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旅宿業者名稱 登記證編號 方案窗口(聯絡人) 電話 地址 優惠內容

1 悠活渡假村 旅館91-2號 呂宛蓁 08-8869999 屏東縣恆春鎮萬里路27-8號

1.110年6月25日至110年12月31日

2.平日景緻2人房3960元/假日景緻2人房5160元

3.平日景緻3人房5260元/假日景緻3人房6460元

4.平日景緻4人房6560元/假日景緻4人房7760元

2 屏東縣恆春 海的顏色精品旅館 旅館113號 莊淑萍 08-8892999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189號

110年7月6日-120年20月30日

單人房1200元

雙人房1500元

3 洺泉溫泉旅館 旅館34號 張正昇 0971037788 屏東縣車城鄉溫泉村溫泉路玉泉巷2號

110年7月7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平日:情侶湯池房1500元，家庭湯池房2000元

週休假日:情侶湯池房2000元，家庭湯池房2500元

※需提前訂房

4 墾丁統一渡假村 旅館5-7號 李宥宣 08-8851088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鵝鑾路230號

不分淡旺季

平日雙人房2,800元，含兩客早餐

假日雙人房3,800元，含兩客早餐

(如遇餐廳禁止內用期間，可選中、西式早餐餐盒送至客房內用)

中秋及雙十連假不適用

5 福容大飯店 墾丁 旅館107-1號 楊玉琪 08-8856688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1000號
1.110年7月1日-110年8月29日，精緻雙人房4800元起

2.110年8月30日-110年10月31日，精緻雙人房2800元起

6 薇米文旅 旅館66號 郭宥婕 0932-825292 屏東市復興路25號9樓

單人房1800元（有窗/12坪）

雙人房2200元（有對外窗/12坪）

※房價不含早餐/防疫期間無供應早餐

7 鮪魚家族飯店 旅館120號
訂房組組長-宋小姐

07-2850555#32
08-7322352 屏東市民生路255號

日期：110年7月6日起至110年12月30日止

房型：不限房型 (一大床/兩小床/三小床/一大一小床/兩大床)

價格：8折優惠 (平日最低1920元起)

8 皇星汽車旅館 旅館17-2號 莊雅芳
08-7233123

0929620366
屏東市民生東路59-1號

1. 110年7月12日至110年12月30日止

2. 雙人房（一大床）按摩浴缸房型平日1380元

3. 雙人房（一大床）按摩浴缸房型假日1480元

4. 雙人房（一大床）淋浴房型平日1280元

5. 雙人房（一大床）淋浴房型假日1380元

※假日：週五、週六、連續假日

9 屏東東港（華安旅社） 旅館74-1號 蔡鄞麗華/蕭婉玉0919750611      0920317176      08-8322254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71之1號

1. 110年7月8日至110年 12月31日

2. 雙人房1000元

3. 三人房1500元

4. 四人房2000元

10 屏東浩斯國際-枋客文旅 旅館123號 邱妙如、葉沛菁 08-8780888 屏東縣枋寮鄉中興路22-19號

1.110年7月6日至110年7月31日，景觀雙人房2600元、豪華四人房3600元

2.110年8月1日至110年8月31日，平日景觀雙人房3100元、豪華四人房4100

元;假日景觀雙人房3800元、豪華四人房4800元

11 淵興旅社 旅館67號  廖羚夆 0963200911 屏東縣車城鄉 福興村 中山路16號

1.110年7月6日至110年10月30日

2.單人房700元

3.雙人房800元

12 涼夏民宿 民宿123號 張勵善 0910149690 屏東縣恆春鎮赤崁路27號
110/7/6-110/8/31 家庭四人房8000/4天3夜(須自備枕頭棉被)

13 土造粗樓民宿 民宿934號 黃虹華 0928738587 屏東縣恆春鎮德和路738號

1.110年7月01日至110年12月30止

2.雙人房2500元

3.四人房4000元

※限醫護本人同行



14 屏東縣光華民宿 民宿1009號 黃敏雄 0928707765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一巷35之3號

