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賦稅署提供具有稅籍登記之露營場資訊
（扣除不符合森林法.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等其他機關轄管法規規定者）
編號

地區

名稱

1

台北市 菁山遊憩區-台北市士林區菁山路101巷71弄16號

2

台北市 華中露營場-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底華中河濱公園左區

3

新北市 十三層營地-新北市雙溪區武丹坑段武丹坑小段３２－１１地號等３筆

4

新北市 十分自然露營區-新北市平溪區十分寮段月桃寮小段１３８地號等６筆

5

新北市 山間小露露營區-新北市雙溪區三叉坑段三叉坑小段８２之１地號等２筆

6

新北市 松溪園露營農莊-新北市雙溪區新基北街１９巷２０號（１樓）

7

新北市 烏山６２號農場-新北市雙溪區雙溪區虎豹潭段６５地號等２筆

8

新北市 張家莊渡假村-新北市雙溪區烏山段灣潭小段２６﹒２７﹒２７之１﹒２７之２地號

9

新北市 新北市八里文化公園露營區-新北市八里區挖子尾１５２－１號對面（文化公園旁）

10 新北市 龍門露營度假基地(龍門露營區)-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興隆路１００號１樓
11 桃園市 拉拉山芘雅尚露營區-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巴陵段１０５０地號
12 桃園市 溪口台夢工坊-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００４鄰溪口台４６之２１號１樓
13 苗栗縣 ＵＰ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南洗水段、地號
14 苗栗縣 ㄠ嶩民宿 -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梅園號
15 苗栗縣 ㄠ嶩露營 -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梅園段０－００００地號
16 苗栗縣 二本松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梅園段００－０００地號
17 苗栗縣 力新小築-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東江００號
18 苗栗縣 三義龍騰山莊 -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草排號樓
19 苗栗縣 上雲端露營區 -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村仁隆號
20 苗栗縣 大坪左岸露營區 - 苗栗縣獅潭鄉百壽村大坪號
21 苗栗縣 小份美露營企業社-苗栗縣三灣鄉內灣村小份美２０－１號
22 苗栗縣 山上的家 - 苗栗縣銅鑼鄉盛隆村盛隆65-1號
23 苗栗縣 山水居 -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內雙坑－號
24 苗栗縣 山田休閒農場-苗栗縣南庄鄉田美村田美６６－１號
25 苗栗縣 山居營地 -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清安段０－０００地號
26 苗栗縣 山居蘭園民宿-苗栗縣南庄鄉南富村四灣之號
27 苗栗縣 川林露營休閒園區 -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村士林段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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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苗栗縣 五鄰休閒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29 苗栗縣 友田坊營地 -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南洗水段０－００００地號
30 苗栗縣 友泰民宿館 -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圓墩―號
31 苗栗縣 天藍露營區 - 苗栗縣大湖鄉武榮村武榮―０號
32 苗栗縣 太湖民宿 -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草崠號
33 苗栗縣 日杉林露營區-苗栗縣頭份市興隆里鄰興隆路一段號
34 苗栗縣 比浩民宿 -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村馬那邦―號
35 苗栗縣 加里山民宿停車場-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鹿場一０號
36 苗栗縣 古道秘境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段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37 苗栗縣 司馬限０度景觀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中興村細道邦段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38 苗栗縣 司馬限山嵐景觀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中興村細道邦段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39 苗栗縣 四方牧場休憩小站-苗栗縣竹南鎮崎頂里鄰東崎頂－號
40 苗栗縣 布耶特景觀營地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地號
41 苗栗縣 永興民宿 -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里地號－﹒－﹒－﹒－
42 苗栗縣 玉荷園-苗栗縣南庄鄉東村中正路２４２號
43 苗栗縣 石水坊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清安段８２６－１地號
44 苗栗縣 石濤園 - 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石峎號
45 苗栗縣 印象泰雅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象鼻小段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46 苗栗縣 好地方露營烤肉區-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鄰―號旁邊
47 苗栗縣 好自在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０－００００地號
48 苗栗縣 如意園民宿 -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里福興－號
49 苗栗縣 宇庭客棧 -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里南和―號
50 苗栗縣 宇淳戶外樂活有限公司三灣營業所-苗栗縣三灣鄉北埔村２７號
51 苗栗縣 江女兒情休閒農莊 -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村蘇魯―號
52 苗栗縣 竹林仙境 -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新英９５號１樓
53 苗栗縣 老古董民宿 -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洗水坑１４１－２號
54 苗栗縣 吳老爹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南洗水段、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55 苗栗縣 邦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縣三灣鄉頂寮村竹湖８－６號
56 苗栗縣 里京舘-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里金舘號
57 苗栗縣 亞哇斯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八卦村號
