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

地址

刊登網址

翹腳的魚套房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98號

http://fish.danshui.tw/

棕櫚樹海洋渡假屋

新北市三芝區淺水灣街

http://palmtree.8576.tw/

亞力士觀海的家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32巷85號9樓

http://alexoceanview.mmmtravel.com.tw

淡水有約休閒會館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1段541號2樓

無

八里彩霞樓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1段398巷號10樓

https://plus.google.com/108560631495185073725/posts

OPPAHOUSE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50巷1弄2號

無

BNT女生宿舍-

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46之1號4樓

http://www.taipeibnt.com

Castel in the Sky_Playhouse

新北市中和區南華路43號4樓

https://www.airbnb.com.tw/s?host_id=1629201

愛麗絲的宮廷花園及愛麗絲的花園城堡-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街503之3號

無

站前凱悅日租套房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號20樓之12

無

台北西門町MRT高級酒店式公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60號14樓之7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5330586

臺北捷運大樓直達西門町台北火車站信義商圈
101~樓中樓大套房，可住5人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60號16樓之19

http://www.homeaway.tw/vacation-rentals/taiwan/new-taipeicity/benqiao/tm-v6fYl3gqqTT

臺北捷運大樓直達西門町台北火車站 信義商圈
101～樓中樓大套房，可住4－6人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60號37樓之16

http://www.homeaway.tw/vacation-rentals/taiwan/new-taipeicity/banqiao/tm-RiDYiOqFlLF

麗緻花園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101之30號12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213528

勢角行背包客棧

新北市中和區仁愛街23之3號

http://www.booking.com/hotel/tw/shi-jiao-xing-bei-bao-ke-zhanshijiao-go-hostel.zh-tw.html#availability

淡水-水岸輕旅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11號

https://www.airbnb.com/rooms/2204341

獨立式套房(雙人房)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一路3段101巷17弄42號5樓

一起去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6巷2號1樓

淡水島上秘境

新北市淡水區番薯里水碓街25巷3號10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2690609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1748760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1749104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1710998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4748415

特價中便宜租，三重台北橋捷運1分鐘，三和夜
市旁

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北路18巷6號7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4549594

Loft美式渡假_大景觀樹海 享受淡水輕旅行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二路4段58號2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1159806

淡水老街看海的家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8巷3之2號3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5206796

走路十分鐘到誠品和大遠百，北歐風二房公寓，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2巷36號3樓
近板橋車站五鐵共構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7324738

愉園(已輔導合法，民宿編號:318)

https://chiufen.fun-taiwan.com/HouseDetailView.aspx?hid=006-i174)

新北市瑞芳區民權街鐵路巷3之1號

Private room and bathroom in spacious
apartment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街1段31弄17弄2號5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8169959?#reviews

二樓半

新北市永和區博愛街32巷2號

http://www.hostelworld.com/hosteldetails.php/Two-Half-Floors-inTaipei/Taipei/269846/directions

愛兒民家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217號3樓

http://ir-house.com/

Sky of city[ 270°view](MRT/Airport bus to
house )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268號21樓之11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670062

淡水秘境-島上時光

新北市淡水區番薯里水碓街25巷3號10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4596176

茵燕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55號3樓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in-yen.zh-tw.html?aid=357026

GKA-R近淡水老街 採光超棒超大空間 15坪 步行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1段122巷2號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9156963
三分鐘即到淡水捷運站 目前試營運 超級優惠中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51巷8弄1之4號6樓(即頂樓加蓋)
Beautiful, quiet and well located home

新北市中和區成功路1巷2弄16號4樓、5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2871404

數樹.私房 SHUSHU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219之2號

https://www.facebook.com/ShuShuhouse/

悠閒民宿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247之1號

http://newtaipei.wacowbnb.com.tw/bnb-leisureandbreakfast.html

小西門大台北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26號8樓之3

https://www.agoda.com/zh-tw/hopeinn/hotel/taipei-tw.html?cid=-209

瑞芳田寓

新北市瑞芳區三爪子坑路91巷28之1號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5566874

輕便露民宿

新北市瑞芳區汽車路21之3號

https://tw.hotels.com/ho559913

無敵乾淨/頂溪站車程7分鐘/挑高loft電梯2房/
住4人不加價/廚房/洗衣服/全家超商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64巷56號5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9522990

竹觀雅舍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328巷1號

悠閒淡水-度假旅晨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73巷6號5樓

771日租套房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3段10巷13號及15號4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0781513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3365742
https://www.expedia.com.tw/Taipei-Hotels-Relaxed-Fresh-WaterVacation-Morning.h20239869
http://771.com.tw/

Chris apartment 陽光套房,近捷運江子翠站台
北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220巷8號5樓

