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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 106年度新進約僱人員甄試試題 

專業科目(二)：產業創新條例第九章、第十一章及產業時事、產

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工業園區各種用

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產業園區用地變更規劃辦法。 

測驗時間：11:10-12:10 

職缺/組別【代碼】：約僱人員/行政服務組 

【A001北部地區】【A002 花東地區】【A003中部地區】【A004南部地區】(丁卷) 

※注意：本卷試題每題為四個選項，全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依題號清楚 

劃記，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全份共計 50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依題號清

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測驗僅得使用簡易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

函數、工程函數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發出聲響，亦不得使用智慧型手機之計算機功能，其

它詳如試場規則。 

 

1. A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後，應交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於幾日內公告? 

(A) 三十日 (B) 四十日 (C) 五十日 (D) 六十日 

2. D申請產業園區之設置，於提具可行性規劃報告前，應舉行何種會議，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

關係人之意見? (A) 講習會 (B) 諮詢會 (C) 協調會 (D) 公聽會 

3. B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申請設置之產業園區於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前，應按產業園區核定設置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以核定設置土地總面積多少比例計算回饋金? (A) 百分之三 (B) 百分之五 

(C) 百分之八 (D) 百分之十 

4. C 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申請設置之產業園區，應自核定設置公告之次日起幾年內取得建築執

照? (A) 一年 (B) 二年 (C) 三年 (D) 五年 

5. D產業園區不得規劃下列何種用地? (A) 產業用地 (B) 社區用地 (C) 公共設施用地 (D) 未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用地 

6. B產業園區規劃產業用地所占面積，不得低於全區土地總面積多少比例? (A) 百分之五十 (B) 百

分之六十 (C) 百分之七十 (D) 百分之八十 

7. B產業園區規劃社區用地所占面積，不得超過全區土地總面積多少比例? (A) 百分之五 (B) 百分

之十 (C) 百分之十五 (D) 百分之二十 

8. D產業園區規劃公共設施用地所占面積，不得低於全區土地總面積多少比例? (A) 百分之五 (B) 

百分之十 (C) 百分之十五 (D) 百分之二十 

9. B產業園區核定設置公告後進行開發前，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停止土地及建築

物所有權之移轉，並停止受理建築之申請；其公告停止之期限，不得逾幾年? (A)一年 (B)二年 (C)

三年 (D)五年 

10. B產業園區核定設置公告後進行開發前，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停止土地及建築

物所有權之移轉，下列何者應停止移轉? (A) 繼承 (B) 贈與 (C) 強制執行 (D) 公用徵收 

11. B 中央主管機關開發之產業園區，其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所有權登記與管理機

關規定為何? (A) 所有權登記為國有，管理機關為內政部 (B) 所有權登記為國有，管理機關為經

濟部 (C) 所有權登記為國有，管理機關為科技部 (D) 所有權登記為國有，管理機關為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 

12. C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發之產業園區，其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所有權登

記與管理機關規定為何? (A) 所有權登記為所屬直轄市、縣（市）有，管理機關為公民營事業 (B) 

所有權登記為國有，管理機關為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C) 所有權登記為所屬直轄市、

縣（市）有，管理機關為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D) 所有權登記為國有，管理機關為公

民營事業 

13. C 公民營事業開發之產業園區，其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所有權登記，應如何處理? 

(A) 應無償移轉登記予各該主管機關 (B) 應有償移轉登記予各該主管機關 (C) 應無償移轉登記

予各該管理機構 (D) 應有償移轉登記予各該管理機構 

14. D產業園區依規定成立管理機構，不得向區內各使用人收取下列何種費用? (A) 一般公共設施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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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費 (B) 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 (C) 其他特定設施之使用費或維護費 (D) 一般公關活動費 

15. D產業園區依規定成立管理機構，得向區內各使用人收取各類費用之費率，由下列何者擬訂? (A) 

中央主管機關 (B) 直轄市主管機關 (C) 縣（市）主管機關 (D) 管理機構 

16. B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發之產業園區內使用人屆期不繳納管理機構收取

之費用者，其加徵滯納金規定為何? (A) 每逾一日按滯納數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 (B) 每逾二日

按滯納數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 (C) 每逾二日按滯納數額加徵百分之二滯納金 (D) 每逾二日

按滯納數額加徵百分之三納金 

17. C 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發之產業園區內使用人屆期不繳納管理機構收取

之費用者，加徵之滯納金額，以應納費額之多少比例為限? (A) 百分之五 (B) 百分之十 (C) 百

分之十五 (D) 百分之二十 

18. B產業園區之全部或一部，因環境變遷而無存續必要者，原核定設置之 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廢止原核定，並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於廢止原核定後幾日內公告? 

