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網路/廣告名稱
二魚青年旅舍
大坡池渡假會館
小熊渡假村
綠島好朋友潛水中心背包客房
綠島藍漾海墅
綠島微風潛水渡假中心
安慶六七精品套房館
亞曼尼渡假飯店
富爺飯店
深山亞都渡假會館
東太陽SPA溫泉會館
知本溫泉-名泉旅遊山莊
綠島森吧民宿SunBar
70腳落
綠島花田渡假村
綠島象緣海景民宿
綠島民宿-愛上綠島民宿
海天11線民宿
米之谷溫泉民宿
桑尼民宿
綠島9號精品渡假村
法式小酒館
綠島的窩
綠遊遊民宿
高氧旅宿
金崙椰壐溫泉
邊界客棧
知本秘境溫泉民宿
山海都蘭
柒七民宿
綠島頤線天民宿
台東海景民宿秘境海灣恩典屋
綠島月光城堡潛水民宿
綠島晴風旅宿B&B
火燒島潛水度假中心
綠島漁村民宿
綠島象緣
海洋之星潛水俱樂部
綠島【吹吹風】觀海民宿
綠島民宿．藍色珊瑚島民宿
聯慶潛水莊園
綠島邊徑
池上生機花園民宿
聯慶愛潛水莊園民宿
台東鐵花一宿

B.地址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一段290號
臺東縣池上鄉信義路39號
臺東縣卑南鄉嘉豐村稻葉路7-8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柴口62號之26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漁港16-1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柴口58之1號
臺東縣台東市安慶街67號
臺東縣綠島鄉中寮村中寮173號
臺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30-2號9樓or溫泉村溫泉村龍泉路30-2號4樓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佳崙42-12號
臺東縣太麻里鄉金崙里金崙溫泉1-6號1-3樓
台東縣卑南鄉龍泉路267巷2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3-1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70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公館2-2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一鄰柴口路32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漁港路39號
臺東縣卑南鄉富山村富山28號
台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溫泉39-6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236號
臺東縣綠島鄉漁港3-1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17-5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柴口113-1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51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142號
台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溫泉39-4號
台東縣太麻里鄉北里村山棕寮14-2號
台東縣卑南鄉龍泉路113巷58號
台東縣東河鄉興昌34號
台東縣綠島鄉中寮村121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61之8號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新蘭5鄰12號之1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漁港1-21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漁港1-58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239-1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200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1鄰柴口路32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魚港15-6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漁港50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公館村3鄰號1-1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1鄰漁港路2-3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78之1號
臺東縣池上鄉慶福路37號
台東縣綠島鄉漁港路2-6號
台東縣台東市博愛路484巷27號

藺巢民宿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476號
寄居蟹沙灘渡假空間
台東縣卑南鄉富山村漁場191號
海賊灣沙灘渡假空間
台東縣卑南鄉富山村漁場134號
綠島島川文旅
台東縣綠島鄉漁港13-1號
米多麗
台東縣台東市民航路998巷106號
旺旺庭園咖啡民宿
台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佳崙242號
汾陽民宿
台東縣太麻里鄉佳崙295號
哇軋力共民宿(WaGaLiGong)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都蘭89號
都蘭草堂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10鄰那界8之1
9號背包客棧
台東縣綠島鄉漁港6-12號
禾風旅棧
台東縣綠島鄉中寮188號
四季逗庭園民宿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二段618巷116號
大仁哥民宿
台東市更生路43巷15號
寶島旅遊 背包客的家
台東市知本路三段148號
金蘭鐵道旅店
台東市鐵花路212號
台東爺子樹民宿
台東縣台東市富岡街219號
342松柏會館
台東縣台東市洛陽街342號
綠島‧阿憲潛水風格民宿
台東縣綠島鄉中寮村99號
綠島一直曬太陽民宿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82號
綠島悅欣企業社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8號
綠島綠川飯店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漁港13之1號
綠島北緯22度民宿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186號
【綠色。宿】
台東縣卑南鄉賓朗路35號
神秘果民宿
台東縣卑南鄉美農村煙草間7-1號
台東阿烈夫民宿
台東縣卑南鄉初鹿村三街54號
田園小棧
台東縣卑南鄉明峰村鹿鳴橋1鄰13號
倒地鈴自由的家
台灣台東縣鹿野鄉中華路一段377號
筠景山莊
台東縣鹿野鄉永安村永安路237號
鳳芷軒
台東縣鹿野鄉瑞隆村瑞景路一段227號
晨光童化民宿
台東縣鹿野鄉瑞源村佑民路19號
JJ的家
台東縣鹿野鄉瑞源村富源路133號
懶人居
台東縣鹿野鄉龍田村光榮路588號
宏淇庭園民宿
台東縣鹿野鄉龍田村光榮路58號
幸福の小鎮
台東縣關山鎮大安路3號
巴灣民宿
台東縣關山鎮信義路5號
夠用就好背包客棧。Just Enough backpackers
台東縣關山鎮和平路127號
白雲民宿
台東縣關山鎮新福里48-6號
台東關山藝間馨房民宿
台東縣關山鎮新福里順興15-6號
池上秘密基地 Secret Base B&B
台東縣池上鄉中山路189號
台東池上鄉居民宿
台東縣池上鄉忠孝路225號
池上田邊小屋
台東縣池上鄉信義路41號
池鄉雅築
台東縣池上鄉信義路41號
池上。有間房民宿
台東縣池上鄉信義路41 號 之 2 樓
台東池上-格格民宿
台東縣池上鄉新開園130號
池上鐵道驛站
臺東縣池上鄉福文村鐵花路4號
曬穀場手作坊
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316之1號

