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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年度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 

『愛戀台灣，月老傳情』南區未婚聯誼工作圈 

活動成果報告 

壹、緣起 

    近年來，由於服務型社會的崛起，婦女勞動參與率的增加，以及

國人對婚姻與家庭價值觀的轉變，晚婚、單身、離婚、晚育及不育等

現象已司空見慣。少子化壓力已變成政府核心因應政策，試圖透過各

種方法來降低此趨勢之衝擊。少子化有諸多原因，其中與婚姻有關的

原因主要有： 

一、晚婚及不婚率增加：當婦女過了生育力高峰期才嘗試生育，不孕

比例自然提高。 

二、社會觀念問題：由於傳統社會主流價值期待年輕人要先有成就再

談結婚生子比較穩當。因時下不少年輕人無法在適婚及生育年齡

時就能有工作成就，以致於拖延了婚配期，外加工作壓力日增，

認識異性機會減少，有的因此放棄婚姻生育，社會也間接成為受

害者。 

三、兩性關係無法順利建立與維持：如交不到固定可談及婚嫁的男女

朋友，自然也就沒有婚配對象。例如醫護人員因工作性質，很難

找到合宜對象，也因價值觀差異，減少婚配成功機會。 

四、對愛情及婚姻的不信任：原因包括老一輩的錯誤示範，愛情詐欺

的頻傳；另外，過度強調競爭的成長環境及職場，也會增加不幸

福婚姻的比例。 

    另依據 102年 7月修訂之「人口政策白皮書」有關少子化趨勢分

析資料顯示，我國婦女總生育率自民國 73 年起，降至低於 2.1 人之

替代水準，至 92年跌至 1.23人，名列「超低生育率國家」之林；99 

年更下跌至 0.895人的新低點，成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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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率將造成人口結構少子化以及人口的家庭扶養壓力日增，不僅喪失

人口紅利，在「少子高齡化」趨勢下所衍生的問題嚴重衝擊國力發展，

是政府相關部門最艱鉅的挑戰。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 101年底的統計數據顯示，適婚年齡層結婚人

數不到未婚人數的一成，由此可見少子化和人口老化的問題將日趨嚴

重。少子女化現象的持續延燒，將產生勞動力萎縮、家庭養老功能減

弱、教育體制衝擊等問題，甚至影響未來國家的競爭力。 

    有鑑於此，本院及教育部所屬南部地區（含嘉義、臺南、高雄、

屏東及臺東地區）機關學校，配合 102年人口政策白皮書中有關少子

畫因應之「提升婚姻機會與重建家庭價值」之政策目標，以「增加未

婚男女婚姻媒合機會，提高有偶率，重建幸福家庭價值，積極協助營

造幸福婚姻」為目標，承辦 103年度教育部人事處十圈十美『愛戀台

灣，月老傳情』南區工作圈，為南部地區適婚公教人員創造締結良緣

的機會，係屬友善職場人事服務關懷之一環，從職場有善到家庭關

懷，希望進而提高結婚率，緩和生育率下降隱憂。 
 

貳、指導單位與依據：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人事處 

二、依據：103年 4月 11日臺人處字第 1030022663號函 

 

參、工作圈之組成 

一、圈長：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主任雪霞。 

二、本工作圈圈員名單詳如下表： 

 

編號 機關名稱 
人事室

主任 
辦公室電話 電子郵件 

1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廖雪霞 06-2766152 liawss@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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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人事室 

2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館 陳坤漳 08-8825001*5522 kun@nmmba.gov.tw 

3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雲林分院 
姜慶芸 05-5324912 Y03358@ms1.ylh.gov.tw 

4 國立成功大學 李朝政 06-2740575 em50850@email.ncku.edu.tw 

5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 何主美 07-3800089*8410 echoho@mail.nstm.gov.tw 

6 國立中山大學 黃珊瑜 07-5252040 shanyu@mail.nsysu.edu.tw 

7 國立嘉義大學 鄭夙珍 05-2717190 persusan@mail.ncyu.edu.tw 

8 國立高雄大學 陳昭偉 07-5919141 chao@nuk.edu.tw 

9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黃慶豐 07-7172930*1470 hcf@nknucc.nknu.edu.tw 

10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潘玉萱 07-6011000*1700 pan@nkfust.edu.tw  

11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張正林 07-3814526*2230 donald@kuas.edu.tw 

12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鄭道隆 05-5342601*2550 chengtl@yuntech.edu.tw  

13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洪淑姜 08-7703202*6110 chiang@mail.npust.edu.tw 

14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何慧婉 05-6315260 admhwh@nfu.edu.tw 

15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楊桂榮 07-3617141#2161 rong@webmail.nkmu.edu.tw 

16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許明質 06-9264115*1501 s731025@npu.edu.tw 

17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王鳳蘭 08-7238700*10300 nancywang@npic.edu.tw 

18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 陳美瑜 06-6930100*1050 31801@mail.tnnua.edu.tw 

19 國立臺南大學 賴秋雲 06-2133111*150  

20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林忠孝 08-7226141*10300 pm@mail.npue.edu.tw 

21 國立臺東大學 陳泰吉 089-3188855*1700 taichi@nttu.edu.tw 

22 國立高雄餐旅大學 楊添火 07-8062340 thyang@mail.nkuht.edu.tw 

23 國立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許麗娜 06-2110572 na@mail.ntin.edu.tw 

24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 莊文靜 089-226389*2400 chuanwt@n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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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內容及活動成果 

一、工作內容： 

    藉由舉辦聯誼活動方式，廣邀南部地區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

夥伴學校及南部地區各機關、南部科學園區科技公司未婚人員參與。 

（一）籌備會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本院人事室邀集圈員於 103年 6月 5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30分

假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門診大樓 4樓 402會議室召開籌備會

議。特別邀請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王鳳蘭主任及國立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張正林主任分享辦理未婚聯誼活動心得。同時通過工作圈作業時

程甘特圖、工作圈未婚聯誼活動實施計畫 (活動場次、預估辦理時間

等)以及辦理成果繳交時程，請各圈員學校於 103年 8月 15日前將未

婚聯誼活動辦理成果提供本院彙整。 

（二）活動企劃－「月老我來當」 

    本工作圈為期聯誼活動有多元化內容，活動單元能搭配場地、設

施，並依照時事與流行之不同而有不同的活動內容設計，參採往年相

關工作圈之建議，採取委託專業公關公司(中國青年旅行社、好好玩

旅行社等)方式辦理。 

    委託委託專業公關公司，不僅可減輕承辦學校行政庶務工作負

擔，舉凡受理報名作業、通知獲選人報名繳費以及發送活動行前注意

事項通知等行政作業，可減少學校承辦同仁行政負擔。再者，各梯次

遇有實際繳費人數未足額時，公關公司可主動由其資料庫中，依據各

梯次參加者年齡、學經歷等條件篩選合適人員再逐一徵詢參與意願，

提高本工作圈聯誼活動之參與率及配對成功率。最重要的，專業化活

動設計及服務，非一般人事人員所能勝任，聯誼活動由專業活動主持

人帶動，因專業性且經驗豐富，除可活絡現場氣氛以增加互動及投

入，對於臨時突發狀況亦可緊急處理。 

（二）活動多元化－「傳情永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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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梯次承辦學校分別於不同地點辦理具有特色之未婚聯誼活

動，以辦理形式而言，有二天一夜的「夏戀南島 嬉遊史前館」，也一

天的「真愛 I.N.G」與「板陶窯藝術人文之旅」，也有餐敘或午茶形式

的「緣來認識你~幸福茶會」與「在米藍花巷的小確幸」。活動地點也

多元化有利用校園特色、博物館與當地文化生活體驗結合、五星期餐

廳華麗空間各種地點辦理。 

    因協辦公關公司或旅行社共同規劃豐富而精彩的內容，利用各種

不同的小遊戲及活動，有效增進參與之未婚人員互動機會；活動結束

後，更持續進行交流及聯誼活動。期待這些參與人員都能譜出戀曲，

覓得屬於他們的終身幸福。 

二、活動成果： 

    本工作圈依第一次籌備會議決議之活動計畫執行，已辦理六梯

次，預計辦理二梯次，不同屬性之未婚聯誼活動，各梯次情形說明如

下： 

（一）第一梯次：「「「「緣來認識你緣來認識你緣來認識你緣來認識你~幸福茶會幸福茶會幸福茶會幸福茶會」」」」 

1.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時間：103年 6月 15日 

3.地點：台南市救國團 

4.辦理方式：一天開放式會議空間活動方式 

5.參與情形：共 18人參加，男生 10人、女生 8人。 

（二）第二梯次：「「「「在米藍花巷的小確幸在米藍花巷的小確幸在米藍花巷的小確幸在米藍花巷的小確幸」」」」 

1.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時間：103年 6月 29日 

3.地點：台南市東區 

4.辦理方式：半天午餐聯誼方式 

5.參與情形：共 19人參加，男生 9人、女生 10人。 

（三）第三梯次：「「「「真愛真愛真愛真愛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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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辦單位：國立高雄餐旅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師範

