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太平洋縱谷馬拉松民宿優惠住宿一覽表 
序號 名                 稱 優 惠 內 容 備註 
1 檜木居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cypresshouse.com.tw/index-

main.html 
聯絡電話:03-8546535 
手機:0953-282396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慈惠一街 58 號 
備註:無早餐 

2 海之旅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oceanbnb.tw/ 
聯絡電話: 0966723797 
手機: 0966723797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 186 巷 31 號 
備註:無早餐 

3 察理之家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charlieshomebnb.jrh.tw/ 
聯絡電話:03-8542966 
手機:0981-392147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東海六街 99-1 號 
備註: 無早餐 

4 感覺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feelingbnb.bnbhl.net/ 
聯絡電話:0972-906599 
手機:0972-906599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勝安二街 152 巷 1 號 
備註: 無早餐 

5 真愛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zh-tw.facebook.com/真愛花園民宿-
224295591106103/ 
聯絡電話:03-8526553 
手機: 0958-526553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仁里五街 65 巷 2 號 
備註: 無早餐 

6 62 小築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62Homestay/ 
聯絡電話: 0933797626 
手機: 0933797626 
地址: 花蓮市建國路 6 巷 2 號 
備註:無早餐 

7 哉煙煙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www.zyy259.com  
聯絡電話: 03-8531683 
手機:0966-785227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永吉四街 259 號 
備註:無早餐 

8 雲那裡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Yunnaleeinn/ 
聯絡電話: ：03-8546912 
手機: 0933-375525;0919-698078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六段 646 巷 8 號 
備註:無早餐 



9 月眉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yuemay.com.tw 
聯絡電話: 0907242498 
手機: 0907242498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月眉 3 段 61-1 號 
備註: 

10 福田居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ee846208268@gmail.com  
聯絡電話: 03-8531105 
手機: 0937977202 
地址: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興五街 460 號 
備註:無早餐 

11 禾樂一家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hola-one-family.com/ 
聯絡電話: :0983235359 
手機: :0983235359 
地址: 花蓮縣吉安鄉吉興路三段 1018 號 
備註:無早餐 

12 雨晴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s://rainsun.970bnb.net 
聯絡電話: 03-8541985 
手機:0928637830 
地址: 花蓮縣吉安鄉中興路 186 巷 5 號 
備註:無早餐 

13 溫馨小棧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enxin.hlbnb.tw/ 
聯絡電話:0919-288253 
手機:0919-288253 
地址: 花蓮市主權里仁和街 12 號 
備註:無早餐 

14 彩色窩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taiwanstay.net.tw/tourism_web/hotel_
content.php?hotel_id=11406 
聯絡電話:0932-581148 
手機:0932-581148 
地址: 花蓮縣花蓮市仁和街 8 號 
備註:  

15 白金漢宮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qqbucking.com/ 
聯絡電話:03-8261789 
手機:0911-261789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復興路 329 巷 1 號(北埔車站旁，近台九

線 196.5k 處) 
備註:  

16 谷靜渡假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ValleySilenceBnB
/ 
聯絡電話:0937-990857 
手機:0937-990857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明義三街 158 號 
備註: 無早餐 

17 簡單生活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7%B0%A1%E5
%96%AE%E7%94%9F%E6%B4%BB-
%E6%96%B0%E5%9F%8E%E9%84%89-
943482325687196/ 
聯絡電話: 0972-720983 
手機: 0972-720983 
地址: ：花蓮縣新城鄉佳林村佳林 112-9 號（近北埔

火車站） 
備註:  

18 吉豐花語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fungardenhostel.com/ 
聯絡電話:0933-483815 
手機:0933-483815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吉豐路一段 65 巷 1-36 號 
備註: 

19 亞美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yami.hlbnb.tw 
聯絡電話:0963-338101 
手機:0963-338101 
地址:花蓮市莊敬路 269 號 
備註:無早餐 

20 七星燈塔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lighthouse59.com.tw/ 
聯絡電話:03-8239466 
手機:03-8239466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七星街 59 號 
備註: 

21 堯帝民宿 網價八折 網址:http://www.yaobnb.com/ 
聯絡電話:0923-177957 
手機:0923-177957 
地址:花蓮市國富三街 46 號 
備註: 