(A) 十五日內 (B) 三十日內 (C) 四十五日內 (D) 六十日內 

19. B主管機關出售產業園區之產業用地或建築物時，申請人申請承購產業用地或建築物，應繳納按

售價多少比例計算之保證金? (A) 百分之一 (B) 百分之三 (C) 百分之五 (D) 百分之十 

20. A主管機關出售產業園區之產業用地或建築物時，申請人所提申請承購文件不足或內容有缺漏者，

主管機關得通知申請人於幾個月內補正? (A) 一個月內 (B) 二個月內 (C) 三個月內 (D) 四個

月內 

21. B產業用地或建築物租賃期限，不得超過幾年? (A) 十年 (B) 二十年 (C) 二十五年 (D) 三十年 

22. A產業用地或建築物租賃，承租人於租賃期間無違反租賃契約情事，期滿有繼續租用之必要者，

得優先承租，並應於租賃期滿前幾個月以書面提出申請? (A) 一個月 (B) 二個月 (C) 三個月 (D) 

四個月 

23. C 承租人於租賃期限屆滿前得向主管機關提出承購申請，下列何者符合規定? (A) 承租人無優先

承購權 (B) 主管機關不得核准承租人優先承購 (C) 承購價金，以申請承購當時之土地或建築物

價金為準 (D) 承購價金，無基準規定 

24. B產業園區建築物於租賃契約終止再行出租時，經原承租人繳交相當於幾個月租金同額之回復原

狀保證金? (A) 一個月 (B) 二個月 (C) 三個月 (D) 四個月 

25. B 參與標租產業用地或建築物者，應於開標日前按公布年租金底價繳納多少比例之保證金? (A) 

百分之一 (B) 百分之三 (C) 百分之五 (D) 百分之十 

26. D 工業園區內規劃之產業用地（一），以供與工業生產直接或相關之各行業使用，下列何者不符

合使用規定? (A) 製造業 (B)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C) 污染整治業 (D) 金融及保險業 

27. B工業園區內規劃之產業用地（一）所列行業使用之土地，不得併供下列何種附屬設施使用? (A) 

辦公室 (B) 商場 (C) 生產實驗及訓練房舍 (D) 員工餐廳  

28. D工業園區內規劃之產業用地（一）供批發業使用，包含下列何種行業? (A) 農產原料及活動物

批發業 (B) 燃料批發業 (C) 其他專賣批發業 (D) 一般批發業 

29. C 工業園區內規劃之產業用地（二），提供下列支援產業使用，下列何者不符合使用規定? (A) 住

宿及餐飲業 (B) 電信業 (C) 洗衣業（具中央工廠性質） (D) 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30. B產業用地（二）土地所占面積，不得超過產業用地全部面積多少比例? (A) 百分之二十 (B) 百

分之三十 (C) 百分之四十 (D) 百分之五十 

31. B工業園區內規劃之產業用地（二）供支援產業使用之土地，於符合建築、消防及其他安全法規

規範要件下，得與產業用地（一）所供行業於同一建築物內混合使用，但其所占樓地板面積，不

得超過該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多少比例? (A) 百分之二十 (B) 百分之三十 (C) 百分之四十 (D) 

百分之五十 

32. B 工業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使用，下列何者不符合使用規定? (A) 公用事業設施 (B) 商業設施 

(C) 公務設施 (D) 文教設施 

33. C 工業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供園區使用之公共設施項目，不含下列哪個項目? (A) 綠地、綠帶 (B) 

滯洪池 (C) 廠商裝卸場 (D) 道路 

34. B工業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供園區使用之公用事業設施項目，不含下列哪個項目? (A) 電力（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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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變電所、電塔） (B) 汽車修護場 (C) 天然氣加壓站 (D) 自來水給水設施 