大學 

2.時間：103年 7月 5日 

3.地點：高雄餐旅大學 

4.辦理方式：一天結合校園特色多樣化活動 

5.參與情形：共 46人參加，男生 23人、女生 23人。 

（四）第四梯次：「「「「板陶窯藝術人文之旅板陶窯藝術人文之旅板陶窯藝術人文之旅板陶窯藝術人文之旅」」」」  

1.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時間：103年 7月 13日 

3.地點：板陶窯交趾剪黏工藝園區 

4.辦理方式：一天藝術園區活動 

5.參與情形：共 23人參加，男生 15人、女生 8人。 

（五）第五梯次：「「「「香格里拉時尚風情午茶香格里拉時尚風情午茶香格里拉時尚風情午茶香格里拉時尚風情午茶」」」」 

1.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時間：103年 8月 9日 

3.地點：香格里拉國際飯站尚酒吧 

4.辦理方式：半天下午茶聯誼方式 

5.參與情形：共 59人參加，男生 29人、女生 30人。 

（六）第六梯次：「「「「夏夏夏夏戀戀戀戀南南南南島島島島 嬉嬉嬉嬉遊遊遊遊史史史史前前前前館館館館」」」」 

1.主辦單位：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立臺東大學附屬體育

高級中學、臺東縣立新生國民中學、臺東縣稅務局、臺東市公所、

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國立臺東大學。 

2.時間：103年 8月 9-10日 

3.地點：國立史前文化博物館 

4.辦理方式：二天一夜綜合性活動 

5.參與情形：共 60人參加，男生 30人、女生 30人。 

（七）第七梯次：「情比金堅～盡在不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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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 

2.時間：103年 8月 30日 

3.地點：鹽山博物館。 

4.辦理方式：一天知性之旅綜合性活動 

    5.參與情形：共 42人參加，男生 20人、女生 22人。 

（八）第八梯次：「甜蜜戀情--中秋之夜」 

1.主辦單位：國立高雄大學、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 

2.時間：103年 9月 5日 

3.地點：淨園休閒農場 

4.辦理方式：一天知性之旅綜合性活動 

（九）第九梯次：「夏日戀情—愛你久久」 

1.主辦單位：國立高雄大學、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 

2.時間：103年 9月 27日 

3.地點：台南鹽山、鹽山博物館、古都之旅、台江國家公園 

4.辦理方式：一天知性之旅綜合性活動 

(註：科工館未婚聯誼預估人數需求前已提供如下:男性 9人,女性:29

人,合計 38人。高雄大學未婚聯誼預估人數需求併予提供如下:男性

20人,女性 40人,合計 60人) 

 
伍、檢討與建議 
一、聯誼活動狀況與分析(表格化呈現) 

原因 分析 

受理報名

時間較短 

1.活動相關活動訊息係統一發文，工作圈，從籌備會議、

規劃方案、遴選委外作業，整體行政流程從 4月中旬到

完成已屆 6月中旬。因此各單位辦理被迫只能選擇 6至

9月。 

2.因較早梯次活動受理報名期間較短，報名人數相較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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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少。後面梯次無法趕上人事績效考核，降低各單位辦

理意願。 

天候因素 1.因氣象預報活動當天可能不佳，降低出席意願，曾接

獲告知； 

2.延後辦理，原先報名人數可能因時間尚無法配合而取

消參與。 

提前離開 1.婚配對象不符合期待，如參加者年齡差距大、學歷或

價值觀差距。 

2.參加人員有的因為活動地點不符預期或活動設計枯

燥、餐飲品質不佳等因素提前離開。 

聯誼管道

多元選擇 

1.未婚聯誼活動各單位配合政策均有舉辦或配合宣導轉

知與辦理，同時間有多個機關提供聯誼活動可選擇，聯

誼訊息管道多元，不一定會參與本機關所舉辦之活動。 

2.現今資訊發達，很多社交網站都有未婚結識機會，是

衝擊參與活動意願的原因之ㄧ。 

個人因素 1.另有要事先走，如：職場業務繁忙，被單位主管 CALL

回，家中長輩身體不適。 

2.活動參加時臨時身體不適。 

其他 1.活動地點交通便利：參加活動人員可能感覺活動內容

或聯誼對象不符預期，因交通便利，找藉口或偷偷提早

離開。 

2.有參與同仁反應遇到聯誼常客，不喜歡參加。 

 

二、建議事項 

    本工作圈在所有圈員們的共同努力及積極參與下，已圓滿辦理完

成 3梯次未婚聯誼活動，經由本工作圈的運作以及 3梯次活動的辦理

經驗，在圈員們集思廣益腦力激盪下，提出以下幾點具體建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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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為日後辦理未婚聯誼相關活動時之參考： 

(一) 執行面檢討建議 

面向 內容 

參加對象擴

大與選擇 

1.建議可擴大參加者範圍至教職員子女。 

2.視擬舉辦梯次(總參加人數規模)，可調整各梯次報名

者年齡限制，讓各梯次參加者的年齡較為相仿以提高

配對成功的可能性。 

3.建議可採取異業結盟(與優良百大企業、校友公司等)

合作輪流舉辦方式，或廣邀企業界參加，以擴大參加

者之交友圈增加日後配對成功機率增加。 

活動地點探

詢與開發 

1.建議挑選較新開發的活動景點以提高參加意願。 

2.活動地點與集合地點之車程宜適中，避免因突發交

通狀況而嚴重影響活動進行。 

活動內容的

設計與創新 

1.建議針對不同年齡層設計不同的活動內容，如年紀

稍長者可另外設計較為靜態的活動，避免過於激烈動

態的遊戲影響參與程度。 

2.可規劃主題式(如攝影、卡拉 ok，或聊天茶會…等)

的活動尋找有共同嗜好的另一半。 

    活動計畫與行程應儘早擬訂，以利活動細節之安排，並於活動開

始前一個月完成所有報名及人員確認等作業細節，如此方能有充裕之

時間處理意外狀況。男女之比率差距不宜太大，以利活動安排；參與

人員之年齡層應審慎考量，避免年齡差距太大，影響聯誼成效。活動

的成功與否，關鍵在活動設計者與活動帶領者規劃之活動內容與臨場

應變能力，故協辦廠商應具備豐富的活動辦理經驗及團康活動規劃能

力，方能克盡其功。 

（二）政策面建議 

1.建議提早確定十圈十美工作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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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未婚聯誼活動列為人事績效考核項目，於避免各單位辦理之未

婚聯誼活動，與其他部會行政機關產生競合與撞期情形爰建議日後工

作圈之議題能提早於前一年度確定，俾利各圈長及圈員學校有較充裕

時間及早規劃。 

2.建議由中央機關統一採購俾利價格合理化與服務優質化 

    圈員經詢問服務機關學校同仁了解其未報名的原因，部分係認為

報名費用太高。在中央機關因經費有限尚無法酌予補助的情形下，又

因目前承辦類似聯誼活動的廠商有限、學校須在期限內辦理的壓力

下，對於委託廠商所規劃的活動地點、內容及價格…等等議價空間將

相對有限，爰建議可由中央機關統一採購，提供近年來經常接受各機

關學校委託辦理未婚聯誼活動之優質廠商名單，以及各活動地點、活

動內容行程等之合理報名費用，並透過採購合約要求各廠商能提供後

續成果追蹤之服務。 

3.建議中央主管機關修改相關法規 

    活動雖以參加者付費為原則，惟為鼓勵未婚同仁踴躍參加，建議

中央主管機關給予適當誘因以提高參與度，例如： 

（1）修改文康要點：將活動補助費用排除文康活動適用範圍，避免

排擠文康經費支出，增加單位補助意願。 

（2）建議中央提供計畫性專案補助：活動配對成功禮品獎勵等；另

亦可考慮提供結婚禮金(賀禮)致贈。 

（3）修改生活津貼：例如將結婚津貼及生育津貼給付月份調增為三

個月，裨益鼓勵婚配及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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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工作圈附件工作圈附件工作圈附件工作圈附件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ㄧㄧㄧㄧ、、、、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 

