清潔費：三樓250元、前廣場1,000
元
附件十一
1.場地費：2,000元/場
2.水電費：2,500元/場
3.清潔費：1,000元/場
4.備註：每一場次為四小時，分上
午八時至十二時及下午十三時三十
分至十七時三十分二場次，使用時
間不足一場次者，以一場次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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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高雄市大寮區公所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高雄市大樹區公所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高雄市仁武區公所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105年12月29日 105年12月29日

備註

高雄市各區公所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06.1.31
編號

機關名稱

20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中山堂(場地設施使用費)

大社區公所
老人文康中心演藝廳〈場
地設施使用費〉

21
22

鳥松區公所

場地設施使用費

收費內容
本場地有使用費、清潔費、空調費（使用
費、清潔費因租用單位不同而有不同收費
標準）
本場地有使用費、清潔費、空調費（使用
費、清潔費因租用單位不同而有不同收費
標準）及保證金
場地使用費
本市燕巢區民眾活動中心一樓（筵席活
動）

23

場地設施使用費

24

26

場地設施使用費

27

場地設施使用費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高雄市燕巢區民眾活動
中心及壘球場場地使用
規則

壘球場（室外）

1.使用費每場600元
2.每場次以四小時計
3.核准使用時數不足一場次者，以
一場次計費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高雄市燕巢區民眾活動
中心及壘球場場地使用
規則

四樓大禮堂

5,000元/場

前廣場

3,500元/場

105年1月18日 105年1月18日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105年1月18日 105年1月18日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102年1月14日 102年1月14日 高雄市甲仙化石館門票
收費標準

高雄市甲仙化石館門票收費
28

29

甲仙區公所

杉林區公所

0-15,000 102年6月20日 102年6月20日 高雄市大社區老人文康
中心演藝廳場地使用管
理規則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室外廣場每場次：250元
高雄市鳥松區公所場地
室內大禮堂每場次：500元
使用管理規則
1.使用費每場3,000元
103年1月13日 103年1月13日 高雄市燕巢區民眾活動
2.水電費每場2,000元
中心及壘球場場地使用
3.每場次以四小時計
規則
4.核准使用時數不足一場次者，以
一場次計費
1.使用費每場1,500元
2.水電費每場500元
3.每場次以四小時計
4.核准使用時數不足一場次者，以
一場次計費；水電費部分依核准使
用時數計算

燕巢區公所

場地設施使用費

法規最近公布 收費標準最近
法令依據
或修正日期 一次調整日期
100-7,500 102年1月10日 102年1月10日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堂場
地使用管理規則

本市燕巢區民眾活動中心一樓（筵席以外
之活動）
場地設施使用費

25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

場地設施使用費

全票50元
半票30元
團體票35元(20人以上)
戶外教學10元(學生人數20人以上)

場地設施使用費

大禮堂─
場地費：3,000元/場
空調費：3,000元/場
教室等─
場地費：500元/場
空調費：500元/場
投影機500元/場

大愛園區活動中心
1.大禮堂
2.教室、圖書室、廚房、戶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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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4月2日

104年4月2日

高雄市杉林區愛園區活
動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規
則

備註

高雄市各區公所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06.1.31
編號

機關名稱

30

彌陀區公所

31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場地設施使用費

場地設施使用費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
三樓會議室:
場地費:1,000元/場、
清潔費:500元/次、
水電費:500元/場、
三樓大禮堂:
場地費:1,500元/場、
清潔費:1,000元/次、
水電費:1,000元/場、
每一場次4小時

法規最近公布 收費標準最近
法令依據
或修正日期 一次調整日期
104年10月15日 104年10月15日 高雄市彌陀區公所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及收費標
準表

104年12月21日 104年12月21日

一般性活動

場地費:2,000元/場、
空調費:第一小時1,000元、第二小
時起500元/時
清潔費:500元/場

宴席或經核准之活動

場地費:3,000元/場、
空調費:第一小時1,000元、第二小
時起500元/時
清潔費:1,500元/場

路竹區公所5樓農業館

場地費:1,500元/場、
清潔費:500元/場、
水電費:1,000元/場、
保證金:2,000元/場

路竹區公所6樓大禮堂

場地費:3,000元/場、
清潔費:1,000元/場、
水電費:2,000元/場、
保證金:5,000元/場

收費內容

彌陀區公所三樓會議室及大禮堂場地費、
清潔費及水電費

永安區公所
32

場地設施使用費

33

場地設施使用費

34

35

36

37

場地設施使用費

路竹區公所

場地設施使用費

場地設施使用費

場地設施使用費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場地
104年12月21日 104年12月21日 使用管理規則

104年4月9日

104年4月9日

104年4月9日

104年4月9日

104年4月9日

104年4月9日

路竹區公所前廣場

場地費:1,500元/場、
清潔費:1,000元/場、
水電費:1,000元/場、
保證金:5,000元/場

104年4月9日

104年4月9日

路竹老人活動中心1樓教室

場地費:1,200元/場、
清潔費:500元/場、
水電費:1,000元/場、
保證金:1,200元/場

104年4月9日

104年4月9日

路竹老人活動中心3樓大禮堂

場地費:2,000元/場、
清潔費:1,000元/場、
水電費:1,500元/場、
保證金:3,000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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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路竹區公所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備註

高雄市各區公所訂定之規費徵收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
更新日期：106.1.31
編號

38

機關名稱

旗津區公所

規費項目
(預算科目)

場地設施使用費

收費內容

場地費、清潔費、水電費、冷氣費

目前收費基準
(費額)

法規最近公布 收費標準最近
或修正日期 一次調整日期

3樓簡報室(可容納25人)
場地費:500元/場、
清潔費:1,000元/場、
水電費:500元/場、
冷氣費:500元/場
3樓會議室(可容納80人)
場地費:1,000元/場、
清潔費:1,000元/場、
水電費:1,000元/場、
冷氣費:1,000元/場
5樓會議室(可容納500人)
場地費:7,000元/場、
清潔費:2,000元/場、
水電費:4,000元/場、
冷氣費:7,000元/場

105年3月28日 10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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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高雄市旗津區公所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