58 苗栗縣 侑橘休閒農園-苗栗縣三灣鄉永和村北坑２巷１２―１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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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苗栗縣 依杉林實業社 - 苗栗縣三義鄉双潭村雙連潭０號樓
60 苗栗縣 咖啦灣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圓墩段０－００００地號
61 苗栗縣 奇珊谷露營區 - 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村北河段７７、７９、５０８地號
62 苗栗縣 東里家風民宿 - 苗栗縣苑裡鎮苑坑里號
63 苗栗縣 松濤田園咖啡館-苗栗縣南庄鄉田美村四灣９０之１號
64 苗栗縣 欣園民宿 - 苗栗縣通霄鎮內島里內島１６－７號
65 苗栗縣 武嵐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段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66 苗栗縣 河岸星空露營區-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０鄰南江街號,南庄鄉南江村小東河14鄰8-1號
67 苗栗縣 河濱露營區 - 苗栗縣銅鑼鄉竹森村竹森－號
68 苗栗縣 知泉休閒農場-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紅毛舘號
69 苗栗縣 知禧露營商行 - 苗栗縣大湖鄉武榮村坑美寮－０號
70 苗栗縣 芬享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０－０００地號
71 苗栗縣 金滿山露營山莊 - 苗栗縣公館鄉仁安村仁安２１９－１號附近
72 苗栗縣 南山傳奇-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北獅里興段北獅里興小段１地號
73 苗栗縣 南庄世外桃源休閒農場-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紅毛舘號
74 苗栗縣 南灣蹓蹓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75 苗栗縣 城香休閒農場 - 苗栗縣通霄鎮城北里―號
76 苗栗縣 思穀汗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中興村細道邦段０－００００地號
77 苗栗縣 春友庭園民宿-苗栗縣南庄鄉東村１７鄰南庄１１１號
78 苗栗縣 洗水山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洗水坑號
79 苗栗縣 洗水山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清安段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80 苗栗縣 眉山居-苗栗縣南庄鄉田美村１０６號
81 苗栗縣 虹杉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０－０００地號
82 苗栗縣 香格里拉農牧花卉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縣造橋鄉豐湖村乳姑山一號
83 苗栗縣 峯州小木屋 -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龍騰―號
84 苗栗縣 徐家大院露營區 - 苗栗縣西湖鄉下埔村中埔―號
85 苗栗縣 桂花園-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鄰東江－號,南庄鄉南江村5鄰73-7號
86 苗栗縣 桂橘園民宿 - 苗栗縣獅潭鄉永興村永興－號
87 苗栗縣 桐莊民宿 - 苗栗縣公館鄉福德村福德３５－１２號
88 苗栗縣 烏嘎彥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０地號
89 苗栗縣 神棹仙境民宿-苗栗縣三灣鄉大河村神棹山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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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苗栗縣 神農科技休閒農場-苗栗縣三灣鄉內灣村小份美號
91 苗栗縣 高腳屋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段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92 苗栗縣 高熊卡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０－００００地號
93 苗栗縣 彩雲露螢谷露營區 - 苗栗縣大湖鄉武榮村大興榮段０－０號（坑美寮號）
94 苗栗縣 悠瑪的家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０－００００地號
95 苗栗縣 梨舍橘園休閒農場-苗栗縣三灣鄉內灣村龍峎頂５－１７號
96 苗栗縣 魚藤坪工作坊 -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外庄號
97 苗栗縣 湯神民宿 -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大窩－０號
98 苗栗縣 跋阿諾乎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梅園段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99 苗栗縣 逸安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０地號
100 苗栗縣 逸香園 - 苗栗縣卓蘭鎮坪林里大坪林段－地號,苗栗縣卓蘭鎮坪林里8鄰87號
101 苗栗縣 逸視界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地號
102 苗栗縣 雲朵朵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腦寮庄號
103 苗栗縣 雲端景觀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中興村細道邦段０００－００００地號
104 苗栗縣 黃石山莊 - 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崩山下號
105 苗栗縣 黃熊部落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０－００００地號
106 苗栗縣 微時光露營園區 - 苗栗縣頭屋鄉獅潭村外獅潭段－地號
107 苗栗縣 慈夢柔民宿 -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八寮灣－０號
108 苗栗縣 新竹林區管理處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 -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觀霧１－３號
109 苗栗縣 達拉崗民宿 -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象鼻號
110 苗栗縣 達拉灣民宿 -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村馬那邦－號
111 苗栗縣 碧絡角農場-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橫屏背鄰號
112 苗栗縣 福田瓦舍 -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龍騰號
113 苗栗縣 福軒養生館 - 苗栗縣三義鄉双潭村雙連潭號
114 苗栗縣 綠野雲仙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地號
115 苗栗縣 蓉櫻農場-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福南號
116 苗栗縣 鳳櫻碧山莊-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四十二份－號
117 苗栗縣 撒力達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麻必浩段、地號
118 苗栗縣 撒萬露營區-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北獅里興段北獅里興小段０地號
119 苗栗縣 樹語星晴 - 苗栗縣公館鄉福星村福星２２７－３號（旁）