103 年教育部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愛戀臺灣，月老傳情」工作圈南區聯誼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推動『十圈十美』計畫及教

育部人事處 103年 4 月 11日臺教人處字第 1030052663B

號函。 

二、目的：為促進教育部暨所屬機關（構）學校、各公務機關及私立

大專校院未婚員工交誼，藉舉辦聯誼活動方式，擴大社交

生活領域，增進未婚同仁互動機會，特訂定本計畫。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人事處。 

四、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立成功大學、國立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立高雄餐旅大學、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五、協辦單位：本工作圈各圈員機關學校。 

六、預定活動名稱： 
梯

次 
活動 
類型 

活動名稱 地點 活動日期 價格 

1 下午茶 
緣來認識你~
幸福茶會 

台南市救國團 
103年 6月 15

日 
(星期日) 

500元/人 

2 一日遊 
在米藍花巷

的小確幸 
台南市東區 

103年 6月 29
日 

(星期日) 
1000元/人 

3 一日遊 
板陶窯藝術

人文之旅 
板陶窯交趾剪

黏工藝園區 

103年 7月 13
日 

(星期日) 
1400元/人 

4 下午茶 
香格里拉時

尚風情午茶 
香格里拉國際

飯站尚酒吧 
103年 8月 9日 

(星期六) 
850元/人 

七、參加人員：下列機關學校年滿 22 歲、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之未婚

男女 

（一）教育部及所屬南區機關學校現職教職員工【含嘉義縣(市)、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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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市)、台東縣(市)】為優先，並歡迎其

他縣市公教同仁參加。 

（二）南科企業、工業技術研究院、醫師公會、律師公會、護理師護

士公會、台南地區醫療院所未婚人員。 

（三）民間及私人機構在職且單身未有交往對象者。 

八、活動內容：詳見各梯次實施計畫。 

九、報名及繳費： 

（一）報名及截止日期：依各梯次主辦單位公告日期辦理。請參加人

員注意各梯次報名截止日期。 

（二）繳費： 

1、報名人員依報名先後順序經主辦單位確認後，符合資格參加

人員名單將由主辦單位通知繳費。 

2、參加人員請於接到錄取通知後依主辦單位通知繳費方式，於

規定期間內繳費，並保留收據以備查驗。逾期未繳費者視同

放棄，將由候補人員遞補之。 

3、參加人員繳費後，若有特殊原因無法出席者，請及早通知主

辦單位，並依各梯次實施計畫規定辦理退費(得扣除必要手續

費用)，逾期告知者，不予退費。 

4.因故未能如期出席者視同自動放棄，不得由他人代理參加。 

（三）為符合個資法規範，參加人員名單由主辦單位保密，不對外公

布。 

十、報到時間、地點： 

（一）報到時間：依各主辦單位公告時間報到。 

（二）報到地點：於各主辦單位公告地點報到。 

十一、報名參加聯誼活動個人資料，相關人員均應確實遵守政府資訊

公開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有關規定，不得洩漏或作其他用途。 

十二、本工作圈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可視需求再分區辦理未婚聯誼

活動，增加未婚同仁認識異性機會，創造締結良緣之契機。請

辦理單位提供相關活動成果，由本工作圈彙整。 

十三、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視狀況增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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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件二件二件二件二、、、、工作圈第一次會議工作圈第一次會議工作圈第一次會議工作圈第一次會議資料集錦資料集錦資料集錦資料集錦 

103年度教育部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推動『十圈十美』計畫 

「愛戀臺灣，月老傳情」南區工作圈 

第 1 次會議議程 

 

時間：103年 6月 5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30分 

地點：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門診大樓 4樓 402會議室 

壹、主席致詞 

貳、長官及來賓致詞 

參、經驗分享 

肆、報告及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工作圈作業時程甘特圖，請  討論。 

說明：依據教育部人事處 103 年 4 月 11 日臺教處人字第

1030052663B號函規定，請本年度工作圈成果於 103年 8

月 29日(星期五)前提報。 

月份 

工作項目 

103年 

4、5月 

103年 

6月 

103年 

7月 

103年 

8月 

確定工作圈小組成

員、編組、分工，

並規畫執行進度及

工作內容 

    

召開工作圈會議，

擬定實施計畫 
    

實施計畫執行     

撰寫及繳交工作圈

成果報告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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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本工作圈未婚聯誼活動實施計畫草案(如附件第 3-4

頁)，請  討論。 

說明：經初步調查，本工作圈成員預計辦理未婚聯誼活動共計

12 場，預估辦理時間如下，擬將各校辦理場次列入實施

計畫。 

辦理學校 預計辦理時間 場次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4/26、5/31、6/28 3場次 

國立高雄餐旅大學 7/5 1場次 

國立成功大學 7月 1場次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8月 1場次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6/15、 6/29、 7/13、

7/20、7/26、8/9 

6場次 

決議： 

 

案由三：本工作圈各圈員學校未婚聯誼活動辦理成果繳交時程，

請  討論。 

說明：依據教育部人事處規定，工作圈成果應於 103年 8 月 29

日(星期五)前提報。請各圈員學校於 103年 8 月 15日(星

期五)前將未婚聯誼活動辦理成果提供成大醫院彙整。 

決議： 

伍、臨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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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 

時間 活動 備註 

10:20-10:30 報到  

10:30-10:35 主席致詞 圈長廖雪霞主任 

10:35-10:45 長官及來賓致詞 李副院長政昌 

10:45-10:50 合影留念 李副院長政昌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王鳳蘭主任 
10:50-11:20 經驗分享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張正林主任 

11:20-12:00 報告及討論事項 圈長廖雪霞主任 

12:00-14:00 餐敘  

14: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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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年度教育部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推動『十圈十美』計畫 

「愛戀臺灣，月老傳情」南區工作圈第 1 次會議紀錄 

 

壹、時間：103年 6月 5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30分 

貳、地點：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門診大樓 4樓 402會議室 

參、主席：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廖主任雪霞               紀錄：

劉妍妙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列席人員：洪璨貞組長、黃子庭組長、李慧如組長 

陸、主席致詞 

柒、長官及來賓致詞 

    一、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李政昌副院長致歡迎詞 

    二、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陳鵬升主任致詞 

    三、國立成功大學李朝政主任致詞 

捌、經驗分享： 

一、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王主任鳳蘭 

二、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張主任正林 

三、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廖主任雪霞 

玖、報告及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工作圈作業時程甘特圖，請  討論。 

說明：依據教育部人事處 103 年 4 月 11 日臺教處人字第

1030052663B號函規定，請本年度工作圈成果於 103年 8

月 29日(星期五)前提報。 

月份 

工作項目 

103年 

4、5月 

103年 

6月 

103年 

7月 

103年 

8月 

確定工作圈小組成

員、編組、分工，

並規畫執行進度及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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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工作圈會議，

擬定實施計畫 
    

實施計畫執行     

撰寫及繳交工作圈

成果報告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工作圈未婚聯誼活動實施計畫草案(如附件第 3-4

頁)，請  討論。 

說明：經初步調查，本工作圈成員預計辦理未婚聯誼活動共計

12 場，預估辦理時間如下，擬將各校辦理場次列入實施

計畫。 

辦理學校 預計辦理時間 場次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4/26、5/31、6/28 3場次 

國立高雄餐旅大學 7/5 1場次 

國立成功大學 7月 1場次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8月 1場次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 

6/15、6/29、7/13、7/20、

7/26、8/9 

6場次 

決議：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擬修正辦理場次並於會後通知修正情

形，其餘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工作圈各圈員學校未婚聯誼活動辦理成果繳交時程，

請  討論。 

說明：依據教育部人事處規定，工作圈成果應於 103年 8 月 29

日(星期五)前提報。請各圈員學校於 103年 8 月 15日(星

期五)前將未婚聯誼活動辦理成果提供成大醫院彙整。 

決議：照案通過。 

拾、臨時動議： 

案由一：「愛戀臺灣，月老傳情」南區工作圈第 2次會議舉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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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請 討論。 

決議：為節省各圈員交通往返時程，改採電子線上會議方式舉

行，以節省時間。 

壹拾壹、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工作圈工作圈工作圈工作圈第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照片集錦照片集錦照片集錦照片集錦 

