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間民宿任選一間做建模即可。 

※高度正常比例，一般樓層約為 3公尺，挑高樓層一層為 4公尺；請參賽者依照正常比例推算，不須完全精準！ 

※圖片僅供參考，參賽者也可上網搜尋建物圖片做為參考，不須特別前往現場拍攝，建模不需要百分之百精準，有些許落差並不會影響到審核！ 

附件三 :  建模資訊  

 

 

 

 

 

 

北部 民宿詳細資訊 

1. 簡單的幸福 地址：宜蘭縣五結鄉親河路 2 段 291 巷 51 弄 30 號 

電話：0928-543672．(03)960-5384 

傳真：(03)960-1842 

長：9.2(公尺/ｍ)、寬：19.3(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sh.elanbnb.com/about.asp 

圖片出處：
http://www.localking.com.tw/poi/poi_detail.aspx?poiid=Z3RJWVdIYjBxT0NlcjZadlc0UERDUT09 

2. 宜蘭-哈薩雅琪民宿  地址：266 宜蘭縣三星鄉大義村大義二路 248 號 

電話：0911 828 502 

長：16.3(公尺/m)、寬：11.1(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hasayaki.gogobnb.com/ 
圖片出處：  
http://boo2k.com/archives/21114/%E5%AE%9C%E8%98%AD%E4%B8%89%E6%98%9F%E8%A6%AA%E5

%AD%90%E4%BD%8F%E5%AE%BF%E6%8E%A8%E8%96%A6%E2%80%A7%E4%B8%89%E6%98%9F%E5

%93%88%E8%96%A9%E9%9B%85%E7%90%AA.html 

3. 九份蘭櫻居民宿 地址： 224 新北市瑞芳區汽車路 9-14 號 14 號 

電話：0983 704 466 

長：24.53(公尺/m)、寬： 10(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lanyinghome.okgo.tw/ 
圖片出處：  
http://mimg47.pixnet.net/blog/post/4975559-%E3%80%90%E6%97%85%E9%81%8A%E4%BD%8F%E5%AE%BF%E3%80%9

1%E4%B9%9D%E4%BB%BD%E8%98%AD%E6%AB%BB%E5%B1%85%E6%B0%91%E5%AE%BF%EF%BC%9A%E4%B9%BE%E6

%B7%A8%E8%88%92%E6%9C%8D%E7%9A%84%E5%AE%A2  

4. play hotel 地址： 261 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二段 106 號 

電話：03 978 0056 

長：9.9(公尺/m)、寬：21.7(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playhotel.com.tw/ 

圖片出處： http://alexccc0120.pixnet.net/album/photo/528642853 

5. 金山劉住春天(原宿)溫泉民宿 地址： 208 新北市金山區名流路 10 巷 11 號 

電話：0955 937 226 

長：15.6(公尺/m)、寬：15.5(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yuansu.okgo.tw/ 

圖片出處： http://mmweb.tw/87452 



※20間民宿任選一間做建模即可。 

※高度正常比例，一般樓層約為 3公尺，挑高樓層一層為 4公尺；請參賽者依照正常比例推算，不須完全精準！ 

※圖片僅供參考，參賽者也可上網搜尋建物圖片做為參考，不須特別前往現場拍攝，建模不需要百分之百精準，有些許落差並不會影響到審核！ 

 

 

 

 

 

 

 

 

6. 蕾米斯莊園   地址：宜蘭縣．蘇澳鎮存仁里大業路 56 號 

電話：0988-124000 王先生 

長：19.3(公尺/m)、寬：24(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remis.yilanbnb.tw/about.htm 

圖片出處： 
http://jan098142.pixnet.net/blog/post/26698680-%E3%80%90%E5%AE%9C%E8%98%AD%E3%80%91%E

9%9B%B7%E7%B1%B3%E6%96%AF%E8%8E%8A%E5%9C%92%E6%B0%91%E5%AE%BF 

7. 悅綠墅民宿 地址： 264 宜蘭縣員山鄉惠民路 380 號 

電話：03 922 0000 

長：10(公尺/m)、寬：29.2(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aleexvilla.com/about.php 
圖片出處： 
http://cline1413.pixnet.net/blog/post/386022017-%E2%96%8C%E5%AE%9C%E8%98%AD%E6%B0%91%E

5%AE%BF%E2%96%8C%E8%A9%A2%E5%95%8F%E5%BA%A6%E8%B6%85%E9%AB%98!-%E5%A5%B3%

E5%AD%A9%E5%80%91%E5%B0%96%E5%8F%AB%E7%9A%84%E6%B5%AA%E6%BC%AB 

8. 傳藝渡假會館 
地址： 268 宜蘭縣五結鄉大眾路 33-59 號 

電話：03 960 6676 

長：21.5(公尺/m)、寬：18.9(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artsvilla.tw/ 
圖片出處：  
http://cline1413.pixnet.net/blog/post/386022017-%E2%96%8C%E5%AE%9C%E8%98%AD%E6%B0%91%E