第4頁

120 苗栗縣 蕉埔露營區 - 苗栗縣苑裡鎮蕉埔里芎蕉坑段
121 苗栗縣 簡福相 -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地號
122 苗栗縣 豐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苗栗辦事處 -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里南和－號
123 苗栗縣 耀婆山露營區 -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南洗水段地號
124 苗栗縣 蘿菈松靜露營區-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０鄰石壁號,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21鄰石壁22號
125 台中市 Ｐａｙａｓの家露營區-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１段裡冷巷２６號
126 台中市 大雪山喜樂之地露營區-台中市東勢區隆興里東坑路９７８－６號
127 台中市 中華客家土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三段3-9號
128 台中市 四分之三露營區
129 台中市 瓦浪休閒農園-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１段台電巷１２４－５號
130 台中市 白毛台山居歲月露營區-台中市新社區福興里福民３－５號
131 台中市 石苓湖七里香森林
132 台中市 岑園露營區-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谷關段５９地號上之建物（東關路１段台電巷１２４之６號）
133 台中市 沐心泉休閒農場
134 台中市 那個屋露營區－台中市霧峰區桐林里中坑巷９２號
135 台中市 佳園民宿-台中市新社區協成里協中街８９－號
136 台中市 松滋露營區-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一段松鶴三巷５８－１２號
137 台中市 哈露米露營區-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１段４３０號
138 台中市 星月大地休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蘭花室營業所-台中市后+B48:B500里-月眉里月眉北路４８６號
139 台中市 洪爺爺茶園-台中市外埔區水頭二路18號.
140 台中市 流星花園農場：台中市豐原區南嵩里水源路坪頂巷８號
141 台中市 峰星休閒行－台中市霧峰區萊園里１１鄰仁德巷５－１號
142 台中市 恩地生態園區-台中市新社區馬力埔段地號０３９－００００號
143 台中市 海陸空休閒農場-台中市大甲區順帆路121巷16-5號
144 台中市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附設沙發后花園-台中市后里區泰安里福興路59-8號
145 台中市 馬告的傳奇店-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段裡冷巷５－８號
146 台中市 馬崙山Ｓ．Ｋ．Ｙ露營區-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一段台電巷３３號
147 台中市 高巢森活露營區－台中市太平區東汴里山田路２１８號１樓
148 台中市 情人谷民宿：台中市豐原區東陽里東陽路清谷巷１號
149 台中市 梅花園有限公司-台中市新社區協成里鄰南華街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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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台中市 嵐山驛站-台中市新社區中和里中興街７－６號
151 台中市 菘畫居會館-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一段裡冷巷１５－７號
152 台中市 陽光樂活飲食店-台中市北屯區民德里東山路２段１８８號
153 台中市 裡冷熊爸營地-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１段裡冷巷５３之３號
154 台中市 達娜萊露營區-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一段松鶴三巷６９號
155 台中市 鳳凰山觀光農園-台中市后里區仁里里４鄰圳寮路４７巷７號
156 台中市 德芙蘭園藝行-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一段３６０－５號
157 台中市 德芙蘭露營區-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一段３５９號
158 台中市 歐賓民宿-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一段十文巷１７號
159 台中市 輝鴻育樂有限公司-台中市北屯區和平里東山路１段４５９號
160 台中市 橘祥合院商行-台中市后里區仁里里圳寮路５號１樓
161 台中市 磨仔墩簡樸農場－台中市太平區頭汴里長龍路２段２２號
162 台中市 臻愛小山－台中市太平區大興里大興２２街５５號後方
163 台中市 親泉農產企業社-台中市豐原區北陽里南陽路綠山巷１５０弄２號１樓
164 台中市 頭櫃山露營區-台中市新社區福興里永櫃-號
165 台中市 雙香露營區-台中市和平區自由里東崎路二段19-25號
166 台中市 櫻花鳥森林休閒餐廳-台中市新社區協成里７鄰協中街６號
167 彰化縣 二林中科露營農場-彰化縣二林鎮東勢里東勢段1015地號
168 彰化縣 日華育樂事業有限公司-彰化縣花壇鄉灣雅村三芬路360號
169 彰化縣 沐卉親子農場-彰化縣溪湖鎮崙子腳路5之22號
170 南投縣 To Me 桃米生態露營區-埔里鎮桃米里種瓜路66-1號
171 南投縣 一家人露營區-仁愛鄉大同村信義巷30-6號
172 南投縣 七口灶休閒農場-草屯鎮坪頂里股坑巷１３－８８號
173 南投縣 七里山瑭民宿-埔里鎮鯉魚路23號
174 南投縣 九丁榕露營區-埔里鎮東潤路57-18號
175 南投縣 二崁頂露營-寮鄉清水村頂坑巷５－５號
176 南投縣 三育基督學院-魚池鄉瓊文巷39號
177 南投縣 三乘山露營區-草屯鎮三層巷50號
178 南投縣 千甲農莊香草叢林-國姓鄉大石村昌榮巷1-1號
179 南投縣 小太陽景觀木屋-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79號
180 南投縣 小半天休閒露營園區-南投縣鹿谷鄉竹豐村小半天段２７８－１０地號
第6頁

