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3【瑞穗棕櫚湖渡假民宿】 

在棕櫚湖可觀察自然生態，成群的鵝在湖裡游玩，夜晚皎

潔明月、滿天星空，騎著單車漫遊田園風光，享受被大自

然擁抱，同時也釋放積壓多時的疲憊。 

棕櫚湖位於車站附近，交通便利。距離瑞穗火車站三分

鐘、瑞穗牧場、瑞穗泛舟遊客中心十分鐘，期待您的蒞臨，

在此盡情享受不一樣的悠閒之旅。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五福路 8 號 

官方網址：http://www.happyrs2015.com/index.php 

連絡電話：03-8870888、0960-219888                   
 

2人房 3間 大的*1 $3800 

           小的*2 $2800  

4人房 4間 $4800 (附早餐)   

8/3【東之漾民宿】 

整理好行囊，牽起左右的手，我們向花蓮出發～ 

在溫暖的陽光下，我們走訪了瑞穗牧場，大自然的神奇魔

力，療癒了被忙碌綑綁的心靈， 

夜宿在東之漾，感受許久不見的溫情～ 

在旅程的開始與結束，我們都應記得最初的期許，期許能

夠在日後的生活中記起當時的感動。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北路一段 27號 

官方網址：http://dongsyoung.970bnb.net/ 

連絡電話：0988-099978 

 

 

8/3【信號ㄎㄚ民宿】 

嘟嘟~~咣噹噹、咣噹噹...火車來囉~ 

栩栩如生的鐵道壁畫讓旅人們彷彿置身在火車中�， 

濃濃的鐵道氣息為旅程添上的不一樣的有趣色彩。 

「信號ㄎㄚㄟ厝」緊鄰瑞穗火車站，到各個風景區交通上

皆相當的便利，來到台灣的後花園--花蓮，相信是旅遊的

最佳選擇地點就是瑞穗了，不僅可以泛舟、泡湯、擠牛奶，

還可以體驗森林浴，想要過一個充實的假期來到瑞穗就沒

錯。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成功南路 12號 

官方網址：http://signal.970bnb.net/about.htm 

連絡電話：0910-557 760 

2人 4 間   一人 600(附早餐) 

4人 2 間   一人 600(附早餐)  

4人 4間   $1800(附早餐)  

http://www.happyrs2015.com/index.php
http://dongsyoung.970bnb.net/


 

8/10【原鄉民宿】 

緩慢的步調，騎乘單車，慢遊在鄉間小道清新的空氣，帶

有淡淡花香享受獨特的「黃金溫泉」，仰望山巒景色洗靜

了疲憊與生活中的壓力當夜幕低垂，銀河與滿天星空，是

曾經許久不見的畫面。旅行是一種生活讓彼此更靠近。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五福路 325 號 

官方網址：https://www.yuan-hhs.com.tw/index.php 

連絡電話：03-8876307、8876308 

 

 

 

8/10【驛香緣民宿】 

北回歸線，熱帶平原，瑞穗賞雲，泡湯好趣處。 

唯一賞櫻的休閒就在驛香緣，重機環島，花東縱谷中據

站，來杯驛香緣咖啡，享受山暖風光。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瑞祥村溫泉一街 8 號 

官方網址：http://www.yi-xiang-yuan.com/about.html 

連絡電話：03-8870175、0933-934787、0919323426 

 

 

 

8/10【瑞峰溫泉民宿】 

想來花蓮體驗親近大自然的感覺嗎？ 

花蓮除了擁有豐富的天然美景，如掃叭石柱、清水斷崖、

太魯閣國家公園等等外，其美麗的景緻常讓遊客流連忘

返，此外，花蓮濃厚的原住民風情及石雕藝術文化，也很

值得您前來探索，想要渡過一個滿是自然與文化的假期，

不用多想花蓮將會是您的選擇。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 3 段 2 巷 36-1 號 

官方網址：http://ruifeng.970bnb.net/about.php 

                                       連絡電話：03-887109、0933485-246 

2人 2 間 $2300、4人 3間 $4000 (附早餐) 

 

 

 

 

 

2人房 2間 $2600、4人房 1間 $4300 (附早餐) 

4人房 1間 $2680 (未附早餐) 

https://www.yuan-hhs.com.tw/index.php
http://www.yi-xiang-yuan.com/about.html
http://ruifeng.970bnb.net/about.php


 