余家田園民宿
池上稻香村民宿
台東五行加民宿
台東池上番茄民宿
東河休閒農場民宿
鏍絲釘民宿
都蘭橘子舍背包客棧
發呆聽民宿
尚恩花島
嘎噹噹背包民宿
都蘭Ｘ小洋房
好的窩
都蘭私房景點民宿
Dulan LĪHÒ Inn(俚賀)
都蘭那界海景
台東來看大海海景民宿
大海新發現民宿
都歷水上屋
藍色101
丹堤斯特民宿
成功居家96民宿
慧智雅居
巴俄碧岸
巴漢漢民宿
種下幸福民宿 Farm Maison
三間屋野宿
台東長濱微風往事民宿
小阿姨野花民宿
界線 B&B
海灣會館
絲達爾民宿
三悅民宿
小安的家
RAINBOW綠島彩虹民宿
漁港11號民宿
阿飛與小蝴蝶
老井民宿
景美山莊
台東知本民宿.誠 概念館
台東知本溫泉天山民宿
初衷背包客棧
湘林山莊
花媽故鄉民宿
日月星旅棧~Relaxed
台東泰安海闊天空
碧峰山莊

台東縣池上鄉慶豐村1鄰3號
台東縣池上鄉慶豐村67-4號
台東縣池上鄉慶豐村7鄰77號
台東縣池上鄉學田村民權路6號
台東縣東河鄉北源村45鄰67號
台灣台東縣東河鄉北東河97號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都蘭146-2號
臺東縣東河鄉隆昌七里橋1-3號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7鄰那界40號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35鄰319號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225-26 號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17鄰37號
臺東縣東河鄉東河鄉都蘭村郡界82號
臺東縣東河鄉東河鄉都蘭102號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那界12號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那界那界5-2號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那界6-1號
台東縣成功鎮都歷路22-6號
台東縣成功鎮石傘路101號
臺東縣成功鎮信義里都歷路一之三十號
台東縣成功鎮三民里三民路96號
台東縣成功鎮信義里都歷路310-5號
臺東縣成功鎮八邊81號
台東縣成功鎮三民路56號
台東縣長濱鄉忠勇村上三崙3-7號
台東縣長濱鄉三間屋41-4號
台東縣長濱鄉三間村10鄰41-6號
台東縣長濱鄉長濱村26鄰濱海路178-3號
台東縣長濱鄉樟原村大峰峰11鄰11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漁港10-3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漁港2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漁港2-13號
台東縣綠島鄉中寮村138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161號
台東縣綠島鄉漁港11號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176之3號
台東縣卑南鄉龍泉路43巷12號
台東縣太麻里鄉北里村森川四區南路179號
台東縣卑南鄉龍泉路53巷5號
台東縣卑南鄉龍泉路44號
台東縣台東市建和二街92號
台東縣太麻里鄉北里村山棕寮1鄰11號
台東縣卑南鄉東興村東園三街26號
台東縣卑南鄉利民路1巷16號
台東縣卑南鄉泰安村泰安350-6號
台東縣鹿野鄉永安路125巷56弄19號

家物語b＆b
台東關山會館
東宇居民宿
陳仔豆漿&宿
豐禾日麗背包客hostel
想飛度假屋
長濱海邊小屋
祈福依山小築
美人歸民宿
小羊兒民宿
都蘭千美田園創意商行
霍克海灣(一館)
霍克海灣(二館)
台東蘋果紅了幸福民宿
阿觀的書窩
庭緣
台東綠生活民宿
小路彎彎民宿
台東馬嘎嘎七號招待所
羅密歐民宿-二館
Why hurry? Hostel
LIHO
東海岸海景渡假飯店
綠島 × 海猴子潛水旅宿
花路米輕旅背包客
綠島觀亭湖景觀民宿
都歷海灘民宿
綠島居福潛水
台東志航農莊
台東舞米山莊
池上田園別宿
山聆山依餐廳民宿
富岡休閒會館
都蘭小山丘
金樽衝浪民宿
暫停一下X民宿 Take a break B&B
山海人家居遊屋
換日線 Life Villa
2號房
台東放個假
東河有樂
Monkeyscafe @ 慢活東河
遇見綠野森林民宿
大新民宿
有人在家二館
都蘭日日好野 Wild Everyday