181 南投縣 小野柳滑草場休閒村莊-國姓鄉乾溝村中西巷6-2號
182 南投縣 山上的茶樹-草屯鎮雙冬里雙冬段雙冬小段０８２３－００１４地號
183 南投縣 山逸園休閒渡假有限公司-南投縣鹿谷鄉初鄉村中正路三段651巷56號
184 南投縣 山福情森露營區-魚池鄉五城村華龍巷43-3號
185 南投縣 中坑瀑布自然生態區-埔里鎮麒麟里武界路51-3號
186 南投縣 天時農莊-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１１１之３號
187 南投縣 心花露Ｆｕｎ露營區-中寮鄉清水村先驅段１５８１－００００、１５８１－０００１地號
188 南投縣 日月山莊休閒農場-魚池鄉魚池街443-36號
189 南投縣 水中月民宿咖啡露營區-國姓鄉長北路117號
190 南投縣 水秀農場露營區-國姓鄉長北路61號前
191 南投縣 水岸松林農場-國姓鄉北圳巷30-8號
192 南投縣 水鄉山岳民宿-水里鄉新城村００８鄰金龍路８巷１８號
193 南投縣 牛角坑農場-南投市東山里東山巷３４號
194 南投縣 仙徠山莊-國姓鄉長豐村東二巷71號
195 南投縣 北港溪沙八渡假村-國姓鄉北港村北原路34-1號
196 南投縣 石盤阬生態營地-南投縣竹山鎮延和里大和街２２０號１樓
197 南投縣 合興休閒營區-魚池鄉五城村華龍巷73-1號
198 南投縣 合歡仙境民宿露營區-仁愛鄉大同村介壽巷40號
199 南投縣 江澤休閒民宿-南投縣竹山鎮下坪里下坪路199號
200 南投縣 百勝村咖啡莊園-國姓鄉北港村國姓路87-9號
201 南投縣 老茶緣露營場-南投縣竹山鎮延山里瑞山段９０１地號
202 南投縣 伴天聊露營區-仁愛鄉新生村眉原段０１５１－００００地號
203 南投縣 住在玉山園露營區-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１７號
204 南投縣 車店子農產行-南投縣竹山鎮德興里圳頭巷1-30號
205 南投縣 那卡斯營地-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８０－５號
206 南投縣 居大雁-魚池鄉大雁村大雁巷39號
207 南投縣 明谷露營區-南投縣鹿谷鄉新內湖段１６６地號
208 南投縣 東湖露營區-南投縣鹿谷鄉永隆村堀邊巷1-36號
209 南投縣 松香雅筑-埔里鎮內埔路15-7號
210 南投縣 欣隆休閒農場-草屯鎮南埔里青宅巷３５－２１號
211 南投縣 武界台興茶園-仁愛鄉法治村茶園巷1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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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南投縣 武界雲頂露營天地-仁愛鄉法治村茶園巷17-1號
213 南投縣 波斯園露營區-南投縣鹿谷鄉永隆村堀邊巷1-27號
214 南投縣 波露克爾咖啡露營棧-仁愛鄉親愛村大安路107號
215 南投縣 社團法人南投縣社區家庭支援協會-南投縣竹山鎮桂林里中山路1-61號
216 南投縣 空中邊境-南投縣竹山鎮田子里大林巷16-50號
217 南投縣 虎嘯山莊-埔里鎮中山路一段433巷100-1號
218 南投縣 采荷莊民宿-水里鄉頂崁村硘窯路３５巷７號
219 南投縣 金青松露營區-國姓鄉北圳巷26-3號
220 南投縣 長城高山休閒農莊-信義鄉雙龍村光復巷８９－６號
221 南投縣 阿蓮娜多肉植物主題花園-埔里鎮西安路二段一巷30號
222 南投縣 青天樂活露營區-仁愛鄉法治村界山巷6-1號
223 南投縣 南田牧野家坊-名間鄉大坑村藍口巷２０號
224 南投縣 南投大衛營商行-草屯鎮富寮里富德街６６巷７５號
225 南投縣 咿喲ㄟ故鄉-埔里鎮成功里種瓜路126-1號
226 南投縣 星野小路營區 wild star camp-魚池鄉武登村協力巷8-8號
227 南投縣 活盆地觀景民宿-魚池鄉頭社村平和巷106-1號
228 南投縣 酋長茅蘆露營區-仁愛鄉精英村榮華巷50號
229 南投縣 香菇寮小吃露營-魚池鄉五城村華龍巷41-2號
230 南投縣 原夢觀光農園-仁愛鄉南豐村松原巷80號
231 南投縣 桂花庭藝術生態營地-埔里鎮隆生路111巷99-1號
232 南投縣 桃米山生態露營區-埔里鎮桃米里種瓜路52-2號
233 南投縣 泰雅渡假村-國姓鄉北港村北原路56-2號
234 南投縣 海豚星露營區-中寮鄉和興村先驅段３５４２、３５４４、３５４６地號上
235 南投縣 神仙島露營區-國姓鄉北港村北原路58-9號
236 南投縣 草湳濕地農場-埔里鎮桃米里種瓜路44號
237 南投縣 高峰農場-國姓鄉南港村長石巷42-9號
238 南投縣 唯樂露營區-南投縣魚池鄉武登村協力巷１１－１號旁
239 南投縣 彩虹露營區-仁愛鄉大同村信義巷39-2號
240 南投縣 梅之林休閒渡假山莊-國姓鄉北港村北原路34-2號
241 南投縣 梅庄休閒渡假中心-國姓鄉北港村長北路46號