1.110年7月6日至110年12月30日

2.單人雅房1000元

3.雙人雅房1500元

15 輕.山曼漫旅民宿 民宿946號 廖婉如 0960405439 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31-1號

110年7月6日至110年12月31日

平日單人房1600元，雙人房2200元

假日單人房1980元，雙人房2600元

16 禾森旅店 民宿762號 林素華
08-8861161

0972079000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和平巷31號

優惠日期110/07/13～110/10/30

平常日：高級雙人房$2550、精緻雙人房$2975

17 幸福路上民宿 民宿1024號 桑治瑜 0915002678 屏東縣恆春鎮恆公路176號

110年7月13日至110年10月31

2.雙人房平日1500元、假日2000元

3.四人房平日2500元、假日3500元

18 屏東縣天際線民宿 民宿804號 方靖雅 0933443467 屏東縣恆春鎮草埔路39號
110年7月12日至110年10月30日

雙人房2800元，四人房3800元

19 墾丁 興吉旅店 民宿444號 高慧容 0986000789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257號
7/6-8/30平日(非周六) 雙人房1500元

9/1-10/30平日(非連續假日/周六) 雙人房1500元

20 阿德安呢民宿 民宿112號 黃秀蘭 0952025597 屏東縣恆春鎮林森路47號

110年7月12日至110年10月31日

雙人房平日1500元，假日2000元

四人房平日2000元，假日2500元

21 墾丁二手童話民宿 民宿85號 劉協達 08-8862993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和平巷77-3號

1. 110年7月6日至110年10月30日

2. 單人房1500元

3. 雙人房1800元

22 墾丁牧場旅棧民宿 民宿192號 劉協達 08-8862993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和平巷91號

1. 110年7月6日至110年10月30日

2. 單人房1500元

3. 雙人房1800元

23 咖啡熊的家民宿 民宿815號 蔡蕙鎂 0901395193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232巷15弄26號
110年8月1日至110年11月30日

單人1200元、雙人房1500元

24 波希米亞渡假民宿 民宿467號 林佳蓉 08-8867826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里砂尾路61-8號
1.110年8月1號至10月30日

2.雙人房1600元

25 橘色民宿 民宿837號 王小姐 0988549459 恆春鎮恆公路208巷7號

優惠期間110年7月6號~10月30號止

雙人房原價3600元

挺護專案：平日1000元、假日2000元

四人房原價5600元

挺護專案：平日1800元、假日2800元

26 墾丁卡米克 特色民宿 民宿58號 林惠利 0905656938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79-68號

1.優惠期限：

2021/07/07-2021/10/31

2.房型優惠：

六人房8500元

四人房3600元

二人房3500元

※房價含當日手作早餐及天然硫泉泡湯

27 屏東縣-屏東的家民宿 民宿689號 黃桂龍 0922045737 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信義路626巷40號

110年7/6至110年12/31

雙單人床雙人房1500元

豪華雙人房1800元

※防疫期間無供餐

28 墾丁米克。居 民宿 民宿769號 林惠利 0933586066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79-80號

1.優惠期限：2021/07/07-2021/10/31

2.優惠房價：每房優惠200元

※房價含當日手作早餐及天然硫泉泡湯



29 屏東醉愛墾丁旅店（民宿） 民宿825號 陳柏沂 0970430415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2巷86弄51-3號

7/6-8/31（假日不適用）

二人房1400元,四人房1800元

9/1-12/31（假日不適用）

二人房1000元,四人房1300元

30 小徑民宿 民宿871號 呂宜真 0983866058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76-8號