8/10【東之漾民宿】 

整理好行囊，牽起左右的手，我們向花蓮出發～ 

在溫暖的陽光下，我們走訪了瑞穗牧場， 

大自然的神奇魔力，療癒了被忙碌綑綁的心靈， 

夜宿在東之漾，感受許久不見的溫情～ 

在旅程的開始與結束，我們都應記得最初的期  

許，期許能夠在日後的生活中記起當時的感動。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北路一段 27號 

官方網址：http://dongsyoung.970bnb.net/ 

連絡電話：0988-099978  

 

 

 

 

 

 

 

 

 

 

 

 

 

 

 

 

 

 

 

 

 

 

 

 

 

 

 

2人 4 間   一人 600(附早餐) 

4人 2 間   一人 600(附早餐)  

http://dongsyoung.970bnb.net/


 

8/17【驛香緣民宿】 

北回歸線，熱帶平原，瑞穗賞雲，泡湯好趣處。 

唯一賞櫻的休閒就在驛香緣，重機環島，花東縱谷中據站，

來杯驛香緣咖啡，享受山暖風光。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瑞祥村溫泉一街 8 號 

官方網址：http://www.yi-xiang-yuan.com/about.html 

連絡電話：03-8870175、0933-934787、0919323426 

 

 

 

8/17【瑞峰溫泉民宿】 

想來花蓮體驗親近大自然的感覺嗎？ 

花蓮除了擁有豐富的天然美景，如掃叭石柱、清水斷崖、

太魯閣國家公園等等外，其美麗的景緻常讓遊客流連忘

返，此外，花蓮濃厚的原住民風情及石雕藝術文化，也很

值得您前來探索，想要渡過一個滿是自然與文化的假期，

不用多想花蓮將會是您的選擇。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 3 段 2 巷 36-1 號 

官方網址：http://ruifeng.970bnb.net/about.php 

連絡電話：03-8871709、0933485-246 

  

 

8/17【東之漾民宿】 

整理好行囊，牽起左右的手，我們向花蓮出發～ 

在溫暖的陽光下，我們走訪了瑞穗牧場， 

大自然的神奇魔力，療癒了被忙碌綑綁的心靈， 

夜宿在東之漾，感受許久不見的溫情～ 

在旅程的開始與結束，我們都應記得最初的期 

許，期許能夠在日後的生活中記起當時的感動。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北路一段 27號 

官方網址：http://dongsyoung.970bnb.net/ 

連絡電話：0988-099978 

 

 

 

 

 

4人房 1間 $2680 (未附早餐) 

2人 2 間 $2300(附早餐) 

4人 3 間 $4000(附早餐)    

2人 3 間   一人 600(附早餐) 

4人 1 間   一人 600(附早餐)  

http://www.yi-xiang-yuan.com/about.html
http://ruifeng.970bnb.net/about.php
http://dongsyoung.970bnb.net/


8/17【虎爺溫泉會館】 

 

位在瑞穗鄉虎頭山下的花蓮民宿「虎爺溫泉會館」，順應

地理位置並融合中國傳說兒童守護神的「虎爺」為會館命

名，盼來住宿、泡湯的貴客都能承虎爺庇護～平安順遂、

福氣安康。「虎爺溫泉會館」的創建人林長貴先生是瑞穗

人，知悉瑞穗是塊溫泉寶地，擁有富含珍貴鐵質的赤褐色

溫泉，享有「帝王黃金琥珀泉」的美名，同時是花蓮人口

耳相傳的「生男之泉」，林先生抱著珍愛故鄉回饋鄉親的

心懷，開創了設備先進的「虎爺溫泉會館」並結合瑞穗農

特產品，期望讓來此度假的旅客在吃飯、泡湯的同時，全

面感受瑞穗特有的山水風情。 

花蓮民宿「虎爺溫泉會館」寬闊的大眾 SPA 水療池、烤箱、蒸氣室、游泳池......旅客可

以在藍天及山巒環抱下浸泡黃金琥珀泉，煩惱全隨著氤氳水氣一起蒸發！入夜後，燈火通明

的鎮內夜景與天上星星爭輝是「虎爺溫泉會館」最自豪的景致。會館套房內都有對外陽台及

專屬浴缸，充滿隱密感的客房，讓旅客在房內暢快享受泡湯樂趣。會館提供房客免費早餐與

付費晚餐，會依不同季節準備時令蔬果給旅客享用，春季以梅子入菜，秋季嚐酸甜柚子醬，

冬季用洛神花佐餐，豐富佳餚值得細細品味。 

四季都適合來花蓮瑞穗旅行，體驗秀姑巒溪泛舟的刺激，騎乘單車欣賞鄉道旁滿開的油菜

花，不論哪個季節來訪都精彩。入住花蓮民宿「虎爺溫泉會館」浸浴黃金琥珀泉紓解全身疲

勞，擁有一趟豐富的瑞穗溫泉之旅。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瑞祥村祥北路二段 101 號 