242 南投縣 梢楠園-魚池鄉五城村華龍巷3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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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南投縣 清翠露營園區-仁愛鄉大同村信義巷３８附２號
244 南投縣 畢瓦客-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３６１－３號
245 南投縣 連興露營區-國姓鄉南港村鳳鳴巷39號
246 南投縣 魚雅筑渡假村-魚池鄉五城村華龍巷56-2號
247 南投縣 麥凡諾休閒事業有限公司-集集鎮隘寮里隘埔巷11-2
248 南投縣 喬園渡假山莊-國姓鄉南港路鳳鳴巷4-2號
249 南投縣 幾米泉露營山莊-草屯鎮雙冬里雙龍巷５－２０號
250 南投縣 森呼吸肖楠營地中寮營業所-中寮鄉和興村永樂路２０１號
251 南投縣 逸和園生機露營生態民宿-國姓鄉大旗村福旗巷59號
252 南投縣 雲風箏自然手感露營農場-埔里鎮桃米里水上巷35-1號
253 南投縣 雲峯景觀莊園-中寮鄉清水村瀧林巷３５－１３號
254 南投縣 雲夢茗園-仁愛鄉法治村茶園巷1-1號
255 南投縣 雲窩森林露營區-仁愛鄉法治村界山巷4號
256 南投縣 黃金綠葉花園餐廳-草屯鎮御史里玉屏路１８０―２１號
257 南投縣 塔古斯露營區-信義鄉望美村望和巷３９―１號
258 南投縣 溪頭老爺山莊-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興產路76-15號
259 南投縣 聖愛營地-魚池鄉日月潭中正路261-10號
260 南投縣 漢光樓-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森林巷12號
261 南投縣 瑪兒屋營地羅娜營業所，信義鄉羅娜村信筆巷１７０－５號
262 南投縣 瑪莉溫泉休閒農莊-仁愛鄉春陽村虎門巷100號
263 南投縣 翠峰露營區-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235號
264 南投縣 鳳凰渡假山莊民宿-南投縣鹿谷鄉鳳凰村田底巷10-30號
265 南投縣 嫻安軒觀星民宿-埔里鎮桃米里種瓜路33-6號
266 南投縣 樹寄屋籬景觀民宿-草屯鎮富頂路股坑巷22-31號
267 南投縣 親手窯茶莊營地-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2-28號
268 南投縣 諾亞方舟野地露營區-仁愛鄉大同村信義巷30-6號
269 南投縣 龍之泉休閒露營區-魚池鄉大林村華山巷16號
270 南投縣 龍坑農場親子露營區-埔里鎮福興里福長路236號
271 南投縣 龍泉營地-南投縣埔里鎮麒麟里武界路２８－１０號
272 南投縣 賽德克公主之熊本部親子露營區-埔里鎮鯉魚路22-8號
273 南投縣 賽德克公主美食文化露營區-仁愛鄉南豐村松原巷7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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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南投縣 蟬說雅築有限公司-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３０號
275 南投縣 顏氏牧場-埔里鎮桃米里水上巷28號
276 南投縣 藝之森有限公司-水里鄉頂崁村水信路１段４５１巷３６號
277 南投縣 櫻花村民宿-仁愛鄉春陽村虎門巷54-1號
278 南投縣 露・山曉-南投縣鹿谷鄉竹林村愛鄉路98-16號
279 南投縣 鶴里翁露營區-中寮鄉龍岩村龍南路１５１－２０號
280 南投縣 聽瀑營地-埔里鎮麒麟里武界路水頭段1005-51
281 南投縣 灥流露營區-仁愛鄉大同村台１４Ｋ甲線２公里處
282 雲林縣 大禾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斗六市十三南路55-2號
283 雲林縣 石壁大旅社股份有限公司(97625207) 雲林縣古坑鄉石壁75-1號
284 雲林縣 秀嶺庭園咖啡-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松林85號
285 雲林縣 佳南美地咖啡莊園-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祥雲寺旁
286 雲林縣 林內農庄-雲林縣林內鄉林中村長安路49-8號
287 雲林縣 紅螞蟻生態世界-雲林縣斗六市湖山里檨林路73-1號
288 雲林縣 湖光山民舍-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大湖口1-22號