22 站前綠地浪漫城堡

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hualien.net.tw 

聯絡電話: ：0938027085 
手機:0938027085 
地址:花蓮市豐村 36-11 號 
備註:無早餐 

23 奇雅居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www.champs306.com 
聯絡電話:0911-277633 
手機:0911-277633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吉昌二街 246 巷 10 號 
備註: 

24 鄉野風情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countrystyle.com.tw 
聯絡電話:0963-338100 
手機:0963-338100 
地址:花蓮縣吉 安鄉福興八街 39 號 
備註:無早餐 

25 吉哈克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s://www.gihak.url.tw/ 
聯絡電話:03-8661159 



手機:0927-127316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平和村三區 6-1 號 
備註: 

26 汎特希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Fantasyapartment 
聯絡電話:03-8360060 
手機:0935-999240 
地址:花蓮市國聯一路 149 號 
備註: 

27 稻香緣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psminshuku.com/ 
聯絡電話:03-8532377 
手機:0912-912115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稻興二街 109 號 
備註:無早餐 

28 金鍾冠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jizocrowd29.com/ 
聯絡電話:0913-818645 
手機:0913-818645 
地址: 花蓮縣仁和村中正路二段 186 巷 29 號 
備註: 

29 微風晴園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0982269888.com 
聯絡電話:0982-269888 
手機:0982-269888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福德路 16-7 號 
備註: 

30 百合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hotel038.com.tw/ 
聯絡電話:03-8543039 
手機:0982-222667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吉祥四街 20 號 
備註: 

31 七星天使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angelbnb.com/ 
聯絡電話:0912-301788 
手機:0912-301788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七星街 79 巷 2 號 
備註: 

32 玫瑰花園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www.roseland.com.tw 
聯絡電話:03-8325857 
手機:0937-532828 
地址:花蓮市公園路 7-1 號 
備註:無提供早餐 

33 李何寓所民宿 網價九折 網

址:https://www.facebook.com/leehobnb2017/ 
聯絡電話:0955-070740 
手機:0955-070740 
地址:花蓮市民德二街 16 號 
備註: 

34 像個家 plus 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聯絡電話:0978-753532 
手機:0978-753532 
地址:花蓮市 
備註:無早餐 

35 法洛米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followme.bnbhl.net/ 
聯絡電話:03-8532239 
手機:0988-815135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干城村干城一街 135 號 
備註:無早餐 

36 情定花蓮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lhl.com.tw/ 
聯絡電話:0928-080955 
手機: 0928-080955 
地址:花蓮市建中街 30 號 
備註:無早餐 

37 藍色玻璃海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blue-sea.com.tw/: 
聯絡電話:0938-560915 
手機:0938-560915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七星街 30 號 
備註:無早餐 

38 藍海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twhl-bluesea.com/about.htm 
聯絡電話:0937-978687 
手機: 0919-914599 
地址:花蓮市中興路 66 號 
備註:無早餐 

39 海風輕旅民宿 網價九折 網

址:http://www.seabreeze.com.tw/m/index.php 
聯絡電話:038537958 
手機:0932581438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南濱路一段 251 巷 39 號 
備註: 

40 丰坪浪靚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fp65.com.tw/ 
聯絡電話:0963-656591 
手機:0963-656591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豐坪路二段 76 巷 65 號 
備註:無早餐 

41 今古安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twstay.com/RWD1/index.aspx?bnb=ji
nguan 
聯絡電話:03-8345555 
手機:0928-877333 
地址:花蓮市重慶路 353 巷 30 號 
備註:  

42 香格里拉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house.netete.com/bnb/shangrila.htm 
聯絡電話:0937-947729 
手機:0937-947729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南海三街 151 號 
備註:無早餐 

43 輕井澤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giz.hlbnb.net 
聯絡電話: 03-8357398 
手機: 0926-552188 
地址: 花蓮市重慶路 77 號   
備註: 

44 天外天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skyby168.hi-bnb.com/ 
聯絡電話:03-8527057 
手機:0932-906222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吉祥五街 50 號 
備註: 

45 艾米卡薩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twamicasa.com 
聯絡電話:03-8311667 
手機: 0905-56000 
地址: 花蓮市中順街 29 號 
備註:無早餐 