5%AE%BF%E2%96%8C%E8%A9%A2%E5%95%8F%E5%BA%A6%E8%B6%85%E9%AB%98!-%E5%A5%B3%

E5%AD%A9%E5%80%91%E5%B0%96%E5%8F%AB%E7%9A%84%E6%B5%AA%E6%BC%AB 

9. 天方夜譚 地址： 224 台北縣瑞芳鎮汽車路 88 號 

電話：02 2496 0055 

長：13(公尺/m)、寬：17(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arabian-night.com/ 

圖片出處： http://www.arabian-night.com/ 

10. 金普敦鄉村悠活別墅 
地址：269 宜蘭縣冬山鄉鹿埔路 460 巷 122 號 

電話：0930 242 638 

長：16.3(公尺/m)、寬：35.3(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kimptonbnb.com/ 

圖片出處：http://yilan.fun-taiwan.com/HouseDetailView.aspx?hid=001-860 



※20間民宿任選一間做建模即可。 

※高度正常比例，一般樓層約為 3公尺，挑高樓層一層為 4公尺；請參賽者依照正常比例推算，不須完全精準！ 

※圖片僅供參考，參賽者也可上網搜尋建物圖片做為參考，不須特別前往現場拍攝，建模不需要百分之百精準，有些許落差並不會影響到審核！ 

中部 地址資訊 

11. 熊麋鹿了幸福手作民宿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巷 5 之 8 號 

電話：049-2919797  手機：0952-450226 

長：27.2(公尺/m)、寬：21(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bear.okgo.tw/ 

圖片出處：
http://nini710.pixnet.net/blog/post/43302496-%E5%9F%94%E9%87%8C%E6%B0%91%E5%AE%BF~%E7%8

6%8A%E9%BA%8B%E9%B9%BF%E4%BA%86%E5%B9%B8%E7%A6%8F%E6%89%8B%E4%BD%9C%E6%B0

%91%E5%AE%BF-%E6%97%A5%E7%B3%BB%E9%9B%9C%E8%B2%A8%E9%A2%A8 

12. 秘密花園民宿 

地址： 55542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村瓊文巷 39 號 

電話：0978 010 372 

長：16(公尺/m)、寬：17(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smsecretgarden.com/ 

13. 慕哲哈比屋 地址： 367 苗栗縣三義鄉重河路 324-12 號 

電話：03 787 2935 

長：11.2(公尺/m)、寬：20.6(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maison-philo.emmm.tw/ 

圖片出處：http://miaoli.fun-taiwan.com/HouseDetailView.aspx?hid=004-172 

14. 月牙莊休閒渡假山莊 地址： 545 南投縣埔里鎮中心路 26-3 號 

電話：04 9290 6638 

長：23.3(公尺/m)、寬：24.1(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yue-ya.com.tw/ 

圖片出處：https://www.walkerland.com.tw/article/view/64191 

15. 清境森之戀民宿 地址： 546 南投縣仁愛鄉博望巷 9-7 號 

電話：04 9280 2582 

長：33.5(公尺/m)、寬：45.6(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senlove.tw/ 

圖片出處：http://www.cingjing.com.tw/sub/hotelview.asp?hno=198 

 

 

 

 

 

 

 

 

 

 

 



※20間民宿任選一間做建模即可。 

※高度正常比例，一般樓層約為 3公尺，挑高樓層一層為 4公尺；請參賽者依照正常比例推算，不須完全精準！ 

※圖片僅供參考，參賽者也可上網搜尋建物圖片做為參考，不須特別前往現場拍攝，建模不需要百分之百精準，有些許落差並不會影響到審核！ 

南部 地址資訊 

16. 墾丁新芽民宿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大埔路 48 號 

電話：08 889 9127 

長： 43.1(公尺/m)、寬：33.7(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siya.eminsu.com/ 

圖片出處：https://pic.gomaji.com/stores/600/50600/50600_1_r.jpg 

17. 岩手旅店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678 號 

電話：08 885 1360 

長： 15.1(公尺/m)、寬：18.8(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rockhand.okgo.tw/ 

圖片出處：http://www.tourmap.tw/blog/4076 

18. 美好墾丁旅閣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846 巷 70 號 

電話：08 885 1317 

長： 16.8(公尺/m)、寬：20.2(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ktwonderful-iin.com/ 

圖片出處：http://kenting.fun-taiwan.com/HouseDetailView.aspx?hid=007-I344 

19. a&l 戀灣旅棧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電話：08 885 1301 

長： 6.6(公尺/m)、寬：16.2(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 http://al.okgo.tw/ 

圖片出處：http://pt.okgo.tw/shop/9219.html 

20. 墾丁夏奇拉樂活旅店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仁愛巷 36 號 

電話：08 888 0555 

長： 39.4(公尺/m)、寬：72.9(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 http://www.ikenting.tw/shakira/ 

圖片出處：http://www.17life.com/9668f144-94a0-4782-8317-ab48095167f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