289 雲林縣 愷心露營區-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大湖口60-25號
290 雲林縣 德園莊商行-雲林縣古坑鄉朝陽路2-105號旁
291 雲林縣 櫻園休閒農場-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22號左邊
292 嘉義縣 半天岩 10 號露營區-嘉義縣番路鄉民和村半天岩10號
293 嘉義縣 岩仔腳休閒露營區-嘉義縣番路鄉民和村3鄰岩仔腳16-6號
294 嘉義縣 金桔農莊-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38號
295 嘉義縣 童年綠野渡假村-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下坑51號
296 嘉義縣 跳跳生態農場-嘉義縣大埔鄉西興村菜瓜坪1號
297 嘉義縣 築夢森居-嘉義縣中埔鄉深坑村002鄰內灣2號
298 嘉義縣 龍銀山露營區-嘉義縣番路鄉公田村巃頭17-19號
299 嘉義縣 蘭后渡假民宿-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1鄰11號
300 台南市 一家園農場732台南市關嶺里關子嶺98-1號
301 台南市 十鼓文化村-台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二段326號
302 台南市 王老爹的開心農場-台南市安南區四草大道686巷1弄1號
303 台南市 台南鴨莊休閒農場-台南市官田區渡頭里29鄰三塊厝178之1號
304 台南市 四草舟屋-台南市安南區四草大道6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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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台南市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台南市柳營區旭山里60號
306 台南市 旭陽農場-台南市官田區社子里社子67-1號
307 台南市 秀山園民宿-台南市玉井區三埔里83-2號
308 台南市 走馬瀨農場-台南市大內區二溪里唭子瓦60號
309 台南市 虎頭埤風景區-台南市新化區中興路42巷36號
310 台南市 星光田園-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路四段120巷81號
311 台南市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台南市官田區嘉南里68-2號)
312 台南市 烏樹林露營區-台南市後壁區烏樹村184號
313 台南市 鹿兒島親子露營園區-台南市左鎮區榮和里菜寮148-1號
314 台南市 曾文青年活動中心-台南市楠西區密枝里70-1號
315 台南市 黑糖農莊台南市南化區關山里西阿里關100號
316 台南市 微風山谷民宿-台南市南化區北平里72-1號
317 台南市 綠果子 Cafe 手工窯烤-台南市楠西區照興里興北122號
318 台南市 德元埤荷蘭村-台南市柳營區神農里17鄰新厝100號
319 台南市 龍目井農場-台南市玉井區豐里里141-5號
320 台南市 龜丹休閒體驗農園-台南市楠西區龜丹里59-6號
321 台南市 雙春濱海遊憩區-台南市北門區雙春73-11號
322 台南市 關子嶺開心休閒農場-台南市白河區關嶺里8鄰南寮19-16號
323 屏東縣 LB 舞浪園露營區-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95-6號
324 屏東縣 九大露營區-屏東縣牡丹鄉旭海路1-16號
325 屏東縣 大梅親水休閒農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大梅路62號
326 屏東縣 大路觀主題樂園-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中正路188
327 屏東縣 左岸民宿露營區-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1-3號
328 屏東縣 石牛溪農場-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石牛巷1-1號
329 屏東縣 君伯園露營區-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旭海路99-1號
330 屏東縣 沙瑪基露營度假區(小琉球)-屏東縣琉球鄉杉福村1鄰美人路１號
331 屏東縣 河畔露營區-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大梅路29-5號