46 溫蒂花園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wendygarden.com.t 
聯絡電話:：0937164537 
手機:：0937164537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明義六街 25 号 
備註: 

47 雲享渡假莊園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cloudenjoy.com.tw/ 
聯絡電話:03-8577250 
手機:0972-1570011 
地址:花蓮市豐村 108-52 號 
備註: 

48 相逢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meet.970bnb.net/about.htm 
聯絡電話:0979-019936 
手機:0979-019936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強路 580 號 
備註:  

49 M.house 旅宿民宿 網價九折 網

址:https://www.facebook.com/mhouse3321/. 
聯絡電話: 03-320585 
手機: 0958-210585 
地址:花蓮市和平路 332-1 號 
備註: 

50 白狗公寓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hitedogeamo.weebly.com/ 
聯絡電話:0973-661-753 
手機: 0972-708-506 
地址: 花蓮市仁愛街 60 號 
備註: 

51 聖托里尼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santorini.com.tw/ 
聯絡電話:0988-978611 
手機:0988-978611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福德 107-1 號 
備註:  

52 漁家樂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fishfun.tw 
聯絡電話: 03-8320546 
手機: 0910-006237  
地址: 花蓮市三民街 102 號 
備註:無早餐 

53 麗都小築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www.liduhouse.tw 
聯絡電話:0981-380230 
手機:0981-380230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 340 號 
備註: 無早餐 

54 熊之蜜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santorini.com.tw/ 
聯絡電話:0930-631336 
手機:0930-631336 
地址:花蓮市莊敬路 200 號 
備註: 

55 VITA 家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hl-vita.com.tw/ 
聯絡電話:0922-488605 
手機:0922-488605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大華街 2 巷 9 號 
備註:無早餐 

56 凱苑風格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twstay.com/RWD1/index.aspx?BNB=
kaicourt 
聯絡電話: 0966571698 
手機: 0966571698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稻香村廣豐路 126 號 
備註:無早餐 

57 愛丁堡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knq.com.tw/contact.html  
聯絡電話:0963-511881 
手機:0963-511881 
地址:花蓮市中強街 126-3 號 
備註:無早餐 

58 浪花一朵朵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8671306.com/ 
聯絡電話:0915-378305 
手機: 0915-378305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鹽寮 76 號 
備註:  

59 藍色.海悅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bluehyatt.com.tw/ 
聯絡電話:0912-486669 
手機:0912-486669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仁安村海濱 106-8 號 
備註: 

60 太陽花 3D 浮雕民

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sunflower1206.com.tw/ 

【FB 粉絲團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3D.Sunflower/ 
聯絡電話:0972-192675 
手機:0972-192675 
地址:花蓮市富吉路 94 號 
備註:無早餐 

61 徐徐的溫度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slowlyhsuhsu.blogspot.com/ 
聯絡電話:0932-527511 
手機:0932-527511 
地址: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 90 號 
備註: 

62 女王萬歲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queenlove.com.tw/contact.html 
聯絡電話:03-8332279 
手機: 0975-966327 
地址: 花蓮市國民八街 111 號 
備註:無早餐 

63 美樂地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melody.hlbnb.tw/ 
聯絡電話:03-8310525 
手機:0937-096185 
地址:花蓮市民德一街 13 號 
備註:  

64 街角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corner-inn.tw/ 
聯絡電話:03-8575118 
手機:03-8575118 
地址:花蓮市中山路 560 號 
備註:無早餐 

65 逸境站前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9%80%B8%E5
%A2%83%E7%AB%99%E5%89%8D%E6%B0%
91%E5%AE%BF-485681125292159/ 
聯絡電話:0933-485498 
手機:0933-485498 
地址:花蓮市國民九街 106 號 
備註: 

66 橘園雅築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橘園雅築民宿-
285284968194002/ 
聯絡電話:03-8421625 
手機:0920-394105 
地址:  吉安鄉光華九街 70 號 
備註: 

67 甜心海岸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honeys.970bnb.net/ 
聯絡電話:0928-095391 
手機:0928-095391 
地址:花蓮市北濱街 12 巷 11 號 
備註:無早餐 

