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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德工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 

經濟部107年9月3日經授工字第10720424561號函核定 

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指工業區內供公共使用之土地、建築物及設施之維護

費用。 

二、租購土地者，按下列規定徵收其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一）土地面積在 2,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按每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0.555

元。 

（二）土地面積超過 2,000 平方公尺在 1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2,0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款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

收新臺幣 38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三）土地面積超過 10,000 平方公尺在 5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10,000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二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34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四）土地面積超過 50,000 平方公尺在 10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50,000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三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30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五）土地面積超過 100,000 平方公尺在 15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100,0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四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26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六）土地面積超過 150,000 平方公尺在 20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150,0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五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21.5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

徵）。 

（七）土地面積超過 200,000 平方公尺在 25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200,0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六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17.5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

徵）。 

（八）土地面積超過 250,000 平方公尺在 30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250,0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七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13.5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

徵）。 

（九）土地面積超過 300,000 平方公尺者，除 300,0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按前八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9.5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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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購建築物者，按下列規定徵收其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一）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下者，徵收新臺幣 355 元。 

（二）樓地板面積超過 300 平方公尺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300 平方

公尺以下部分，按前款標準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

收新臺幣 43.5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三）樓地板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在 7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500 平方

公尺以下部分，按前二款徵收，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

臺幣 38.5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四）樓地板面積超過 700 平方公尺在 9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700 平方

公尺以下部分，按前三款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

新臺幣 34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五）樓地板面積超過 900 平方公尺在 1,1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900 平

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四款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

收新臺幣 29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六）樓地板面積超過 1,100 平方公尺者，除 1,1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按前五款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24.5 元

（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四、使用社區用地土地或其上建築物者，其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為零。 

五、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使用人得採預繳方式為之，1 次預繳 6 個月期以上

者，其費率按應繳總額 97.5%計算。 

六、閒置土地應按第二點及第三點之費率標準，加徵五倍之一般公共設施維護

費。 

已取得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依法申報開工，並經當地工

業區管理機構審核及查證屬實者，暫免加徵五倍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但

其自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二年內未完成建築使用、取得使用執照、工廠登

記或相關營利事業登記核准函等合法之證明文件者，仍得加徵暫免之五倍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前項暫免之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如無前項但書之情事，即予免徵。 

前三項閒置土地自產業園區閒置土地認定與輔導使用及強制拍賣辦法發布

之日起，不予加徵五倍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七、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費率逐年按應繳總額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上年

度消費者物價指數與前年同期調整幅度之比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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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澤工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 

經濟部107年9月3日經授工字第10720424561號函核定 

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指工業區內供公共使用之土地、建築物及設施之維護

費用。 

二、租購土地者，按下列規定徵收其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一）土地面積在 2,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按每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0.555

元。 

（二）土地面積超過 2,000 平方公尺在 1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2,0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款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

收新臺幣 38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三）土地面積超過 10,000 平方公尺在 5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10,000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二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34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四）土地面積超過 50,000 平方公尺在 10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50,000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三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30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五）土地面積超過 100,000 平方公尺在 15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100,0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四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26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六）土地面積超過 150,000 平方公尺在 20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150,0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五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21.5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

徵）。 

（七）土地面積超過 200,000 平方公尺在 25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200,0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六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17.5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

徵）。 

（八）土地面積超過 250,000 平方公尺在 300,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250,0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七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13.5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

徵）。 

（九）土地面積超過 300,000 平方公尺者，除 300,0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按前八款規定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9.5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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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購建築物者，按下列規定徵收其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一）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下者，徵收新臺幣 355 元。 

（二）樓地板面積超過 300 平方公尺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300 平方

公尺以下部分，按前款標準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

收新臺幣 43.5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三）樓地板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在 7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500 平方

公尺以下部分，按前二款徵收，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

臺幣 38.5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四）樓地板面積超過 700 平方公尺在 9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700 平方

公尺以下部分，按前三款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

新臺幣 34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五）樓地板面積超過 900 平方公尺在 1,100 平方公尺以下者，除 900 平

方公尺以下部分，按前四款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

收新臺幣 29 元（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六）樓地板面積超過 1,100 平方公尺者，除 1,1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按前五款徵收外，其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 24.5 元

（未滿 100 平方公尺部分按實計徵）。 

四、使用社區用地土地或其上建築物者，其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為零。 

五、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使用人得採預繳方式為之，1 次預繳 6 個月期以上

者，其費率按應繳總額 97.5%計算。 

六、閒置土地應按第二點及第三點之費率標準，加徵五倍之一般公共設施維護

費。 

已取得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依法申報開工，並經當地工

業區管理機構審核及查證屬實者，暫免加徵五倍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但

其自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二年內未完成建築使用、取得使用執照、工廠登

記或相關營利事業登記核准函等合法之證明文件者，仍得加徵暫免之五倍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前項暫免之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如無前項但書之情事，即予免徵。 

前三項閒置土地自產業園區閒置土地認定與輔導使用及強制拍賣辦法發布

之日起，不予加徵五倍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七、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費率逐年按應繳總額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上年

度消費者物價指數與前年同期調整幅度之比率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