332 屏東縣 青洲濱海遊憩區-屏東縣東港鎮大潭里鵬灣大道二段1號
333 屏東縣 南方驛站小希臘-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莿桐路1-6號
334 屏東縣 原始林露營區-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238-2號
335 屏東縣 根源農場民宿-屏東縣恆春鎮省北路二段5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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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屏東縣 桃花園-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1鄰崑山巷16號
337 屏東縣 神山冒煙屋-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3鄰神山巷38號
338 屏東縣 粑鳩璐農場-屏東縣獅子鄉丹路2巷4號
339 屏東縣 悠客驛境露營區-屏東縣車城鄉統埔路23-1號
340 屏東縣 涼山露營區-屏東縣瑪家鄉涼山村涼山14-20號
341 屏東縣 華園鄉村民宿露營區-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大梅路1-7號
342 屏東縣 傻瓜天堂海景咖啡-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嘉和172-6號
343 屏東縣 碧連天農場帳布屋-屏東縣滿州鄉響林村福田路29巷100號
344 屏東縣 欖仁河堤休閒農莊-屏東縣滿州鄉響林村福德路2-2號
345 高雄市 卜谷嵐自然生態農園露營區-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瑪雅段746地號
346 高雄市 山水炎民宿-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尾庄55之2號
347 高雄市 天闊日式溫泉會舘-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新開62之28號1樓
348 高雄市 巴尼蓋休閒農莊民宿-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平和巷202號
349 高雄市 竹亮山莊-高雄市內門區內南里竹戈寮8之3號
350 高雄市 姊妹的家露營區-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達卡努瓦段61地號
351 高雄市 芳晨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中正路132號
352 高雄市 盈旬卡拉OK旗山三合院民宿-高雄市旗山區廣福里中興街6號
353 高雄市 美綠生態園-高雄市美濃區獅山里竹門14-2號
354 高雄市 烏巴克創藝工作坊-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茂林巷116號
355 高雄市 草地人民宿-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新開33之1號
356 高雄市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農場-高雄市美濃區吉洋里外六寮500號
357 高雄市 得恩谷的民宿-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茂林巷138號
358 高雄市 悠然山莊有限公司-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和平路130之5號
359 高雄市 發拉斯民宿-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大光巷209號
360 高雄市 陽光民宿-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和平路305之2號
361 高雄市 嘉寶溫泉渡假村-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新寶路7-1號
362 高雄市 寧妮谷民宿-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秀嶺巷180號
363 高雄市 德旺山莊-高雄市美濃區廣林里朝元159之12號
364 高雄市 橙月緣商行-高雄市桃源區寶山里寶山巷98之8號
365 高雄市 賽嘉休閒育樂有限公司-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中正二路175號15樓之2