68 撒花庄庭園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flowersvilla.com.tw/ 
聯絡電話: 0933-483162 ‧  



手機:0919-354525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南海三街 316 號  
備註: 

69 洄瀾雅舍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olahouse.jri.tw/ 
聯絡電話:03-8326668 
手機:0922-888659 
地址:花蓮市國聯二路 78 號 
備註: 

70 漾品屋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emoney.com.tw/goods.php?id=346 
聯絡電話:0930688702 
手機:0930688702 
地址:花蓮市民權九街 3 號 
備註: 

71 白色階梯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hiteladder.bnbhl.net/ 
聯絡電話:0975-723657 
手機:0975-723657 
地址:花蓮市國興五街 132-15 號 
備註: 

72 綠舍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thegreenvilla.com.tw/ 
聯絡電話: 0910-650514 
手機: 0910-650514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平和村大學路二段 63 巷 61 號 (東 
備註: 

73 貝拉利亞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bellalia57.com/ 
聯絡電話:0988-131003 
手機:0988-131003 
地址:花蓮市民族路 57 號  
備註: 

74 二姐民宿 網價九折 網

址:https://www.facebook.com/second.sister.ho
tel 
聯絡電話:0923-620807  
手機:0958-162600 
地址:花蓮市民德一街 23 號 
備註: 

75 花漾四季民宿 網價九折 網

址:http://house.netete.com/bnb/flower4.htm 
聯絡電話: 0917-261713 
手機: 0917-261713 
地址: 花蓮市新港街 82-3 號   
備註: 

76 日月戀海民宿 網價九折 網

址:https://twstay.com/Site/index.aspx?BNB=ri
yuelianhai 
聯絡電話:0932-046654 
手機:0932-046654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紫園 2 巷 5 號 
備註:無早餐 

77 海想念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海想念大城小

宿-334311246764916/ 
聯絡電話:0970-760163 
手機:0970-760163 
地址:花蓮市大廈街 3 號 
備註: 

78 海邊海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m.zizaike.com/h/35 
聯絡電話:0926-137398 
手機:0926-137398 
地址:花蓮市民權八街 21 號 
備註: 

79 看見七星潭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iseeuinn.com/ 
聯絡電話:0911-920298 
手機:0911-920298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七星 106 號 
備註: 

80 心悅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xinyue.okgo.tw/room.html 
聯絡電話:03-8772767 
手機:0976013358  
地址:花蓮縣鳳林鎮水車路 34-12 號  
備註: 

81 古拉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kulahouse.com.tw/about.html 
聯絡電話:0966-681602 
手機:0966-681602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華成八街 121 號 
備註: 

82 田圓夢 120 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www.no120.com.tw 
聯絡電話: 03-8662721 
手機:0917273482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忠孝 120 號 
備註: 

83 普立堤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ww.pretty50.com.tw/ 
聯絡電話:0905-068365 
手機:0905-068368 
地址:花蓮市民孝街 50 號 
備註: 

84 蘋果屋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applebnbtw.com/ 
聯絡電話:03-8567976 
手機:0983-100370 
地址: 花蓮市國富三街 73 號 
備註: 

85 小王子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www.love1028.com.tw 
聯絡電話: 0958-062519 
手機: 0958-062519 



地址:花蓮市德安六街 117 號   
備註:無早餐 

86 東華白川夢想屋 網價九折 網址:http://63sec555.jrh.tw 
聯絡電話:03-8664491 
手機:0988-581955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63 巷 55-5 號 
備註: 

87 伍百里驛站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500km.970bnb.net/ 
聯絡電話:038359500 
手機:0966588368 
地址:花蓮市北濱街 106 號 
備註: 

88 九乘九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twstay.com/RWD1/index.aspx?BNB=
9by9 
聯絡電話:03-8221189 
手機: 0975-022988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 296 巷 5 號 
備註: 

89 觀月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ky-moon.com.tw/ 

聯絡電話: 0937-980069  

手機: 0937-979466 
地址: 花蓮市國民八街 92 號  
備註:無早餐 

90 白色別苑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hitehouse.970bnb.net/ 
聯絡電話:(03)8512098 
手機: 0937-977116 
地址: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五街 196 之 1 號 
備註:無早餐 

