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轄區旅館及民宿 104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檢查結果 

統計至 104年 8月 12日 

名稱 地址 
公安檢查申

報結果 

缺失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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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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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缺失提改

善 
 合法旅館 

墾丁福華飯店 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 2號 合格  合法旅館 
墾丁凱撒飯店 恆春鎮墾丁路 6號 合格  合法旅館 
鴻賓旅館 恆春鎮墾丁路 130號 合格  合法旅館 
美棧墾丁大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235號 合格  合法旅館 
雅客之家 恆春鎮墾丁路 237、239號 合格  合法旅館 
墾丁高山青大飯店股份有

限公司 

恆春鎮墾丁路 271號 合格  合法旅館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恆春鎮墾丁路 451號 合格  合法旅館 
華泰瑞苑墾丁賓館 恆春鎮墾丁里公園路 101號 合格  合法旅館 
墾丁天鵝湖飯店 恆春鎮南灣路 500號 合格  合法旅館 
悠活渡假村 恆春鎮山海里萬里路 27之 7號 合格  合法旅館 
大尖山滿溢棧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402-16號 合格  民宿 

蘋果咬一口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263號 合格  民宿 

欣欣渡假旅館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259號 合格  民宿 
興吉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257號 合格  民宿 
淳青背包客棧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243-1號 2樓 合格  旅館 

南卡威音樂餐廳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170號 合格  民宿 

儷山林墾丁哲園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137號 合格  旅館 
旅遊之家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120-2號 合格  民宿 

新菲休閒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78號 合格  民宿 

上好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64號 合格  合法民宿 

馬丁威旅店 恆春鎮墾丁路和平巷 63-1號 合格  旅館 
瑪瑪魯魯特色民宿 恆春鎮墾丁路和平巷 65-1號 合格  合法特色民宿 

摩菲特色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和平巷 67號 合格  合法特色民宿 

希臘風情特色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文化巷 24號 合格  合法特色民宿 

尋夢園民宿 恆春鎮墾丁路文化巷 50-1、52號    

通海渡假旅店 恆春鎮墾丁路通海巷 3-1號 合格  合法民宿 

遇見墾丁特色民宿 恆春鎮大灣路 120巷 1號 合格  合法特色民宿 

戀海 126風情旅棧 恆春鎮墾丁里大灣路 126號 合格  民宿 

海堤旅店 恆春鎮墾丁里大灣路 130號 合格  民宿 

海韻渡假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大灣路 178號 合格  旅館 

寧靜海渡假旅館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大灣路 180號 合格  旅館 

海灣羅曼史旅館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大灣路 256、258號 合格  旅館 

靜觀行館 恆春鎮鵝鑾里船帆路 698號 合格  旅館 



迦南美地 恆春鎮鵝鑾里船帆路 598、596號 合格  旅館 

戀戀莎堡特色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船帆路 852巷

21-1號 

合格  合法特色民

宿 

都法豪華莊園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船頂路 155號 合格  民宿 

墾丁微風會館 屏東縣恆春鵝鑾里砂島路 252號 合格  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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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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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拉波拉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鞍山巷 6號 合格  合法民宿 

一品城堡特色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鞍山巷 52號 合格  合法特色民宿 

墾丁南灣天空 Villa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14號 合格  合法民宿 

Just  Hi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20號 合格  民宿 

皮小妞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102號 合格  合法民宿 

金圓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132號 合格  民宿 

戀灣旅棧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178號 合格  民宿 

浪花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188、190號 合格  合法民宿 

大阪六飧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206號 合格  民宿 

悠遊旅店 恆春鎮南灣路 210、212號 合格  旅館 
北坪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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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春園庭園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里南光路 5號 合格  民宿 

光現特色民宿 屏東縣恆春大光路 78之 6號 合格  合法特色民宿 

墾丁卡米克特色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里大光路 79-68

號 

合格  合法特色民

宿 

後碧湖股份有限公司(永

豐棧後壁湖畔)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 79-61號 合格  旅館 

燕麥小別館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 97-12號 合格  民宿 

快樂小鎮休閒渡假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 125-3號 合格  民宿 

歐都上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 142-8號 合格  民宿 

卡瓦那庭園民宿 屏東縣恆春鎮樹林路 51-6號 合格  合法民宿 

月牙泉育樂有限公司 恆春鎮水泉里頂泉路 15號 合格  旅館 

水燕民宿 恆春鎮水泉里白沙路 28之 10號 合格  民宿 

虹彩驛渡假旅館 屏東縣恆春鎮紅柴路 3之 6號 合格  旅館 
藍海晴天民宿 屏東縣車城鄉後灣路 122號 合格  民宿 
恆春生態農場 屏東縣恆春鎮山腳路 28-5號 合格  旅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