 

本院李副院長致歡迎詞 本院廖主任雪霞介紹來賓 

 
分享辦理心得(一) 分享辦理心得(二) 

致贈感謝狀合影 全體圈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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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活動成果報告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活動成果報告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活動成果報告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活動成果報告
書書書書 
 

【【【【成大醫院未婚聯誼需求調查及成果成大醫院未婚聯誼需求調查及成果成大醫院未婚聯誼需求調查及成果成大醫院未婚聯誼需求調查及成果】】】】 
 

人事室通知 
主旨：103年未婚聯誼需求調查延長至 103年 4 月 14日(星期

一)，請本院同仁踴躍填寫，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本院員工福利委員會第 29次會議決議：「同意舉辦

103年度未婚聯誼活動」辦理。 
二、請各單位於 103年 4 月 14日(星期一)前填妥「成大醫院

員工參加 103年未婚聯誼需求調查表」(如附件)，作為

規劃辦理本院員工 103年未婚同仁聯誼活動之依據。 
  

103.4.9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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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03年度未婚同仁聯誼活動實施計畫 

~涼夏森林聚會 
 

一、目的：為促進本院與各機關團體、民間企業員工交誼，藉舉辦聯

誼活動方式，增進未婚同仁互動機會，並擴大社交生活領域，特

訂定本計畫。 

二、主辦單位：本院人事室、護理部 

三、協辦單位：本院各一級單位 

四、活動時間、地點： 

梯次 時間 地點 費用 參加人數 

第 1梯次 

(下午茶) 

103年 6月 15

日(星期日) 

緣來認識你～幸福茶

會(救國團) 

500 40人 

(男、女各 20人) 

第 2梯次 

(一日遊) 

103年 6月 29

日(星期日) 

在米藍花巷的小確幸 

(米蘭花巷) 

1000  40人 

(男、女各 20人) 

(一)第 1梯次：救國團(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 65之 5號) 

(三)第 2梯次：米蘭花巷(台南市東區裕孝路 129號) 

五、集合地點： 

(一)第 1梯次：台南市救國團(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 65之 5號；

TEL：06-235-2686) 

(二)第 2梯次：米蘭花巷（台南市東區裕孝路 129號） 

六、活動內容： 

（一）第一梯次(下午茶)：  

時  間 活動行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1300~1330 
千里姻緣 

珍愛報到 

相逢即是有緣，你我的邂逅從現在開

始吧!! 

1330-1400 
讓愛動起來

愛的相見 

藉由破冰活動作為愛情的觸媒讓初次

見面的夥伴，拉進彼此間的距離。 

台南救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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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00 

認識你，是我

一生最美麗

的故事 

透過分組探索教育活動的參與和

討論將最真摯的祝福，送給初識的

你，共同邁向幸福的道路。 

1600-1630 戀戀下午茶 邀請心儀夥伴共度美好下午茶時光。 

1630-1700 傳送真愛 

探索幸福的真相，傾聽真愛的聲音...

心電感應、默契培養，藉活動擦出愛

的花火。 

1700-1730 真愛宣言 
情聲傳唱，讓愛情小天使幫您將心意

傳送出去。 

1700- 愛情不打烊 
結束幸福的茶會，但結束是另一個新

邀約共進晚餐的開始 

（二）第二梯次(一日遊)： 

時  間 活動行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0830~0900 
千里姻緣 

珍愛報到 

相逢即是有緣，你我的邂逅從現在開

始吧!! 

0900-1000 幸福講座 
從現在開始，由講師教導你如何與陌

生對象建立第一次良好印象的攀談。 

1000-1200 讓愛啟動 

藉由一對一交流方式做為初次認識媒

介，在短短 2小時中認識所有異性夥

伴，並拉進彼此間的距離。 

1200-1300 
愛情與美食 

的邂逅 

徜徉歐風小館中的一場愛情與美食的

邂逅，讓我們一起網住愛情的滋味 

1300-1530 愛戀 DIY 邀約心儀伙伴一起 DIY 手工作品吧! 

1560-1630 美味下午茶 
跟心儀的他在下午茶裡創造最美的回

憶 

1630-1700 真愛宣言 
情聲傳唱，讓愛情小天使幫您將心意

傳送出去。 

米藍花巷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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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愛情不打烊 
結束快樂的行程，但結束是另一個新

的開始 
停車場 

七、參加對象：下列機關（構）內年滿 22 歲、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之

未婚男女（如報名人數超過，以本院現職未婚同仁優先參加）。 

(一)本院現職未婚員工。 

(二)相關公務機關之現職未婚員工及各級學校未婚教職員

工。 

(三)南科企業、工業技術研究院、醫師公會、律師公會、護

理師護士公會、台南地區醫療院所未婚人員。 

(四)民間及私人機構在職且單身未有交往對象者。 

八、報名及繳費： 

（一）報名： 

1、本院同仁請填妥報名表連同身份證正反面影本，經本院人事

室加蓋戳章後傳真至傳真至台南市救國團（06-238-7202），

並請以電話確認（胡先生，電話 06-235-0686 #35）。 

2、欲參加者請填妥報名表連同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學歷證件影

本，由服務機關（構）人事單位加蓋戳章的職員證或附上工

作證明後，傳真至台南市救國團（06-238-7202），並請以電

話確認（胡先生，電話 06-235-0686 #35）。 

3、報名日期（逾期恕不受理）： 

第一梯次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3年 6月 3日止。 

第二梯次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3年 6月 16日止。 

（二）費用： 

第一梯次每人新臺幣 500元（含餐費及保險等）。 

第二梯次每人新臺幣 1,000元（含餐費及保險等）。 

（三）符合資格報名者經確認後，台南市救國團會以 e-mail、簡訊

或電話通知參加人員（請參加人員務必詳填 e-mail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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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手機等聯絡資料），並於接到通知後，依規定辦理繳款事

宜。 

1、通知日期： 

第一梯次 103年 6月 4日至 6月 6日止。 

第二梯次 103年 6月 17日至 6月 20日止。 

2、參加人員請務必於接到通知後 2日內繳費。 

3、活動前請每位參加未婚男女準備一份 100元以內小禮物於活

動中使用。 

4、匯款相關資料： 

匯款帳號：1373-0000-7508 

代收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台南分行〈822〉 

戶名：中國青年旅行社有限公司雲嘉南分公司 

電話：（06）235-2686胡先生 

（四）若報名人數眾多，未列入參加名單者，不另行通知。 

（五）繳款收據請妥善保管至本活動結束。 

九、繳費： 

接獲繳費通知者，請於 2日內繳費至台南救國團指定帳戶內，未

如期繳費者，視同放棄，不另行催繳，將由候補人員遞補。 

十、退費相關事宜： 

(一) 參加人員繳費後，如無法出席者，不得私自覓人代理參加，如

當天未能報到參加時，需收取未到參加者活動費用全額。 

(二)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0年 1月 17日觀業字第 0990044124號函

修正發布之國內旅遊定型化契約書規定辦理。活動日前十日（不

含活動日）告知承辦單位方得予全額退費；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四日至第九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通知於

出發日前一日至第三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七

十；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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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日取消參加者、集合逾時、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及未通

知不參加者，恕不退費。又以上費用退還仍需酌收匯費 30元。 

十一、注意事項： 

(一) 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以備查驗，如未攜帶者，承辦單位

保留當事人參加與否之權利；個人資料如有虛偽不實者，須自

負相關法律責任。 

(二) 當日之活動除因天然災害順延舉行外，一律風雨無阻照常活動。 

(三) 本次活動報名人數如未達 35人，即取消本次活動。 

(四)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補充之。 

(五) 本次活動費用含膳食、下午茶等相關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十二、聯絡資訊： 

（一）台南市救國團 

詢問電話：（06）235-2686胡先生 

傳真電話：（06〉238-7202 

（二）成大醫院 

詢問電話：（06）235-3535#4919劉小姐 

傳真電話：（06）276-6652 

十三、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承辦機關（構）隨時補充之。



 28 

 

「103 年度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未婚聯誼活動年度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未婚聯誼活動年度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未婚聯誼活動年度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未婚聯誼活動」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身

高 

 體重  

性別：□女   □男 出生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學歷：□博士□碩士□大學□專科 特殊飲食：□無 □有：      