官方網址：http://www.hoya-spa.com.tw/ 

連絡電話：03-8875505 

 

8/17【丘晨二館】 

丘晨二館民宿透過溫暖木質裝潢，傳遞出溫潤情感；帶著日式風

格的布置擺設，透露出溫馨自在的住宿空間；在舒適溫柔的客房

中，放心的休憩過後帶走一身的疲憊。 

丘晨二館民宿提供您一個擋風遮雨的居所，讓您來到花蓮，放心

的遊玩、賞景、休憩；丘晨二館民宿歡迎您！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中華路 110號 

官方網址：      

                         http://a0963064685.hualien-travel.com.tw/index.html 

                         連絡電話：0963064685 

2人房 2間 $1300(未附早餐) 

4人房 2間 $2000(未附早餐) 

          

4人 2 間 四人房住 2人 $2900(附早餐) 

         四人房住 3人 $3700(附早餐) 

         四人房住 4人 $4700(附早餐) 

 

http://www.hoya-spa.com.tw/
http://a0963064685.hualien-travel.com.tw/index.html


8/24【驛香緣民宿】 

 

北回歸線，熱帶平原，瑞穗賞雲，泡湯好趣處。 

唯一賞櫻的休閒就在驛香緣，重機環島，花東縱谷中據

站，來杯驛香緣咖啡，享受山暖風光。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瑞祥村溫泉一街 8 號 

官方網址：http://www.yi-xiang-yuan.com/about.html 

連絡電話：03-8870175、0933-934787、0919323426 

 

 

8/24【瑞峰溫泉民宿】 

想來花蓮體驗親近大自然的感覺嗎？ 

花蓮除了擁有豐富的天然美景，如掃叭石柱、清水斷崖、

太魯閣國家公園等等外，其美麗的景緻常讓遊客流連忘

返，此外，花蓮濃厚的原住民風情及石雕藝術文化，也很

值得您前來探索，想要渡過一個滿是自然與文化的假期，

不用多想花蓮將會是您的選擇。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 3 段 2 巷 36-1 號 

官方網址：http://ruifeng.970bnb.net/about.php 

                              連絡電話：03-8871709、0933485-246 

 

 

8/24【東之漾民宿】 

整理好行囊，牽起左右的手，我們向花蓮出發～ 

在溫暖的陽光下，我們走訪了瑞穗牧場，大自然的神奇魔

力，療癒了被忙碌綑綁的心靈， 

夜宿在東之漾，感受許久不見的溫情～ 

在旅程的開始與結束，我們都應記得最初的期 

許，期許能夠在日後的生活中記起當時的感動。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北路一段 27號 

官方網址：http://dongsyoung.970bnb.net/ 

連絡電話：0988-099978 

 

 

 

 

 

 

2人 1 間 $1880 (未附早餐) 

2人 2 間 $2300(附早餐) 

4人 3 間 $4000(附早餐)  

2人 4 間 一人 600(附早餐) 

4人 2 間 一人 600(附早餐)  

  

http://www.yi-xiang-yuan.com/about.html
http://ruifeng.970bnb.net/about.php
http://dongsyoung.970bnb.net/


8/24【信號ㄎㄚ民宿】 

嘟嘟~~咣噹噹、咣噹噹...火車來囉~ 

栩栩如生的鐵道壁畫讓旅人們彷彿置身在火車中�， 

濃濃的鐵道氣息為旅程添上的不一樣的有趣色彩。 

「信號ㄎㄚㄟ厝」緊鄰瑞穗火車站，到各個風景區交通上皆相當的便

利，來到台灣的後花園--花蓮， 

相信是旅遊的最佳選擇地點就是瑞穗了，不僅可以泛舟、泡湯、擠牛

奶，還可以體驗森林浴，想要過一個充實的假期來 

到瑞穗就沒錯。 

民宿位置：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成功南路 12號 

官方網址：http://signal.970bnb.net/about.htm 

連絡電話：0910-557 760 

 

4人 4 間   $1800(附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