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安心住旅館共 68間，以下是旅宿名稱、地址和聯絡電話。 

旅館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馥俐商務旅館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 36之 5號 (02)2967-9008 

金色年代旅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66號 12樓 (02)2964-7599 

冠君大飯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91之 1號 (02)8952-5148 

首府大旅社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 96號 7樓 (02)2959-8911 

悅榕汽車旅館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1段 146號 (02)8951-6333 

府中棧時尚精品旅館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9號 (02)8969-8989 

清翼居旅店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 26號 6樓 (02)2954-1808 

馥俐旅店Ⅱ館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 10號 (02)2272-2625 

清翼居旅店-海洋館 新北市板橋區成都街 65號 (02)2959-6996 

馥都飯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1段 189號 (02)2965-8008 

SINGLE INN 單人房 新北市板橋區明德街 1巷 12號 (02)2969-1777 

大板根太子會館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插角 80號 (02)2674-9228 

艾森堡時尚會館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 45號 (02)8221-5888 

景安精品旅館 新北市中和區明禮街 32號 (02)2243-8989 

葛瑞絲商旅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2段 228號 5樓 (02)2248-3666 

愛家旅館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2段 108號 7樓 (02)2912-9111 

黎明旅館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段 51之 1號 4樓 (02)2911-9188 

安盛商務旅館 新北市新店區二十張路 31號 (02)2918-6698 

仲信商務會館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3段 219之 2號 (02)2910-6600 

新加州景觀旅館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1段 1號 (02)2916-1717 

雲仙大飯店 新北市烏來區瀑布路 1之 1號 (02)2661-6510 

成旅晶贊飯店台北蘆洲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 8號 6樓及 8樓至 15樓 (02)2285-5799 

F商旅台北蘆洲館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409號 (02)2289-2299 

台北集賢商旅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372號 (02)8281-3888 

馥華大觀商務旅館 新北市新莊區大觀街 60號 (02)8991-1278 

新莊客旅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 103號 (02)2277-6599 

翰品酒店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2號 (02)2998-7699 



麗京棧酒店 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 7段 36號 (02)2901-0909 

台麗精品商旅 新北市泰山區台麗街 11巷 1號 (02)2902-5161 

長緹海景飯店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路 176號 (02)2805-7228 

薆悅酒店野柳渡假館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港東路 162號之 2 (02)7703-5777 

金山海灣溫泉旅館 新北市金山區磺港路 326號 (02)2498-0007 

鼎帥溫泉汽車旅館 新北市金山區金美街 9號 (02)2498-8866 

億苑賓館 新北市板橋區後菜園街 35號 (02)2965-4252 

豪麗旺旅館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東路 46號 (02)8968-2118 

南國旅社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 265巷 1號 (02)2968-2121 

百麗旅店 新北市板橋區南門街 1巷 2號 (02)2272-7398 

甜蜜蜜 HOTEL精品旅館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 2段 28號 (02)2958-6321 

雅都旅社 新北市板橋區中興路 1號 2-3樓 (02)2968-2345 

麗緹商務旅店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 6號 9樓 (02)8951-3619 

挪威森林頂級 villa汽車 

旅館 
新北市板橋區和平路 14巷 3號 (02)8951-3311 

佳朋樂居旅店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 213巷 6號 (02)2969-6635 

北國之春溫泉汽車旅館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 362-1號 (02)2678-0899 

中和旅舍 新北市中和區安樂路 41號 2樓 (02)2942-9386 

儷閣汽車旅館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 8之 6號 (02)8228-6686 

全家商務旅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 59之 1號 6樓 (02)8245-5151 

挪威森林精品 SPA汽車旅

館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235巷 15號 (02)8911-6866 

虹都飯店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 1號 10樓 (02)2987-0660 

薇米富旺商旅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 2段 78號 16樓 (02)2974-6636 

肯特商務飯店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 75號 (02)2976-8686 

極品旅館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 757號 (02)2208-5518 

驛德世紀酒店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 169號 (02)2906-6888 

觀海樓旅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 1段 129號 (02)2629-1117 

富悅渡假休閒旅館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路 171號 (02)2805-1010 

淡水海灣驛站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 8號 7樓 (02)2623-8111 

萬里仙境會館 新北市萬里區大鵬村萬里加投 197-3號 (02)2408-2669 



金湧泉溫泉會館 新北市萬里區大鵬村萬里加投 213-3號 (02)2498-3588 

九閣商務旅館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 238號 (02)2218-2118 

上品閣精品旅館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 115號 (02)2981-0111 

白金花園酒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興路 77號 (02)8666-5888 

富信大飯店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128號 (02)2641-6333 

悅客商務飯店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 1段107號及107號2至9

樓 
(02)2964-8889 

沃客商旅正義館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 61號 (02)2970-6005 

新板希爾頓酒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 88號 (02)2958-3770 

悅喜飯店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 30之 2號 11至 12樓 (02)8965-8288 

嘉年華汽車旅館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385號 (02)2847-5211 

紫虹汽車旅館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367號 (02)2288-7000 

宏欣旅店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 213巷 7號 (02)2966-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