水旅宿W2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1段122巷8號4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6463947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shui-lu-su-w2.zh-tw.html?
https://asiayo.com/zh-tw/view/tw/new-taipei-city/10704/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5895756

樂沐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01巷5弄1號3樓

戀戀時光三重機場捷運站館 (Time House)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50巷1弄2號

新埔捷運站走路2分鐘,全新裝修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2段226巷6號2樓

月灣景觀民宿

新北市石門區德茂里八甲路4之3號

新店溫馨居/高樓層､安靜､舒適/免費捷運站接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1段23號13樓之3
送/大台北地區包車導覽等服務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4134274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ezle-mu.zh-tw.html?
https://www.agoda.com/zh-tw/time-house/hotel/taipeitw.html?#nohash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7874651
https://abnb.me/yypZzkwvaO
https://bed-and-breakfast-2020.business.site/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0038580?s=Ov-WcZWl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6366726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7860347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0481164

易居浩斯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1段71巷8號

尋民宿(已輔導合法，民宿編號:319)

新北市瑞芳區新生街30巷27號

台北203號房Taipei Tour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00之16號2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5071087

B-1FQuiet cozy private room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2巷17弄64號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9557254

淡水小民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2段77之10號4樓

淡水的窩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五路3段226號24樓

Near Airport/MRT Station/ Taipei Main
Station Apt*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4段71號15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0553353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tamsui-dan-shui-yu-ren-ma-tou27lou-gao-quan-xin-da-lou-2fen-zhong-dao-2018shou-.zh-tw.html
https://asiayo.com/zh-tw/view/tw/new-taipei-city/17656/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2460936

大台北好好玩~溫馨民宿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16巷26號1樓

https://abnb.me/pOXUlJWvQS

新北市板橋區民有街115之1號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442914

新北市瑞芳區崙頂路77之1號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6753932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4巷18弄8號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8239711

幸福海灣1號旅居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1巷26號之4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xing-fu-hai-wan-yi-hao-lu-ju.zhtw.html

大坪林捷運站50公尺,電梯套房,溫馨裝潢,外出
的好選擇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2號7樓之2及7樓之7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3734354

new taipei city 的獨立公寓.MRT走路八分鐘
板橋區民有街115之1號(二樓)
JiouFen 九份 包棟別墅 || Best view+cozy
place
丹鳳捷運站一樓kitty房獨立衛浴套房鴻金寶商
圈~(大)

樂沐
新北市淡水區公明街2號3~5樓
(歡迎中長期月租短租另有優惠)捷運 03 (頂
溪)MRT-7分鐘5分鐘樂華夜市電梯套房(有個人陽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248號5樓
台)
淡水老街,安靜兩房一廳,整套房源,獨立衛浴廚
新北市淡水區三民街6巷5號4樓
房,自助入住1-5人,Tamsui old street

https://www.agoda.com/zh-tw/ez-le-mout/hotel/taipei-tw.html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3586059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6862433

Private Hotspring Studio at Tamsui
(Loft with Private natural Hotspring at
Hongshulin)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21號4樓之1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3602366

Mix dorm in projector room, movies night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1段77號4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6838727

Cozy room park & the MRT雙人床安靜空間,五
分鐘到捷運站,鄰近公園

新北市中和區保健路43之3號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9091463

One minute to the MRT DoubleBed 擁有雙人床
新北市永和區復興街16巷6號2樓
的房間 走路一分鍾就捷運站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6217331

single/double bed at shared area , 1 min
from MRT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519巷1之2號(6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5881305

太平洋花園廣場民宿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16號10樓之9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tai-ping-yang-hua-yuan-guangchang-min-su-taipei1.zh-tw.html
https://www.agoda.com/zh-tw/pacific-garden-square-bb/hotel/taipei-tw.html

機場巴士直達/景平捷運站2分鐘/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51之1號5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3923058

淡水輕旅行(悠閒淡水-度假旅晨)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1段56號3樓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you-xian-dan-shui-du-jia-luchen.zh-tw.html?aid=357026

芋料理民宿

新北市瑞芳區街頂巷61之1號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yu-liao-li-zhu-su-hui-guan.zhtw.html

九份阿胖民宿

新北市瑞芳區五號路274號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qing-lu-xing-xiao-wo-jiufen.zhtw.html
https://www.agoda.com/zh-tw/simple-travel/hotel/taipei-tw.html

金瓜石散散步

新北市瑞芳區祈堂路172號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2489306

玫瑰山城(已輔導合法，民宿編號:320)

瑞芳區洞頂路155之1號

依溫公寓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99號4樓

媽媽的家民宿(已輔導合法，民宿編號:332)

新北市淡水區公明街2號2樓

https://www.booking.com/searchresults.zh-tw.html

新北市萬里區玉田路2-3號8樓之1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bei-hai-an-lu-xing-jia.zhtw.html?