婚姻狀況：□未婚〈婚姻存續中、同居或已有婚約者不符合參加資格〉 

服務機關〈構〉或公司： 現任職稱： 

聯絡電話：〈公〉              〈家〉                手機：                     

通訊處□□□                                                                  

e-mail：                                                                      

〈本欄請詳細填寫清楚，並可即時連絡本人，如因未填寫導致無法通知繳費請自

行負責〉 

請勾選活動時間：  

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人數人數人數人數 

 103年 6月 15日(星期日 13：00-17：00) 台南市救國團 500 40 

 103年 6月 29日(星期日 08：00-17：00) 米蘭花巷 1,000 40 

報到通知單領取方式以 E-mail為主，請於活動前 10天留意 E-mail信箱 

備註：1、本資料由承辦機關〈構〉妥善保存保密。報名人應保證其婚姻狀態為

未婚，如有不實，報名人應自負全責，承辦機關〈構〉不負查證責任。 
      2、報名日期：第一梯次 103年 6月 3日止。 

第二梯次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3年 6月 16日止。 
3、欲參加者請填妥報名表，由服務機關（構）人事單位加蓋戳章或附上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工作證後，傳真至台南市救國團（06-238-7202），
並請以電話確認（胡先生，電話 06-235-0686 #35）。 

4、參加名單俟承辦單位核定後，由中國青年旅行社有限公司通知繳費，

未列入參加名單者不另行通知。 
5、匯款相關資料：(收到繳費通知後才可進行匯款) 

匯款帳號：1373-0000-7508 
代收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台南分行〈822〉 
戶名：中國青年旅行社有限公司雲嘉南分公司 
連絡電話：（06）235-2686胡先生 
傳真電話：（06〉238-7202 

6、參加人員繳費後參加人員繳費後參加人員繳費後參加人員繳費後，，，，無法出席者無法出席者無法出席者無法出席者，，，，依據交通部觀光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0 年年年年 1 月月月月 17 日觀日觀日觀日觀

業字第業字第業字第業字第 0990044124 號函修正辦理號函修正辦理號函修正辦理號函修正辦理，，，，活動日前活動日前活動日前活動日前 10 天天天天（（（（不含活動日不含活動日不含活動日不含活動日））））告告告告

知承辦單位方得予全額退費知承辦單位方得予全額退費知承辦單位方得予全額退費知承辦單位方得予全額退費；；；；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四日至第九日以內到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四日至第九日以內到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四日至第九日以內到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四日至第九日以內到

達者達者達者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至第三日以內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至第三日以內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至第三日以內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至第三日以內

到達者到達者到達者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七十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七十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七十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七十。。。。 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賠賠賠賠

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活動當日取消活動者活動當日取消活動者活動當日取消活動者活動當日取消活動者、、、、集合逾時集合逾時集合逾時集合逾時、、、、因個人因因個人因因個人因因個人因

素私自脫隊及未通知不參加者恕不退費素私自脫隊及未通知不參加者恕不退費素私自脫隊及未通知不參加者恕不退費素私自脫隊及未通知不參加者恕不退費。。。。以上退還需酌收匯費以上退還需酌收匯費以上退還需酌收匯費以上退還需酌收匯費 30 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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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03年度未婚同仁聯誼活動  

涼夏森林聚會～午茶會 

【結案報告】 
 

 
 
 
 

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委辦單位：中國青年旅行社有限公司雲嘉南分公司  

活動時間：103年 6 月 15日(午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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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目的：  

為促進本院與各機關團體、民間企業員工交誼，藉舉辦聯誼活動方

式，增進未婚同仁互動機會，並擴大社交生活領域。  

二、主辦單位：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本院人事室、護理部  

三、協辦單位：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各一級單位  

四、委辦單位： 

中國青年旅行社有限公司雲嘉南分公司  

五、活動時間：  

103年 6月 15日  

六、活動地點：  

救國團台南市團務指導委員會(台南市大學路西段 65之 5號)  

七、參加人數：報名 19人，實到 18人，男 10人，女 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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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集錦集錦集錦集錦 

  

歡喜來報到 愛情標語 

  
活動爆幕 講師登場 

  

探索活動：雪花片片 雪花片片心得分享 

  

探索延續：群體互動 探索延續：尋找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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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茶時間 聯誼交流 

  

互留資料，期待後續的邀約 互留資料，期待後續的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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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03年度未婚同仁聯誼活動  

涼夏森林聚會～在米藍花巷的小確幸 

【結案報告】 
 
 

 
 
 
 
 

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委辦單位：中國青年旅行社有限公司雲嘉南分公司  

活動時間：103年 6 月 29日(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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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目的：  

為促進本院與各機關團體、民間企業員工交誼，藉舉辦聯誼活動方

式，增進未婚同仁互動機會，並擴大社交生活領域。  

二、主辦單位：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本院人事室、護理部  

三、協辦單位：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各一級單位  

四、委辦單位：  

中國青年旅行社有限公司雲嘉南分公司  

五、活動時間：  

103年 6月 29日  

六、活動地點：  

米藍花巷 129(台南市東區裕孝路 129號)  

七、參加人數：報名 19人，實到 19人，男 9人，女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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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集錦】 

  
報到就位 活動開始 

  
愛情講座(一) 愛情講座(二) 

  

讓愛啟動～認識轉轉愛(一) 讓愛啟動～認識轉轉愛(二) 

  
愛情經驗分享(一) 愛情經驗分享(二) 



 36 

 

  

DIY 教學 DIY 實作 

  

午茶時刻-交流聯誼 戀戀競賽-愛的轉轉球 

  
大冒險遊戲-咬餅乾 大冒險遊戲-模擬告白 

  
真情時刻-愛的告白(一) 真情時刻-愛的告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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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成功-合影留念(一) 配對成功-合影留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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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年度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十圈十美

「愛戀台灣，月老傳情」南區工作圈 

未婚聯誼活動『板陶窯藝術人文之旅』 

結案報告 

 

  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活動時間：103年 7 月 13日（日） 

承辦單位：好好玩旅行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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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企劃 

   1.活動標題：「板陶窯藝術人文之旅」 

2.設計概念：經過幸福百年、一零一年婚潮，看著身邊許多朋友皆

步入禮堂，也讓單身的朋友急尋身旁的另一半。我們特別選定

「板陶窯藝術人文之旅」為活動主標題，希望每個參加者都能

夠找到自己的幸福，並且譜出屬於自己的戀曲。 

3.活動時間：103年 7月 13日（六）      

   4.活動地點：板陶窯 

   5.活動流程：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行行行行      程程程程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08：30～09：00 愛情加油站～集合報到 成大醫院 

09：00～09：40 愛的路上我和你～車康聯誼 幸福列車 

09：40～10：10 很高興認識你-破冰活動 板陶窯 

10：10～10：30 愛情邱比特~團康活動 板陶窯 

10：30～12：00 愛情心跳時刻～聯誼時間 1 板陶窯 

12：00～13：00 在地陶板燒～ 板陶窯 

13：00～14：00 愛情心跳時刻～聯誼時間 2 板陶窯 

14：00～16：00 工藝殿堂深度導覽 板陶窯 

16：00～17：00 工藝愛情手作禮~ 板陶窯 

17：00～17：20 愛的大告白 金桔農莊 

17：20～17：30 浪漫邀約時刻～種下甜蜜回憶 板陶窯 

17：30～17：40 “攝”住無限可能~全體合影 板陶窯 

17：40～ 愛有無限可能～ 幸福列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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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板陶窯藝術人文之旅 

活動日期 103年 7月 13日 活動地點 板陶窯交趾剪黏工藝園區 

參與人員 男 15+女 8=23 承辦單位 好好玩旅行社 

活動

具體

內容 

時    間：103年 7月日日(星期六) 

地    點：板陶窯交趾剪黏工藝園區 

報到地點：7月 13日(日)8:30~8:45 中壢火車站、板橋火車站 

活動流程： 

報到集合→心理建設→歡樂車康→板陶窯交趾剪黏工藝園區-破冰遊

戲→闖關活動→靜態聯誼→午餐→靜態聯誼→工藝殿堂深度導覽→彩

繪 DIY→歸賦 

一、本次活動應到人數 20人；實到 19人(男 15人，女 8人)  
出席率：59% 

 

二、活動滿意度問卷共計 21份                      
問卷回收率：91% 

三、問卷分析資料  

①對於這次活動的滿意度？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活動滿意度 3 14 4 0 

百分比 14% 67% 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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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活動領隊滿意度?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領隊滿意度 4 17 0 0 

