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轄區旅館或民宿 101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檢查結果 

統計至 101年 8月 31日 

名稱 地址 公安檢查申報結果 備註 

墾丁福容大飯店 屏東縣恆春鵝鑾里船帆路 1000號 合格 旅館 

統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統一渡

假村-墾丁) 

屏東縣恆春鵝鑾里鵝鑾路 230號 合格 旅館 

墾丁福華飯店 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 2號 合格 旅館 
墾丁凱撒飯店 恆春鎮墾丁路 6號 合格 旅館 
鴻賓旅館 恆春鎮墾丁路 130號 合格 旅館 
雅客之家 恆春鎮墾丁路 237、239號 合格 旅館 
墾丁高山青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恆春鎮墾丁路 271號 合格 旅館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恆春鎮墾丁路 451號 合格 旅館 
墾丁天鵝湖飯店 恆春鎮南灣路 500號 合格 旅館 
悠活渡假村 恆春鎮山海里萬里路 27之 7號 有缺失提改善 旅館 
金洋麗舍 恆春鎮墾丁路 336號 不合格 旅館 

豐緻休閒旅館 恆春鎮墾丁路 312號 不合格 旅館 

欣欣渡假旅館 恆春鎮墾丁路 259號 有缺失提改善 旅館 

興吉渡假別館 恆春鎮墾丁路 257號 有缺失提改善  

福賓別館 恆春鎮墾丁路 255號 合格 旅館 
貝殼灣渡假旅館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212號 有缺失提改善 旅館 

津津音樂客棧 恆春鎮墾丁路 148號 有缺失提改善 民宿 

儷山林墾丁哲園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137號 合格 旅館 
美協渡假旅館 恆春鎮墾丁路 131-2號 有缺失提改善 民宿 

美協渡假旅館 恆春鎮墾丁路 126號 有缺失提改善 民宿 

墾丁郎衝浪店 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 66號 有缺失提改善 民宿 

上好旅店 恆春鎮墾丁路 64號 合格 旅館 
海的墾丁 恆春鎮墾丁路 38號 合格 民宿 

海芋旅店 恆春鎮墾丁路 36號 合格 民宿 

日光四季旅店 恆春鎮墾丁路 186號、184號 退件 旅館 

豪情之家渡假旅館 恆春鎮墾丁路 32-1號 退件 旅館 

墾丁衝浪店 恆春鎮墾丁路 21-2號 退件 民宿 

海逸渡假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和平巷 3號 有缺失提改善 民宿 

元氣老爹 墾丁路和平巷 5號 合格 民宿 

馬丁威別館 墾丁路和平巷 63-1號 合格 旅館 
海洋之星渡假旅店 墾丁路和平巷 69號 合格 旅館 
香格里拉時尚旅店 恆春鎮墾丁路和平巷 77-1號 合格 旅館 
希臘風情民宿 墾丁路文化巷 24號 合格 旅館 
上詠別館 墾丁路佛光巷 11-1號 有缺失提改善 旅館 

伍豐旅館 墾丁路佛光巷 12號 有缺失提改善 旅館 

清吉明別館(A、B棟) 恆春鎮墾丁路興南巷 13、13-1號 退件 民宿 

海園別館 恆春鎮墾丁路海濱巷 1號 退件 民宿 



米尼米民宿 恆春鎮墾丁路海濱巷 3號 退件 民宿 

通海渡假旅館 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通海巷 3-1號 有缺失提改善 旅館 

遇見墾丁 恆春鎮大灣路 120巷 1號 合格 民宿 

艾比莎渡假旅店 恆春鎮墾丁里大灣路 138號 退件 旅館 

沐夏墾丁會館 恆春鎮墾丁里社興路 98號 退件 旅館 

布蘭卡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潭子巷 11號 合格 民宿 

南方太陽旅店北館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潭仔巷 37號 合格 民宿 

品喬海鮮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船帆路 720號 有缺失提改善 民宿 

海南島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船帆路 668號 退件 民宿 

小帆船渡假別館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船帆路 648號 退件 旅館 

船帆石金灘棧旅館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612號 有缺失提改善 旅館 

山海戀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608號 合格 民宿 

鯨鯊海岸 恆春鎮船帆路 606號 合格 民宿 

迦南美地 恆春鎮鵝鑾里船帆路 598號 合格 旅館 

沈家山莊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676巷 24號 退件 旅館 

龍園居峇里島風情別館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722巷 1號 合格 民宿 

國境之南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埔頂路 275號 合格 民宿 

21.5靚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埔頂路 650號 合格 民宿 

沙點民宿 屏東縣恆春鵝鑾里砂島路 230號 退件 民宿 

墾丁南灣渡假飯店（一館）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林森巷 41、42

號 

合格 旅館 

大潭山莊(A棟)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新生巷 61號 有缺失提改善 旅館 

夏奇拉樂活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仁愛巷 36號 合格 旅館 
好望角渡假村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48號 合格 旅館 
悠遊旅店 恆春鎮南灣路 210、212號 合格 旅館 
墾丁亞曼達會館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336號 合格 旅館 
淞自然生態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633號 合格 民宿 

墾丁瑪沙露湖畔旅館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649號 合格 旅館 
墾丁龍門渡假旅館 恆春鎮南灣里南光路 9號 退件 旅館 

陽光綠地景觀休閒農場 屏東縣恆春鎮砂尾路 61-3號 退件 民宿 

柏林生態農場 恆春鎮砂尾路 61-4號 合格 民宿 

椰林之家 恆春鎮大光里砂尾路 71-1號 有缺失提改善 民宿 

墾丁藍杉海景山莊 恆春鎮水泉里樹林路 3-1號 合格 民宿 

劉玉蘭民宿 恆春鎮水泉里樹林路 25-2號 合格 民宿 

白砂 15 恆春鎮水泉里樹林路 25-3號 合格 民宿 

陸園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檳榔路 22號 合格 民宿 

月牙泉育樂有限公司 恆春鎮水泉里頂泉路 15號 有缺失提改善 旅館 

白沙生活旅店 恆春鎮水泉里白沙路 28之 1~8號 合格 旅館 
虹彩驛渡假旅館 屏東縣恆春鎮紅柴路 3之 6號 合格 旅館 
星苑民宿 滿州鄉里德村山頂路 56-2號 合格 民宿 

十樂水民宿 滿州鄉港口村 13鄰興海路 36號 合格 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