豪窄

新北市雙溪區長安街22號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hao-zhai-luxury-narrow.zhtw.html

Tumshui old street/淡水老街/MRT/獨立衛浴/
陽臺/月租

新北市淡水區文化路63號5樓之11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5512392

Tumshui old street view house 淡水老街
/MRT/獨享河岸美景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1巷26之16號3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5512392

北海岸旅行「家」

A danshui old street，MRT，淡水老街 獨立衛
新北市淡水區三民街6巷7號3樓
浴 1-2 人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8342242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8377181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8513899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6891660

Ground Floor Private Room1~4 near MRT

新北市新店區7巷36號1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2393839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6524055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2968026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382339

Jen's Sweet Home @A9

新北市林口區三民路15號7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9161975

淡水部屋

新北市淡水區文化路63號4樓之3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dan-shui-bu-wu.zh-tw.html
https://www.agoda.com/zh-tw/tamsui-room/hotel/taipei-tw.html

水岸風情行旅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1巷26之4號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ezle-mu.zh-tw.html

景觀露台 1房 MRT新埔站正上方 近台北101、龍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60號22樓之3
山寺、西門町 往來台北市的最佳選擇 可住5人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2563647

Perfect for weekend get away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1段25號13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252902

文旅

新北市淡水區文化路59巷5號(B1)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wen-lu.zh-tw.html

清淞溫泉套房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21號4樓之7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4432379

泰山區美式鄉村風四樓房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196巷7弄5號4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43164690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43171660

太陽媽媽的家

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52巷9弄7號5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2475223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7155908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1965028

Luna House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20巷52號8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2564864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4410982

【Long Stay/高CP值】北歐風A/林口長庚/
Linkou MRT A9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20巷50號5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7759291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1810355

20樓河景公寓(airbnb:Stunning 20F River
View apt 淡水竹圍樓中樓，2-5人小家庭閨蜜輕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23號20樓之10
旅行)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stunning-20f-river-view-apt.html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40853370

S House

新北市三重區三寧街15號6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6850019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6067235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8147472

style sushi double bedroom

新北市永和區復興街16巷6號2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9660661

漫活旅晨

新北市淡水區長興街43巷12號4樓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ai-lu-xing.zh-cn.html
https://www.agoda.com/zh-tw/tamsui-mrt-homestay/hotel/taipeitw.html

漫活旅晨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1-9號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ai-lu-xing.zh-cn.html
https://www.agoda.com/zh-tw/tamsui-mrt-homestay/hotel/taipeitw.html

Breeze Park

新北市蘆洲區永平街32巷21弄26號4樓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breeze-wei-feng.zh-tw.html

北歐風公寓

新北市新店區五峰路63巷10號4樓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bei-ou-feng-gong-yu-3-rooms-8mins-to-metro.zh-tw.html

淡水河景公寓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段63巷1弄3號4樓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bin-dan-shui-he-di-yi-xian-fang18ping.zh-tw.html

文人居

新店新店市烏來區烏來街32號3樓之2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9131702

平溪小屋(Pingxi Cottage)

新北市平溪區靜安路二段458號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ping-xi-xiao-wu.zh-tw.html

河岸別緻溫馨雅房（台北橋捷運站走路約5分
鐘）可徒步至三和夜市或堤防

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南路88號9樓之5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45764837

淡水·六號花園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58巷6號1樓

Nia homestay5

新北市淡水區仁愛街18巷20號5樓

Jade Garden" - 6 minutes to MRT, Bright 3
Bedroom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78巷56號23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5604370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5607006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nia-homestay5.zh-tw.html
https://www.agoda.com/zh-tw/nia-homestay5/hotel/all/taipeitw.html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41503618

18中山 包棟溫馨6-14人,6房4卫浴-离台北市4分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1段18巷22號
钟 台北 永和 頂溪捷运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3151329

High end vacation home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81號1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34912266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69巷22號19樓

無

Ocean fashion B&B
(美麗華時尚者公寓)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三路2段181號7樓

https://www.booking.com/hotel/tw/fashionable-next-to-miramar.zhtw.html

have good travel-板新捷運三分鐘Banxin MRT
Station minutes

新北市板橋區長安街331巷46號2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14599899

Ocean Loft with balcony (and the best
sunsets)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三路1段140號11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46962262

貢寮街有機書店-享受沉浸在書香的住宿空間

新北市貢寮區貢寮街46號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42762739

全新豪華公寓-6–7人住 Brand New luxurious
resort-like condo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370號12樓之5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41568131

諾亞方舟時尚公寓(Noah''s Ark Fashion

Apartment)

有常旅店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27號4樓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26901144

浩南哥的小破屋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路69巷2號

https://www.airbnb.com.tw/rooms/967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