百分比 19% 8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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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印象最深刻的項目： 
◎手指戳洞 
◎好多人的生日快樂 
◎藝術品很棒 
◎領隊很熱血，辛苦了 
◎很熱 
◎地點不錯，第一次來 

DIY◎ 很有趣 
◎午餐很好吃 
◎幸福真的很重要 

♥女生 ♥男生 

愛神

幫幫

我名

單 

謝曉雯謝曉雯謝曉雯謝曉雯<-李伸孝、羅威廷、郭建廷 

鄧育琦<-羅威廷、黃耀賢 

林姵君<-黃耀賢、楊宇智 

邱麗君<-黃耀賢、郭恩廷、楊宇智 

曾淑娥<-許慶鏞、廖信雄 

鄭惠心<-楊宇智 

郭彥仁郭彥仁郭彥仁郭彥仁<-鄭美齡、謝曉雯 

郭建廷郭建廷郭建廷郭建廷<-鄭美齡 

闕壯羽闕壯羽闕壯羽闕壯羽<-鄭美齡、鄧育琦 

萬泰麟萬泰麟萬泰麟萬泰麟<-鄭美齡、邱麗君、林姵

君 

周永祥周永祥周永祥周永祥<-邱麗君、謝曉雯 

廖信雄<-曾淑娥 

郭致生<-鄭惠心 

楊宇智<-鄭惠心 

陳冠傑<-林姵君 

男生♥女生 

廖信雄廖信雄廖信雄廖信雄＜＜＜＜-＞＞＞＞曾淑娥曾淑娥曾淑娥曾淑娥 
楊宇智楊宇智楊宇智楊宇智＜＜＜＜-＞＞＞＞鄭惠心鄭惠心鄭惠心鄭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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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照片 

  

一來就來發揮創意吧

~ 
畫畫還偷看旁邊的~ 重回小學美勞回憶 

   

大家的成品~ 準備開始熟悉彼此囉~ 愛情大拳王 

  

大家來發揮的創意 為理想情人畫張像 分享自己的美麗創作 

   

彼此聊天囉~ 和樂融融 了解彼此的內心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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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來我們這麼近 來個組內小合照 我們之間的距離 

   

藉中餐拉進彼此距離 讓彼此更加認識 互動遊戲戳戳樂 

   

一起戳個洞吧~ 提升文化知識囉~ 好好認識這些文化產物 

   

親近大自然囉~ 呼吸自然的空氣 陽光下的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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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年度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十圈十美

「愛戀台灣，月老傳情」南區工作圈 

未婚聯誼活動『香格里拉‧時尚風情』 

結案報告 

 

  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活動時間：103年 8 月 9 日（六） 

承辦單位：好好玩旅行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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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活動企劃活動企劃活動企劃活動企劃 

  1.活動標題：「香格里拉‧時尚風情」 

2.設計概念：經過幸福百年、一零一年婚潮，看著身邊許

多朋友皆步入禮堂，也讓單身的朋友急尋身旁的另一半。

我們特別選定「香格里拉‧時尚風情」為活動主標題，希

望每個參加者都能夠找到自己的幸福，並且譜出屬於自己

的戀曲。 

3.活動時間：103年 8 月 9 日（六）      

   4.活動地點：台南香格里拉國際飯店 

   5.活動流程：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內容說明內容說明內容說明內容說明 

13:30~13:50 來自星星的你 
(報到集合) 

來自各地四方的你/妳，在此時我們相

遇… 

13:50~14:20 星星的秘密 
(主持人開場) 

要讓愛情發芽，有許多小撇步，讓我們告

訴你/妳這秘密吧… 

14:20~14:30 甜蜜點「星」 下午茶點取用，男生記得幫身旁的女生拿

哦!! 

14:30~14:50 星星知我心 
(打破沉默) 

小小的互動活動，讓每顆星星馬上變熟

識… 

14:50~15:10 星空呢喃 
(靜態聯誼) 

坐下來，好好的認識身旁有緣的星星們… 

15:10~15:30 星星的嬉戲 
(動態聯誼) 

有互動才有交集，讓你/妳聊天有話題! 

15:30~16:20 星空呢喃 
(靜態聯誼) 

坐下來，好好的認識身旁有緣的星星們… 

16:20~16:40 星星的嬉戲 
(動態聯誼) 

有互動才有交集，讓你/妳聊天有話題! 

16:40~17:00 向星星來許願 有心儀的對象卻不敢開口?讓星星來幫你/
妳 

17:00~ 愛情再回來~ 每一場活動的結束，都是另一段愛情故事

的開始，要把握機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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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香格里拉‧時尚風情 

活動日期 103年 8月 9日 活動地點 台南香格里拉國際飯店 

參與人員 男 29+女 30=59 承辦單位 好好玩旅行社 

活動

具體

內容 

時    間：103年 8月 9日(星期六) 

地    點：台南香格里拉國際飯店 

報到地點：8月 9日(六)13:30~17:00 台南香格里拉國際飯店 

活動流程： 

報到集合→心理建設→破冰遊戲→靜態聯誼→互動遊戲→靜

態聯誼→歸賦 

一、本次活動應到人數 60人；實到 59人(男 29人，女 30人)  

出席率：98% 

 

二、活動滿意度問卷共計 41份    問卷回收率：68% 
三、問卷分析資料  
①對於這次活動的滿意度？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活動滿意度 8 33 4 0 

百分比 20% 80% 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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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活動領隊滿意度?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領隊滿意度 4 37 0 0 

百分比 10% 9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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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印象最深刻的項目&心情留言板： 

◎餐點很不錯 

◎一開始很害羞，不過領隊很會帶氣氛 

◎餐點不錯吃，飲料稍嫌有點甜 

◎環境美麗，氣氛不錯 

◎交到很多新朋友，還不賴 

◎不像朋友找我去參加的一對一相親這麼尷尬 

◎還不錯~下次還要參加~ 

◎建議南部場次可以多開一些 

◎下次想試試看一日遊的行程 

♥女生 ♥男生 

愛神

幫幫

我名

單 

郭舒瑜郭舒瑜郭舒瑜郭舒瑜<-陳威霖、李紳孝、劉建志、

王崇豪 

梁梁梁梁凱芸凱芸凱芸凱芸<-陳威霖、翁嘉振、劉建志、

吳嘉洲、蔡宗庭、王崇豪、蔡東縉、

鄭福龍、沈威志 

謝秀宜謝秀宜謝秀宜謝秀宜<-陳威霖 

賴怡樺賴怡樺賴怡樺賴怡樺<-黃俊杰 

鄭淑麗鄭淑麗鄭淑麗鄭淑麗<-黃俊杰 

黃靖雯黃靖雯黃靖雯黃靖雯<-黃俊杰、翁嘉振、李紳孝、

詹順凱、鄭秉楠、黃菁煌、蔡東縉、

王廉欽、沈威志 

林玫秀林玫秀林玫秀林玫秀<-黃俊杰、詹順凱、吳誌玉 

王珮芬王珮芬王珮芬王珮芬<-黃俊杰、蔡宗庭 

黃秀珍黃秀珍黃秀珍黃秀珍<-翁嘉振、鄭秉楠、王銘群 

高旻靖高旻靖高旻靖高旻靖<-翁嘉振 

方慧樺方慧樺方慧樺方慧樺<-陳冠傑、黃菁煌、王崇豪、

蔡東縉、鄭福龍、沈威志 

凃玫妤凃玫妤凃玫妤凃玫妤<-李紳孝、吳順浩、劉建志、

吳嘉洲、鄭秉楠、黃菁煌、沈威志 

柯瓊琪柯瓊琪柯瓊琪柯瓊琪<-李紳孝、吳順浩、蔡宗庭、

王崇豪、吳誌玉 

廖彩攸廖彩攸廖彩攸廖彩攸<-李紳孝、劉建志、鄭秉楠、

沈威志 

吳珮菁吳珮菁吳珮菁吳珮菁<-吳嘉洲 

陳威霖陳威霖陳威霖陳威霖<-梁凱芸、吳珮

菁、潘姿吟、黃靖雯、廖

彩攸、郭舒諭、吳筱涵、

邱怡菁 

陳冠傑陳冠傑陳冠傑陳冠傑<-吳珮菁、吳青

樺、高嘉雪 

何智強何智強何智強何智強<-吳珮菁、廖彩

攸、凃玫妤、邱怡菁 

張誠一張誠一張誠一張誠一<-許毓珈、黃靖

雯、吳筱涵、邱怡菁 

翁興強翁興強翁興強翁興強<-高旻靖、郭舒

諭、吳筱涵 

王崇豪王崇豪王崇豪王崇豪<-高旻靖 

黃泓文黃泓文黃泓文黃泓文<-高嘉雪、鄭淑

麗、吳筱涵 

黃博宣黃博宣黃博宣黃博宣<-高嘉雪 

沈威志沈威志沈威志沈威志<-廖彩攸、凃玫妤 

詹順凱詹順凱詹順凱詹順凱<-王珮芬 

王佳忻王佳忻王佳忻王佳忻<-王珮芬 

黃俊杰黃俊杰黃俊杰黃俊杰<-賴怡樺 

魏鴻鈞魏鴻鈞魏鴻鈞魏鴻鈞<-彭柔榕 

黃耀賢黃耀賢黃耀賢黃耀賢<-吳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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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盈萱吳盈萱吳盈萱吳盈萱<-詹順凱 