可提供之優惠價格與時間區間-

110年7月12日至110年11月30日平日（日～五）入住優惠3380元/間，並享升

等豪華海景雙人房及贈送早餐

※因房源有限，訂房時需事先告知「挺醫護優惠專案」，並依民宿入住當天

房源安排

31 補夢網民宿 民宿860號 楊錦雲 0939306892 屏東縣東港鎮水源一街32巷72弄1號

110年7/13-10/30。

3樓的4人房$1300元。

4樓的5人房$1600元。

※需爬樓梯，無提供早餐。

32 墾丁轉角峇里渡假會館 民宿272號 尤俊宏 0956335200 屏東縣恆春鎮省北路一巷一弄58號
1.110年7月13日至10月30日。

2.雙人房平日1500元，四人房平日2200元

33 墾丁海享飛旅店 民宿780號 尤俊宏 0956335200 屏東縣恆春鎮省北路一巷一弄2號
1.110年7月13日至10月30日。

2.雙人房平日1500元，四人房平日2200元，六人房平日3000元

34 瀧徳銀旅店 民宿565號 廖慶民 0905330332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232巷15弄2號

家庭4人房2500元，雙人房2000元

※國定假日價格略不同，請洽旅店，謝謝！

35 海之戀旅店 民宿174號 鍾紫婕 0920671797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722巷1-2號
1.110年9/1至110年12/30

2.每房折扣1000元

36 上仁民宿 民宿23號 陳桂芳 0919136218 屏東縣恆春鎮省北路2段93號

1.110年8月8日至110年10月30日止

2.單人房1500元

3.雙人房2000元

4.家庭房2800元

※限直接民宿洽訂房者適用，網路銷售平台不適用

37 莎莎拉夢海景民宿 民宿134號 櫃檯人員 08-8851718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840號

7/1-8/30

山景雙人房-1000元

海景雙人房-1600元

38 艾蜜堡渡假會館 民宿736號 邱如華 0909218989 屏東縣恆春鎮恒公路670號

7月6日～10月30日～

平日2人房星期日～星期五1350元

星期六1800元

連續假期2800元

39 花漾非凡民宿 民宿555號 江碧玉 09-8658-3825 屏東縣恆春鎮興北路興中巷22號

110年7月6日到110年12月30日

單人房1200元

山景雙人房1500元

40 綠院子民宿 民宿89號 丁美滿 0985919888 屏東縣恆春鎮山腳里恆公路82號

活動期間：

110年7月15日至110年12月30日

限官網或來電預定，不分平假日房價85折優惠，連續假期除外。

41 盤古拉渡假花園民宿 民宿473號 張淑真 0916022528 屏東縣恆春鎮埔頂路525號

*挺醫護優惠專案

*活動優惠日期:110/7/15-12/31。

*當天房價85折。

*限官網訂房系統及來電訂房/OTA訂房不適用此優惠。

*不分平假日皆可使用,但連續假期不適用。

42 墾丁光現特色民宿 民宿445號 張淑真 0916-022528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78-6號

*挺醫護優惠專案

*活動優惠日期:110/7/15-12/31。

*當天房價85折。

*限官網訂房系統及來電訂房/OTA訂房不適用此優惠。

*不分平假日皆可使用,但連續假期不適用。



43 海豚城堡民宿 民宿557號 張小姐 0980180471 屏東縣東港鎮新義路38號

至110.12.31（連假及週六不可）

雙人套房附早餐 1500元

四人套房附早餐 2000元

44 遇見墾丁特色民宿 民宿165號 柯素月 0921548138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大灣路120巷1號

110/08/01～12/30

雙人房1200元

四人房2200元

9/18、19、20三天不包含在優惠方案內

45 恒春安可的家民宿 民宿497號 孫小姐 0931150709 屏東縣恆春鎮光明路112號

1100801至11012/31

雙人房1500元

4人房22200元

5點以前入住贈特色冰品ㄧ份

46 天台日光屋民宿 民宿821號 陳雅萍 0928694582 屏東縣琉球鄉天福村中正路一巷96-1號 2800元(平日)

47 日光水villa 民宿1086號 林聖強 0919281516 屏東縣琉球鄉天福村中正路一巷96-2號
2800元(平日)