91 指南針旅店 網價九折 網址:http://thecompassinn.com 
聯絡電話:038311358 
地址:花蓮市建林街 35 號 
備註:無早餐 

92 希臘仙境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gr-sea.com.tw/ 
聯絡電話: 03-8356976．0963-783962 
手機: 0963-783962 
地址: 花蓮市北濱街 102 之 2 號 
備註:  

93 IN 居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inghostel.strikingly.com/ 
聯絡電話: 0919-910509 
手機: 0919-910509 
地址: 花蓮市國民二街 27 號 
備註:無早餐 

94 逐雲水岸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followthecloudbnb.com/room.php 



聯絡電話:0905 886 251 
手機: 0905 886 251 
地址: 花蓮縣新城鄉佳林 20-8 號 
備註:  

95 中山 330 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ww.springup.com.tw/ 
聯絡電話: 0963-656021 
手機: 0963-656021 
地址: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330 號 
備註:  

96 花蓮小鯨魚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bnbhl.net/ 
聯絡電話: 03-8220737 
手機: 0988-285855  
地址: 花蓮市球崙二路 237 號 
備註:無早餐 

97 芳草古樹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fangshuh.com.tw/ 
聯絡電話:03_8760437 
手機:0912519412 
地址:花蓮縣鳳林鎮中和路 71 號 
備註: 

98 達芙妮花園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dafne.hi-bnb.com/ 
聯絡電話:0978229690 
手機:0978229690 
地址:花蓮縣 吉安鄉北安街 126 巷 62 號 
備註:  

99 海景福居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花蓮海景福居民

宿-451483494948165/ 
聯絡電話:0911 274 613 
手機:0911 274 613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仁安村海濱 137 號 
備註:  

100 方翊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
https://twstay.com/RWD2/index.aspx?BNB=feubo
oking 
聯絡電話: 0919245437 
手機: 0919245437 
地址: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文化七街 27-1 號 
備註: 

101 伊莉莎白小屋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twstay.com/RWD2/index.aspx?B
NB=elizleehouse 
聯絡電話:038-650328 
手機:0966620328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豐正路一段 27 號 
備註:  

102 立群花園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hl-garden.com.tw/ 
聯絡電話: (03)842-2200 



手機:0963-381867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仁安村南海四街 47 號 
備註: 

103 佳園溫馨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chaiyuanbnb.com/ 
聯絡電話:03-8465665、 
手機:0937-090710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自樂街 50 號  
備註: 

104 國光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www.guo.com.tw/ 
聯絡電話:03-8334037 
手機:0936-816630 
地址:花蓮市中正路 110 巷 28 號 
備註:無早餐 

105 璞拉漫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pulamayama.com/outdoor.html 
聯絡電話:0919-908809 
手機:0919-908809 
地址:花蓮市民權 6 街 31 號 
備註:  

106 城市家園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cityhome302.hi-bnb.com/ 
聯絡電話:0921651293 
手機:0921651293 
地址:花蓮市大同街 30 號 
備註:無早餐 

107 新藝術空間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artbnb.tw/ 
聯絡電話:03-8336730 
手機:0912-951966 
地址:花蓮市國興五街 215 號 
備註:無早餐 

108 草根香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草根香民宿-
1988409837845197/ 
聯絡電話:03 826 7038 
手機:03 826 7038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北埔路 109 巷 6 號 
備註:無早餐 

109 花蓮棧好宿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http://hualien.wacowbnb.com.tw/bnb-
hualien.html 
聯絡電話:0980364835 
手機:0980364835 
地址: 花蓮市 中山路 711 號 
備註:無早餐 

110 幸福有約 1799 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ww.huh888.com/happy1799.html 
聯絡電話: 0906171799 
手機: 0906171799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國盛二街 96-1 號. 
備註:無早餐 



111 微甜彩虹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www.sweetrainbow.com.tw/ 
聯絡電話: 0930-608657 
手機: 0911-698676 
地址:花蓮市海濱街 12 巷 12 號 
備註:無早餐 

112 一生一世民宿 網價九折 網址: https://www.huh888.com/1314.html 
聯絡電話: 0906-171799 
手機:0906-171799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自立路 2 段 13 號 
備註:無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