35. C 工業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供園區使用之公務設施項目，不含下列哪個項目? (A) 園區管理機構 

(B) 警察機關 (C) 體育場 (D) 消防機關 

36. B申請產業園區之產業用地變更為社區用地者，應符合條件之一：申請基地座落產業園區之邊緣，

基地四周不得超過幾面與工廠相毗鄰? (A) 一面 (B) 二面 (C) 三面 (D) 無規定 

37. C申請產業園區之產業用地變更為社區用地者，應符合條件之一：申請基地座落產業園區之邊緣，

基地毗鄰工廠部分，須自行留設幾公尺以上寬度之隔離綠帶，並不得計入基地之空地計算? (A) 二

公尺 (B) 三公尺 (C) 五公尺 (D) 七公尺 

38. C 申請產業園區之產業用地變更為社區用地者，應符合條件之一：社區內規劃之道路寬度不得小

於(A)公尺，且必須留設至少單邊(B)公尺以上之人行空間? (A) (A)=6公尺; (B)=1.5公尺 (B) (A)=8

公尺; (B)=1.5 公尺 (C) (A)=8 公尺; (B)=2 公尺 (D) (A)=8 公尺; (B)=3 公尺 

39. B 申請社區用地變更規劃為他種用地者，應於申請前，與基地相鄰之住 戶達成協議，並簽妥書

面協議文件。 前項變更，如因此影響該社區用地多少比例以上住戶之使用者，則不得辦理變更? 

(A) 五分之一 (B) 四分之一 (C) 三分之一 (D) 二分之一 

40. B 申請產業園區用地變更申請人應詳細計算用地變更後未來區內居住人口及服務人口使用之車

輛預估數之多少比例，規劃汽車及機車公共停車場或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公共停車空間? (A) 五分

之一 (B) 四分之一 (C) 三分之一 (D) 二分之一 

41. D 產業園區用地之變更規劃，基地內除建築物、附屬設施、道路及必要 作業、營運之人工設施

外，其餘空地應加以綠化，綠覆率應達多少比例? (A) 百分之五十 (B) 百分之六十 (C) 百分之

七十 (D) 百分之八十 

42. A產業園區用地之變更規劃，其使用之管線設備，應採何種方式並加以美化。 (A) 地下化 (B) 地

面化 (C) 高架化 (D) 無規定 

43. B 申請產業園區用地變更申請人需檢 具下列申請文件中，基地附近重要設施概略位置圖：以基

地四周(A)公尺內為主要範 圍，比例尺不得小於(B)，內容包含相鄰工廠、學校、 醫院、社區、

觀光飯店、高壓儲氣槽、加油（氣）站、道路、市場、消防隊及其他相關設施? (A) (A)=300 公尺; 

(B)二千五百分之一 (B) (A)=500 公尺; (B)二千五百分之一 (C) (A)=500 公尺; (B)三千分之一 (D) 

(A)=600 公尺; (B)三千分之一 

44. B申請產業園區用地變更規劃之審查費，每件計收新臺幣幾萬元? (A) 三萬元 (B) 五萬元 (C) 七

萬元 (D) 十萬元 

45. A產業園區用地之變更規劃，申請人所送之申請文件，由受理機關先行辦理書面審查，其內容有

缺漏或未繳納審查費者，主管機關得命其於幾日內補正? (A) 三十日 (B) 四十日 (C) 五十日 (D) 

六十日 

46. A 產業園區用地變更規劃，由社區用地變更為產業用地(二)，其回饋金收取比率為何? (A) 百分

之五 (B) 百分之六 (C) 百分之七 (D) 百分之八 

47. A產業園區用地變更規劃，由社區用地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僅指道路、水路、綠地、等公共設

施使用土地），其回饋金收取比率為何? (A) 零 (B) 百分之一 (C) 百分之二 (D) 百分之三 

48. A產業園區用地變更規劃，由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產業用地(一)，其回饋金收取比率為何? (A) 百

分之五 (B) 百分之六 (C) 百分之七 (D) 百分之八 

49. C 產業園區用地變更規劃，由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產業用地(二)，其回饋金收取比率為何? (A) 百

分之五點五 (B) 百分之六點五 (C) 百分之七點五 (D) 百分之八點五 

50. B產業園區用地變更規劃，由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社區用地，其回饋金收取比率為何? (A) 百分

之五 (B) 百分之十 (C) 百分之十五 (D) 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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