48 墾丁秋莊會館 民宿743號 劉芯瑞 0968357227 屏東縣恆春鎮恆公路666號
110年7月6日至110年12月31日

雙人房1800元

49 蘇老爹民宿 民宿353號 蘇啟輝 0915561588 屏東縣恆春鎮恆公路1012巷22號

110年7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

雙人房平日1000元，假日1600元，連續假期1800元

背包床位（一床）平日400元，假日500元，連續假期600元

※任何有合作的水陸活動票卷打8折

50 小琉球樂活島嶼民宿 民宿969號 高雅晴 0975268989 屏東縣琉球鄉杉板路91號

2021/8/1~2021/12/30

醫護人員房價優惠9折

※適用平日周日~周五，國定假日不適用

51 貝殼小棧 民宿702號 歐愛林 0933684343 屏東縣恒春鎮恒公路1020-2 2人房平日2000元，假日2800元

52 彩色屋民宿 民宿1014號 陳碧玉 0905500501 屏東縣琉球鄉南福村忠孝路一巷2-1號

110年7月12日至110年12月31日

  住宿房價打9折

（與民宿其他優惠 擇一使用）

53 屏東縣  海灘戀情民宿 民宿76號 周小姐 0912560234 屏東䏚恆春鎮船帆路852巷21號

110/08/01～10/31止

週日～週五

二人房 1600元

四人房 2200元

週六

二人房2200元

四人房2800元

9/18.19   10/9.10

連續假期。88折

54 屏東山海戀民宿 民宿259號 施依婷 0905156210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608號
1.110年7/12日至110年10/30日

2.優惠九折(不限房型)

55 四重溪休閒會館 民宿989號 陳秋河 0930-773-272 屏東縣車城鄉溫泉村溫泉路57-28號
雙人房1400元，四人房1800元

56 屏東遇見民宿 民宿972號 曾琬婷 0932462647 屏東縣東港鎮水源路221號

110年7月6日至10月30日

平日標準雙人房1400元  、四人房2400元；

假日標準雙人房1800元、四人房2800元

平日(週日~週五)/ 假日(週六)

※國定假日(中秋連假9/18-9/19、國慶連假10/9-10/10、東港迎王祭典

10/24、10/30不適用)，疫情期間無提供早餐

57 白水木民宿 民宿199號 訂房組-葉小姐 0976600333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852巷16-1號

110年7月13日至110年12月29日

依官網價格

https://booking.owlting.com/baishueimu?lang=zh_TW&start=2021-07-

07&end=2021-07-08&adult=1&child=0&infant=0



58 臻品民宿 民宿865號 訂房組-葉小姐 0976600333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852巷16號

110年7月13日至110年12月29日

價格依官網：

https://booking.owlting.com/baishueimu?lang=zh_TW&start=2021-07-

07&end=2021-07-08&adult=1&child=0&infant=0

59 湛藍海岸 民宿587號 葉小姐 0976055777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196號

110年7月13日-110年12月13日

價格依官網：

https://booking.owlting.com/azure-

%E6%B9%9B%E8%97%8D%E6%B5%B7%E5%B2%B8?lang=zh_TW&start=2021-07-

07&end=2021-07-08&adult=1&child=0&infant=0

60 水岸渡假別館 民宿260號 李素娟 0937630256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大灣路252-1號
1、110年7月7日至12月30日（連續假及假日不適用）

2、雙人房（無窗）1200元，四人房（海景）2000元

61 左左拉輕旅 民宿779號 王秀蘭 0917865131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63巷47號
110年8月1日至12月30日

單人房1200元，雙人房2500元

62 復古館 民宿619號 劉延亭 0966837338 屏東縣琉球鄉信義路7號

一.110年7月至110年12月

二.所有房型一晚折扣85折

三.8.9.10月的星期六以及連續假期不適用

63 海景三合院特色民宿 民宿91號 林建儒 0928618178 屏東縣琉球鄉復興路53號

1.110年8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2.復古雙人房平日1900元/假曰2500元