沈宛儀沈宛儀沈宛儀沈宛儀<-鄭秉楠、黃菁煌 

謝秀宜謝秀宜謝秀宜謝秀宜<-王佳忻 

吳宜真吳宜真吳宜真吳宜真<-蔡東縉 

許毓珈許毓珈許毓珈許毓珈<-王銘群 

男生♥女生 

陳威霖陳威霖陳威霖陳威霖＜＜＜＜-＞＞＞＞郭舒瑜郭舒瑜郭舒瑜郭舒瑜 
陳威霖陳威霖陳威霖陳威霖＜＜＜＜-＞＞＞＞梁凱芸梁凱芸梁凱芸梁凱芸 
沈威志沈威志沈威志沈威志＜＜＜＜-＞＞＞＞廖彩攸廖彩攸廖彩攸廖彩攸 
沈威志沈威志沈威志沈威志＜＜＜＜-＞＞＞＞凃玫妤凃玫妤凃玫妤凃玫妤 
黃俊杰黃俊杰黃俊杰黃俊杰＜＜＜＜-＞＞＞＞賴怡樺賴怡樺賴怡樺賴怡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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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美麗的場景~ 美味的下午茶點 
愛情大拳王準備啟動

~ 

 

拿著勝利迎接聯誼囉 悠閒的環境 慢慢拉近彼此距離 

原來我們這麼近~ 追求自己的幸福 認識人也玩玩小遊戲 

星座搜查線 找找誰是什麼星座呢 順便更熟悉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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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機問問對方的生日 看看大家的熱情~ 男生也可以互相認識 

 
氣氛好，餐點佳 大家都是認真神情 一起找到幸福~ 

 
等餐點偷偷聊個天 忙裡偷閒~好好聊天 現在手機真的很方便 

  

趕緊留資料囉~ 期待下次的聊天 
一定要來張大合照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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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國立國立國立國立臺東大學臺東大學臺東大學臺東大學活動成果報告書活動成果報告書活動成果報告書活動成果報告書 

「夏戀南島 嬉遊史前館」 

103 年單身聯誼活動實施計畫年單身聯誼活動實施計畫年單身聯誼活動實施計畫年單身聯誼活動實施計畫 

一一一一、、、、    目    的： 

以南島語族多元文化為主軸，結合台東縱谷-池上鄉生態旅遊，

規劃一趟饒富知性與趣味之聯誼活動，為喜愛文化及休閒活動之

青年男女搭建平台，提供彼此良性互動機會。 

二二二二、、、、    活動簡介： 

Part1：首日利用國立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入夜後的神秘氣氛，

舉行夜光晚會，夜宿在透著靜謐星空下的浪漫玻璃屋。 

Part2：次日搭車前往池上鄉生態旅遊、田野控窯大餐、米台目

DIY、伯朗大道騎跡。 

三三三三、、、、    主辦單位： 

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立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臺

東縣立新生國民中學、臺東縣稅務局、臺東市公所、臺東縣臺東

地政事務所、國立臺東大學。 

四四四四、、、、    承辦單位：救國團台東縣團委會。 

五五五五、、、、    活動時間、地點、人數及費用： 

(一) 活動時間：103年 8月 9日~10日(星期六、日)  

(二) 活動地點：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台東縣池上鄉 

(三) 參加人數：活動人數暫定 30人(男女各半)，額滿為止。 

(四)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2,400元整。 

六六六六、、、、    參加對象：各政府機關（構）、公私立學校公教人員與民間企業

之 20 歲以上歲以上歲以上歲以上 45 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未婚人士。 

七七七七、、、、    活動行程：詳如活動行程表(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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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    報名及繳費：(逾期或額滿恕不受理) 

(一) 報名時間及方式： 

自即日起至 7月 26 日日日日止，採傳真、E-mail或親自報名等方式

辦理，報名參加人員務必於報名表詳填 e-mail、聯絡電話、

手機、服務單位及職務等聯絡資料，以利辦理保險及錄取通

知。 

1. 傳真或傳真或傳真或傳真或 e-mail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表請自報名表請自報名表請自報名表請自救國團台東縣團委救國團台東縣團委救國團台東縣團委救國團台東縣團委會網站會網站會網站會網站

http://ttntc.cyc.org.tw或公務福利 e化平台

http://eserver.dgpa.gov.tw「未婚聯誼專區」。下載)請填妥報

名表，傳真或 e-mail至國立臺灣史前博物館人事室。『『『『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089-381166-203(連小姐連小姐連小姐連小姐)、、、、206(呂小姐呂小姐呂小姐呂小姐)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089-385029   e-mail：：：：jugu@nmp.gov.tw(呂小姐呂小姐呂小姐呂小姐) 』』』』 

2. 親自報名親自報名親自報名親自報名：：：： 

可逕向各主辦單位【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立臺東

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臺東縣立新生國民中學、臺東縣

稅務局、臺東市公所、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國立臺東

大學】人事室填寫報名表辦理報名，報名窗口： 

(1) 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聯絡電話：381166-203(連小姐)、206(呂小姐) 

聯絡地址：950台東縣博愛路 365號 

(2) 臺東市公所人事室臺東市公所人事室臺東市公所人事室臺東市公所人事室 (聯絡人聯絡人聯絡人聯絡人：：：：陳小姐陳小姐陳小姐陳小姐) 

聯絡電話：089-325301轉 250 

聯絡地址：950台東縣博愛路 365號 

(3) 臺東縣立新生國民中學人事室臺東縣立新生國民中學人事室臺東縣立新生國民中學人事室臺東縣立新生國民中學人事室(聯絡人聯絡人聯絡人聯絡人：：：：張小姐張小姐張小姐張小姐) 

聯絡電話：089-229121分機 114 

聯絡地址：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 641巷 64號 

(4) 臺東縣稅務局人事室臺東縣稅務局人事室臺東縣稅務局人事室臺東縣稅務局人事室(聯絡人聯絡人聯絡人聯絡人：：：：鍾主任鍾主任鍾主任鍾主任) 

聯絡電話：089-231600分機 233 

聯絡地址：950台東縣中興路二段 7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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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人事室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人事室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人事室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人事室(聯絡人聯絡人聯絡人聯絡人：：：：黃先生黃先生黃先生黃先生) 

聯絡電話：089-239815 

聯絡地址：950台東縣中興路二段 735號 

(6) 國立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國立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國立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國立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聯絡人聯絡人聯絡人聯絡人：：：：蘇先生蘇先生蘇先生蘇先生) 

聯絡電話：089-383629分機 1521 

聯絡地址：950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五段 399號 

(7) 國立臺東大學國立臺東大學國立臺東大學國立臺東大學(聯絡人聯絡人聯絡人聯絡人：：：：孫小姐孫小姐孫小姐孫小姐) 

聯絡電話：089-517456 

聯絡地址：950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號 

(二二二二) 報名繳費報名繳費報名繳費報名繳費：：：： 

符合資格之報名者經各主辦單位確認後，將由承辦單位救國

團台東縣團委會以 e-mail、簡訊通知繳費，請參加人員依下

列方式辦理繳費，如未依限完成繳費者，將視同放棄報名並由候

補人員依序遞補： 

1. 繳費繳費繳費繳費期間期間期間期間：：：：自自自自 103 年年年年 7 月月月月 27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7 月月月月 31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2. 繳費方式繳費方式繳費方式繳費方式：：：：郵政郵政郵政郵政劃撥帳號劃撥帳號劃撥帳號劃撥帳號：【：【：【：【00446572】】】】 戶名戶名戶名戶名：：：：救國團台救國團台救國團台救國團台