台東縣鹿野鄉永安村永安路 257巷2號
台東縣關山鎮順興18-6號
台東縣池上鄉中山路180號
台東縣池上鄉中西三路1號
台東縣池上鄉新生路182號
台東縣長濱鄉村 樟 原 1-3 號
台東縣長濱鄉長濱村4鄰12-17號
台東縣長濱鄉竹湖村南竹湖79-5 號
台東縣成功鎮石傘路115-16號
台東縣成功鎮中華路61號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46鄰新社31之7號
台東縣卑南鄉富山村11鄰168號
由一館轉介到二館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四段108號
臺東市長沙街206巷4號4樓
台東市正氣北路255巷31號
台東市中興路二段450巷11號
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二段450巷43號
台東縣台東市志航路一段639巷42弄7號
台東縣台東市中正路251巷1號
台東縣台東市廣東路106號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102號
台東縣成功鎮太平路52之1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51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49號
台東縣綠島鄉環島公路156-1號、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312號
台東縣成功鎮都歷路316號
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78-3號
台東縣台東市志航路二段224巷53號
台東縣東河鄉興隆46之3號
台東縣池上鄉福吉二街205號
臺東縣池上鄉大埔村陸安30號
台東市富岡街305號3樓
台東縣東河鄉興昌路36-1號
台東縣東河鄉金樽17號
台東縣東河鄉東河村北東河19鄰102號
台東縣長濱鄉忠勇村9鄰城子埔5-1號
臺東縣延平鄉台東縣延平鄉紅谷路119之6號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453號
台東市正氣路312巷6號2樓
台東縣東河鄉東河242號
台東縣東河鄉179號
台東縣成功鎮都歷路312-3號
台東縣卑南鄉龍過脈106-2號
台東縣卑南鄉利嘉路661巷35號
台東縣東河鄉445-18號

大俱來渡假小白屋
台灣台東縣長濱鄉三間村大俱來1之26號
池上/天上人間宿苑
台東縣池上鄉新生路169-7號
後山與狗(原輕奢風公寓)
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二段128號
千尋三合苑
台東市更生路479巷38號
MeiMeiHome夢幻花園民宿
台東縣東河鄉57之8號
《別有洞天》太空梭電梯星光民宿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588巷13號
OceanWay 青年旅舍
台東縣卑南鄉富山村漁場1號
好秋衝浪瑜伽工作室
台東縣成功鎮都歷路211號
池上滿悅藝術老宅
台東縣池上鄉萬安村魏厝6鄰8號
山山來池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路82號之5號
河河小平房 HoHo House
台東縣東河鄉興昌路36-1號
好宅184
台東縣東河鄉184號
飛魚衝浪民宿
台東縣東河鄉南東河199號
Long Stay-四季八里自然莊園
台東縣東河鄉舊廓14-2號
都蘭海角咖啡
台東縣東河鄉舊部路47鄰10-14號
打古啦愛度假小屋
台東縣長濱鄉黎頭針1-2號
禾丰文旅民宿
台東縣台東市興安路一段30號
耕堂背包客
臺東縣臺東市勝利街325 號3 樓
山海客居
台東縣長濱鄉65號
米努蓋鄉村民宿
台東縣成功鎮芝田路46-1號
黑沃森林舍 Monica's house
台東縣成功鎮都歷路277-30號
十四床背包客棧(原洛可可藍的櫥窗裡青年旅宿)
台東市博愛路 490 號
壹壹旅棧
台東市中華路三段202號
達雲閤
台東市光明路135號
正在思考名字的背包房
台東市新社一街11號
嘟嘟民宿
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2鄰16-2號
安朔石家莊民宿
臺東縣達仁鄉復興路136-10號
海願小屋民宿
臺東縣長濱鄉長光村長光199-1號
Setanta House隱好食
臺東縣東河鄉隆昌村七里橋17號
金樽衝浪小屋
臺東縣東河鄉金樽23號
台東知本星泉民宿
台東縣卑南鄉溫泉路120巷168之1號
deepairbnb
台東市大同路 4巷8號
小院子包棟民宿
台東市強國街382巷38號
然然蔓生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865巷22弄16號
農村人田墅民宿
台東市馬亨亨大道900巷185號
綠島南海民宿
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柴口168之1號
GreenIslandOceanrelier依海公寓
台東縣綠島鄉3鄰17號
台東奇泰民宿
台東縣鹿野鄉新源路310巷10號
台東紫金花園藝宿
台東縣鹿野鄉南二路592號
池上第一排民宿
台東縣池上鄉信義路41號
池鄉雅築
台東縣池上鄉信義路45號
儷池人文旅宿
台東縣池上鄉仁愛路292號
QQ3臥室渡假屋
台東市四維路三段13號8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