  優雅四人房平日3800元/假日5000元

  豪華雙人房平日2900元/假日3700元

64 屏東橘月民宿 民宿80號 呂志霖 088861230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和平巷77之2號
1.即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挺醫護專案不分平假日88折。

2.連續假期及OTA訂房平台不適用。

65 華納小筑民宿 民宿59號 吳瓊娟 088861426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和平巷7號
1.110年7月12日至110年12月31日

2.挺醫護專案優惠房價88折（連假期間及網路訂房平台不適用）

66 龍潭湖畔旅店 民宿875號 方文珠 0939377082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701號
單人房1300元，雙人房1600元

67 經典公仔主題民宿 民宿267號 蔡祈政 08-8894176 屏東縣恆春鎮福德路35號

110年7月8日至110年8月31日 ，標準雙人房每晚 優惠價1500元。豪華雙人

房每晚優惠價1800元。

110年9月1日至110年10月31日 ，標準雙人房每晚 優惠價1280元。豪華雙人

房每晚優惠價1500元。

68 禾田旅宿 民宿248號 伍家霈 0983360129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嘉新一街352號

110年7月12日～110年8月31日，

1.雙人房:1880元（含房間內用餐早點）

2.單人房：1580元（含房間內用餐早點）

續住第二天 打7折（含房間內用餐早點）

※1.房型無法自選

2.無接觸入住，須提前匯款，並加入禾田旅宿Line:0913109869

69 墾丁摩菲特色民宿 民宿75號 陳市雄 08-8861236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和平巷67號
110年7月9至110年11月30，  平日雙人房1600  ，假日 雙人房  $1800

70 澤信旅店 民宿261號 莊慧梅 0918276006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大灣路260號

1.110.07.08-110.11.30

2.面海雙人房-平日1600元，週六2200元

3.精緻雙人房(無窗)-平日1000元，週六1500元

※ 連續假期不適用

71 墾丁沐林會館 民宿523號 林士雄 0982688049 屏東縣恆春鎮恆公路230號

1.110年7月6日至110年10月30日-所有房型比照網路訂價打9折(限來電)

2.高雄墾丁接送單人單趟只要350元,來回一人只要650元

3.摩托車出租一天24小時優惠300元

4.恆春轉運站免費接送

72 四季峇里時尚特色旅店 民宿315號 黃秀霞 08-8856666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和平巷77-1號
2021/7/26至2021/12/30日，平日房價8折優惠。

一般週六、暑期周六、國定連續假期不適用。

73 馬丁威旅店 民宿654號 劉千琪 08-8861660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和平巷63-1號
2021/7/26至2021/12/30日，平日房價8折優惠。

一般週六、暑期周六、國定連續假期不適用。



74 丁香雅築 民宿29號 王禮儀 0958562607 屏東縣恆春鎮坪頂路200號
110/8/1-110/12/30

每日限四房，不分平假日，憑證九折。

75 靜觀行館 民宿864號 接待櫃台 (08)8851555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698號

於訂房時告知其醫護人員身分即可現折500元/房，優惠期間即日起至110年

12月30日止，入住時需出示醫事人員工作證或醫護執業證照以供核對。(以

上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77 禾森旅店 民宿762號 林素華 0972079619  088861161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路)和平巷31號
110/07/13~110/10/30高級雙人房2625元,精緻雙人房2925元 ,續住優惠85%

78 湯之丘民宿 民宿150號 王怡婕 0968788836 屏東縣車城鄉溫泉路57-26號
110/7/13-10/30 標準雙人房2500元

※不接待寵物

79 里夏民宿 民宿1022號 李振輝 0931759859 屏東縣恒春鎮大光里(路)118之6号
110年7月13日至110年12月31日雙人房2300元、四人房4200元，詳細金額以

官網為主。

80 迷路小章魚小旅館 民宿13-2號 韓幕沛 08-8881335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60號
預訂當日房價9折