366 高雄市 鴻沄有限公司-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文康路129巷30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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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高雄市 鴻來溫泉山莊-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中正路122號1樓
368 高雄市 寶來溫泉山莊(高雄市六龜區寶來二巷36號)
369 宜蘭縣 水之定莊園-宜蘭縣員山鄉中華村長嶺路１８７號
370 宜蘭縣 有機可尋生態休閒農場-宜蘭縣壯圍鄉復興村壯濱路二段１２６巷１２號
371 宜蘭縣 武荖坑風景區-宜蘭縣礁溪鄉光武村７鄰武暖路７７―２號１樓
372 宜蘭縣 桶后營地-宜蘭縣礁溪鄉匏崙村０１３鄰匏杓崙路１４３－１號
373 宜蘭縣 跑馬古道露營區-宜蘭縣礁溪鄉白雲村００１鄰白石腳路６１號１樓
374 宜蘭縣 檸檬樹露營區-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龍潭路１７２巷１６號１樓
375 花蓮縣 石梯坪露營區-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２鄰石梯坪３３號１樓
376 花蓮縣 合流露營區-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７２―１號１樓
377 花蓮縣 瑞穗露營區-花蓮縣花蓮市國裕里富吉路８號１樓
378 花蓮縣 綠野鄉渡假村花蓮鯉魚潭-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池南路二段９０號
379 花蓮縣 鳳凰山莊-花蓮縣鳳林鎮鳳義里鳳凰路３００號
380 花蓮縣 磯崎露營區-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村磯崎６―１號
381 台東縣 ㄚ一ㄚ旺溫泉渡假村-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136號
382 台東縣 三姊快樂露營區-台東縣鹿野鄉鹿鳴路100巷5號
383 台東縣 大統休閒旅館-台東縣成功鎮石傘路36-2號
384 台東縣 小野柳露營區-台東縣台東市富岡里松江路1段448巷63號
385 台東縣 不想回家露營區-台東縣成功鎮富榮路110號
386 台東縣 巴沙藍衝浪民宿-台東縣蘭嶼鄉東清村野銀95號
387 台東縣 巴歌浪船屋民宿-台東縣長濱鄉樟原村大峰峰15號
388 台東縣 古早人ㄟ厝-台東縣鹿野鄉龍田村光榮路241
389 台東縣 老王咖啡店-台東縣鹿野鄉永安村高台路42巷105弄19號
390 台東縣 沙崙曙光露營地-台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沙崙
391 台東縣 初鹿椰子林-台東縣卑南鄉明峰村龍過脈
392 台東縣 東遊季溫泉渡假村-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溫泉路376巷18號
393 台東縣 美濃冰品-台東縣卑南鄉美農高台2號
394 台東縣 清水莊民宿-台東縣關山鎮新福路11號
395 台東縣 鹿野高台大草原露營區-台東縣鹿野鄉永安村高台路42巷133號
396 台東縣 富之山溫泉民宿-台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395-1號
397 台東縣 萬萬自然生態農場-台東縣卑南鄉美農村萬萬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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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台東縣 碧蘿園好茶莊-台東縣鹿野鄉龍田村北三路358號
399 台東縣 綠島紫坪露營區-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溫泉路256號
400 台東縣 遠山功夫浴場-台東縣太麻里金崙村14鄰17號
401 台東縣 虂櫿嶇-台東縣卑南鄉明峰村6鄰龍過脈68號
402 澎湖縣 七美月鯉灣-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97之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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