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久屋基地內公共設施計50件-已完工使用39件   

項次 縣市別 基地名稱 設施名稱 管控處 

1 高雄市 杉林月眉大愛園區 社區商業中心 產業 

2 高雄市 杉林月眉大愛園區 原住民文化廣場(公園) 產業 

3 高雄市 五里埔小林社區 
小林平埔文物館(含媽媽廚房、
省親會館) 

產業、家園 

4 嘉義縣 日安社區(第2期) 日安產業推廣中心 產業 

5 屏東縣 禮納里部落 紅藜工坊（瑪家穀倉） 產業 

6 屏東縣 長治百合園區 
百合部落產銷館（社區綜合活
動中心） 

產業 

7 屏東縣 新來義基地 產銷中心 產業 

8 屏東縣 吾拉魯滋基地 咖啡產銷館 產業 

9 南投縣 神木社區 社區活動中心 家園 

10 雲林縣 東興社區 社區活動中心 家園 

11 嘉義縣 日安社區(第1期) 社區活動中心 家園 

12 嘉義縣 轆子腳第3基地 社區活動中心 家園 

13 嘉義縣 轆子腳第3基地 轆子腳原住民文化聚會所 家園 

14 台南市 玉井大愛園區 社區活動中心 家園 

15 高雄市 杉林月眉大愛園區 社區活動中心 家園 

16 高雄市 杉林月眉大愛園區 耆老中心 家園 

17 高雄市 杉林月眉大愛園區 工藝教室 家園 

18 高雄市 五里埔小林社區 社區活動中心 家園 

19 高雄市 日光小林社區 社區活動中心 家園 

20 屏東縣 長治百合園區 圖書館 家園 1 

資料日期：102.12.26 



永久屋基地內公共設施計50件-已完工使用39件   

項次 縣市別 基地名稱 設施名稱 管控處 

21 屏東縣 長治百合園區 三地門鄉達來多功能集會所 家園 

22 屏東縣 長治百合園區 三地門鄉德文多功能集會所 家園 

23 屏東縣 長治百合園區 村辦公室(社區綜合活動中心) 家園 

24 屏東縣 長治百合園區 資源回收場(社區綜合活動中心) 家園 

25 屏東縣 長治百合園區 霧臺鄉衛生所(社區綜合活動中心) 家園 

26 屏東縣 禮納里部落 瑪家村活動中心（休閒廣場） 家園 

27 屏東縣 禮納里部落 瑪家村兒童育樂教室 家園 

28 屏東縣 禮納里部落 好茶村活動中心（風雨球場） 家園 

29 屏東縣 禮納里部落 好茶村兒童育樂教室 家園 

30 屏東縣 禮納里部落 好茶村技藝教室 家園 

31 屏東縣 禮納里部落 大社村兒童育樂教室 家園 

32 屏東縣 禮納里部落 大社村活動中心 家園 

33 屏東縣 新來義基地 社區辦公處所及育幼設施 家園 

34 屏東縣 新來義基地 綜合活動中心 家園 

35 屏東縣 吾拉魯滋基地 綜合活動中心 家園 

36 屏東縣 吾拉魯滋基地 新赤農場文化設施建物(石板屋) 家園 

37 屏東縣 舊高士基地 高士永久屋集會所 家園 

38 台東縣 舊大武國小永久屋基地 大武鄉綜合活動中心暨災害緊急安置所 家園 

39 台東縣 嘉蘭永久屋基地 嘉蘭1基地西側育樂教室 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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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基地內公共設施計50件-已完工未使用7件 

項次 縣市別 基地名稱 設施名稱 現況說明 預定期程 管控處 

1 高雄市 日光小林社區 
日光小林手作坊、
大滿餐廳 

1.102年6月7日主體建物完工，
申請建照與使照中。 
2.本案尚未取得建照先行動工，
今年掛件申請。因今年度修正
建築技術規則，導致需修正樓
梯及設置無障礙電梯，經費粗
約148萬元。此新增費用需求
台中紅會已於9月16日提出申
請高市府善款補助。 

本經費補助案9月25日市府
重建會初審，社會局10月9
日召開審查會。 

基礎 
產業 

2 高雄市 龍興社區 多功能集會所 102年11月7日完工。 辦理使照申請程序。 家園 

3 屏東縣 長治百合園區 
霧台鄉阿禮多功
能集會所 

102年10月取得建照 
預定102年3月底前取得使
照。 

基礎 
家園 

4 屏東縣 長治百合園區 
霧台鄉谷川多功
能集會所 

102年10月取得建照 
進度同霧台鄉阿禮多功能
集會所。 

基礎 
家園 

5 屏東縣 長治百合園區 
霧台鄉吉露多功
能集會所 

102年10月取得建照 
進度同霧台鄉阿禮多功能
集會所。 

基礎 
家園 

6 屏東縣 長治百合園區 
霧台鄉佳暮多功
能集會所 

102年10月取得建照 
進度同霧台鄉阿禮多功能
集會所。 

基礎 
家園 

7 屏東縣 中間路基地 
中間路永久屋集
會所 

申請使照中 

1.已完成無障礙與消防勘
驗，預定102年12月上旬取
得使照。 
2.管控取得使照後1個月內
完成點交，供居民使用。 

基礎 
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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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基地內公共設施計50件-未完工4件   

項次 縣市別 基地名稱 設施名稱 施工狀態 預定期程 管控處 

1 嘉義縣 
轆子腳第3基
地 

阿里山文化
觀光藝術館 

施工中 

縣府於101年12月28日決標，102年3月9日動土，因辦
理建造審查作業，至5月3日核發建照，5月11日進場
施工，本工程截至102年11月18日，預定進度56%，實
際進度42%，工程進度落後14%，落後原因為承商出工
能量不足所致，，已督促縣府定期召開趕工會議加強
列管，預計103年3月15日完工。 

基礎 
產業 

2 屏東縣 禮納里部落 
產業發展中
心 

施工中 

102年1月11日進場施工(工期250日曆天)，因為受蘇
力及潭美颱風豪雨影響工進，截至102年11月18日，
工程預定進度95.02%，實際進度95%，原預定102年11
月29日完工，因辦理建照執照變更設計修正工期，展
延至103年1月12日完成。 

基礎 
產業 

3 高雄市 樂樂社區 
多功能集會
所 

施工中 

102年3月14日決標，4月2日進場施工，因辦理建照圖
說修正，工程於4月17日通知暫停施工，5月17日復工，
截至102年11月10日，預定進度65.59%，實際進度
66.67％，預計103年2月18日完工(180工作天)。 

基礎 

4 台東縣 
嘉蘭永久屋
基地 

金峰鄉嘉蘭
村多功能活
動中心 

施工中 

1.本工程於101年8月20日完成設計監造發包，102年3
月4日完成細部設計，102年4月18日上網公告，102年
5月8日決標，6月5日開工。 
2.有關建物尚未取得建照影響工進，承商於102年7月
1日函文向縣府報請停工(工期200日曆天)。 
3.建造執照完成土地使用變更，工程已於102年9月3
日復工，截至102年11月15日，預定進度34.98%，實
際進度28.61％，工程預定103年2月26日完工。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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