81 日安寶貝民宿 民宿247號 陳靖如 0963785723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里砂尾路71－3號

1.110年7／13～110年12／31止

2.平日雙人房3200元起，四人房4200元起

※由於價格有平日假日及淡旺之差，故詳細正確價格以民宿官網為主，

http://www.bonjourbebe713.com/new-page

82 鐡馬騎跡民宿 民宿776號 羅博原 0952848898 屏東縣東港鎮新學路50號

1.三級解禁日起至110年12月30日

2.依房價八折優惠。

※入住時出示醫護工作證，每房只能使用一張，且需直接跟民宿訂房，不得

與其它優惠併用。

83 墾丁津津音樂客棧 民宿451號 管家 李小姐 0905.809.860 946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148號

110年7月26日至10月31日

2人房

平日1100元/晚/間

假日1200元/晚/間

連續假期1800元/晚/間

4人房

平日1500/晚/間

假日NT1800/晚/間

連續假期NT2400/晚/間

※僅限直接來電0905.809.860或+LINE:ktjinjin訂房，網路平台訂房皆不適

用。

84 藍鷺鷥民宿 民宿692號 李靜萍 0929852949 屏東縣東港鎮大東路322號

優惠價格與時間區間:

1.110年7月11日至110年10月30日

2.單人房1200元

3.雙人房1500元

85 懶羊羊民宿 民宿420號 黃羨卿 0911887309 屏東縣恆春鎮福德路119號

1.110年7月10日至110年12月30日

2.單人房1200元

3.雙人房1500元

※此價格不包含假日

86 屏東防曬不要擦太多民宿 民宿771號 陳孟甫 0988720396 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33巷121號

110年7月至10/31日不分房型折扣$1000元

87 巴里小城堡 民宿142號 蔡馥純 0916717967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2巷58號

110年8月至110年12月31號

8月旺季 小藍天平日～五1700元 星期六2040元

小公主、小王子平日～五2380元 星期六2805元

9-12月淡季 小藍天平日～五1275元 星期六1700元

小公主、小王子平日～五2125元 星期六2380元

※連續假期不適用如中秋節、雙十節、元旦



88 慕蘭旅店 民宿0339-1 林惠鈴 0985965207 恆春鎮恆公路1020-1號

110年7、8月份

兩人1680元，四人2180元

110年9-12月

兩人960元，四人1480元

全年配合

Line:0915928885

89 新艾米渡假會館 民宿607-1

艾米會館

小管家

08-8898377

0976554862 屏東縣恆春鎮大埔路16號

即日起至 6/30日

✓ 警消醫護優惠

1.入住期間不提供任何續掃服務

*標準有窗房 (單人入住) / 天 ：750元

✓五日環保方案

1. 需連續入住五天或以上，入住期間不提供任何續掃服務

*標準有窗房 (單人入住) / 五天 3300元

臉書搜尋

小迷鹿．艾米會館

一、 即日起至 6/30日 不分平、假日 均一價格

二、 入住時間15:00 (視現場排房狀況可免費提早辦理入住，最早可至當日

13:00)

三、 入住時須提供工作證

四、 設置「警消醫護加油零食吧」，可免費取用

官網:https://mikehostel.mystrikingly.com/

90 洛可可旅店 民宿540 吳素如 0925011323 屏東縣恆春鎮恆公路220號

即日起至12月31日

雙人房1500元

四人房3500元

不提供餐點

本民宿優惠住宿方案只針對醫護人員給予優惠哦！

91 霧光雲台民宿 民宿855 郭明水 0919774477 90241屏東縣霧台鄉神山巷74號

單人$2000 雙人$2800 三人$3500 四人$4200 以上價格皆只有純住宿 不含

餐！ 憑醫護證明在疫情解除 後，待民宿回歸正常營 業狀態至110年12/30

止。 這段期間內全台醫護人 員憑證即可享有以上優 惠的住宿價格。

本民宿優惠住宿方案只針對醫護人員給予優惠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