東縣團委會東縣團委會東縣團委會東縣團委會。。。。並將匯款單並將匯款單並將匯款單並將匯款單（（（（註明姓名註明姓名註明姓名註明姓名））））傳真至傳真至傳真至傳真至 089-320692

並請來電確認並請來電確認並請來電確認並請來電確認 089-329891。。。。 

(三) 參加人員繳費後，若有特殊原因，無法出席者，應於活動日

前 5天（不含活動日）告知承辦單位，方得予全額退費；如

逾期告知者酌扣行政手續費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 500 元元元元，，，，亦不得私自覓人亦不得私自覓人亦不得私自覓人亦不得私自覓人

代理參加代理參加代理參加代理參加。。。。 

(四) 因報名人數眾多，未列入參加名單者，將不另行通知。 

九九九九、、、、    愛情享好康愛情享好康愛情享好康愛情享好康：：：： 

(一一一一) 參加本活動且在今年參加本活動且在今年參加本活動且在今年參加本活動且在今年 12 月月月月 31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第一對第一對第一對第一對結婚結婚結婚結婚，，，，並在國立臺國立臺國立臺國立臺

灣史前文化博物灣史前文化博物灣史前文化博物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區拍攝婚紗照者，補助新台幣 1萬元及

提供台東文旅免費住宿 1晚。 

(二二二二) 參加本活動配對成功者參加本活動配對成功者參加本活動配對成功者參加本活動配對成功者，，，，可獲得主辦單位提供客家花布便當可獲得主辦單位提供客家花布便當可獲得主辦單位提供客家花布便當可獲得主辦單位提供客家花布便當

餐盒組餐盒組餐盒組餐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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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活動日期處於颱風季節，如遇活動地區(台東縣)發布停班或停

課通知，將於救國團台東縣團委會網站救國團台東縣團委會網站救國團台東縣團委會網站救國團台東縣團委會網站（http://ttntc.cyc.org.tw）

首頁公告取消，該活動原則順延一周。 

十一、附    註：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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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國立臺東大學教職員工對於未婚聯誼活動年國立臺東大學教職員工對於未婚聯誼活動年國立臺東大學教職員工對於未婚聯誼活動年國立臺東大學教職員工對於未婚聯誼活動 
問卷調查回應摘要分析問卷調查回應摘要分析問卷調查回應摘要分析問卷調查回應摘要分析 

一、問卷期間:103年 5月 4日-5月 16日 
二、問卷方式:線上問卷調查 
三、問卷對象:全校教職員工 
【【【【第一部份基本第一部份基本第一部份基本第一部份基本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1.請問您的職稱請問您的職稱請問您的職稱請問您的職稱 

 

2.請問您的性別請問您的性別請問您的性別請問您的性別 

 

【【【【第二部份未婚聯誼活動第二部份未婚聯誼活動第二部份未婚聯誼活動第二部份未婚聯誼活動】】】】 

 
3.請問您目前的婚姻狀況請問您目前的婚姻狀況請問您目前的婚姻狀況請問您目前的婚姻狀況？？？？ 

 

教師 15 19% 

職員 23 29% 

技工友 0 0% 

約用人員 41 52% 

男 26 33% 

女 53 67% 

未婚 43 57% 

已婚 3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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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問您是否有意願參加本校與其他公務機關聯合舉辦未婚聯誼活動請問您是否有意願參加本校與其他公務機關聯合舉辦未婚聯誼活動請問您是否有意願參加本校與其他公務機關聯合舉辦未婚聯誼活動請問您是否有意願參加本校與其他公務機關聯合舉辦未婚聯誼活動? 

 

5.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認為多少天數為宜認為多少天數為宜認為多少天數為宜認為多少天數為宜(均為例假日辦理均為例假日辦理均為例假日辦理均為例假日辦理）？）？）？）？ 

 

6.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須酌收部分費用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須酌收部分費用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須酌收部分費用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須酌收部分費用（（（（非保證金非保證金非保證金非保證金），），），），認為可接受費認為可接受費認為可接受費認為可接受費

用用用用 之上限之上限之上限之上限 

 

7.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您最希望包含哪些形式您最希望包含哪些形式您最希望包含哪些形式您最希望包含哪些形式？？？？ 

 

是 24 55% 

否 20 45% 

1天 9 31% 

2天(縣內、外) 5 17% 

以上皆可 15 52% 

500-1000元 16 55% 

1001-1500元 10 34% 

1501元以上 3 10% 

室內 

(餐會、兩性講座及 KTV 

唱歌) 

4 22% 

戶外踏青 

(含騎腳踏車等休閒活)  

11 61% 

以上皆可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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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請問您對未來規劃未婚聯誼活動，，，，是否需限制年齡是否需限制年齡是否需限制年齡是否需限制年齡？？？？ 

 

9.請問您是否願意收到請問您是否願意收到請問您是否願意收到請問您是否願意收到「「「「未婚聯誼活動未婚聯誼活動未婚聯誼活動未婚聯誼活動」」」」相關活動訊息相關活動訊息相關活動訊息相關活動訊息。。。。 

(1)jacky972@yahoo.com.tw (2)may40588@gmail.com (3)luhc@nttu.edu.tw  

(4)punny310@gmail.com (5)pinghung@nttu.edu.tw (6)h569411@yahoo.com.tw  

 

 

10.請問您有其他寶貴建議及意見請問您有其他寶貴建議及意見請問您有其他寶貴建議及意見請問您有其他寶貴建議及意見: 

(1)透過單位辦理未婚聯誼活動，不如確實實施休假制度，讓員工得以放心休假(員

工常出現有假休不到，或是加班補休的時數 6個月沒休完就遭收回)，外出交

朋友，而不是不斷的參加單位舉辦的聯誼活動，可能實質效益不高。 

(2)很好的活動 

(3)謝謝人事室的用心。 

(4)這個調查很無聊~但您們辛苦了 

(5)a.是否也可開放其他單位有正當工作人員參加，否則本校男生可能人數較少 

 b.活動主持人應該是參考選項，不應該是官方式的安排應該辦 

 

 

 
 
 
 
 
 
 
 
 
 
 

是 10 36% 

否 18 64%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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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戀南島 嬉遊史前館」 

活動行程表【附件一】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103年 8 月 9 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13:00~13:30 臺東火車站 報到 

14:00~15:30 認識妳和我：心跳 100 

16:00~17:00 認識國家寶藏：展示廳巡禮 

17:00~17:30 整裝打扮 

17:30~20:00 
愛戀即時通～緣來就是你/妳 

1.星光晚餐 2.夜光晚會 

20:00~20:45 夜間水舞表演 

21:00-23:00 

史前館 

分配床位- 

盥洗時間/星光伴我眠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103年 8月 10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07:00~08:30 史前館 晨喚：早餐時刻~後花園漫步 

08:30~10:00 戀愛巴士─前往池上  

10:00~14:00 池上清河堂 
午餐約會~ 

A.美食 DIY  B.愛戀天堂路(伯朗大道伯朗大道伯朗大道伯朗大道) 

14:00~ 期待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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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集錦集錦集錦集錦】】】】 

  

報到 認識你和我(一) 

  
認識你和我(二) 展示廳巡禮(一) 

  
展示廳巡禮(二) 愛戀即時通(一) 

  
愛戀即時通(二) 午餐約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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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約會(二) 午餐約會(三) 

  

期待再相會(一) 期待再相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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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五五五五、、、、國立國立國立國立高餐大高餐大高餐大高餐大、、、、高應大高應大高應大高應大、、、、高師大高師大高師大高師大活動成果報告活動成果報告活動成果報告活動成果報告
書書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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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六六六六、、、、國立國立國立國立高雄大學及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大學及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大學及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大學及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計計計計
畫畫畫畫書書書書 

 
103 年教育部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年教育部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年教育部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年教育部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愛戀臺灣愛戀臺灣愛戀臺灣愛戀臺灣，，，，月月月月

老傳情老傳情老傳情老傳情」」」」工作圈工作圈工作圈工作圈-南區聯誼活動實施計畫南區聯誼活動實施計畫南區聯誼活動實施計畫南區聯誼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推動『十圈十美』

計畫及教育部人事處 103年 4月11日臺人處字第

1030052663號函。 

二、目的：婚姻不是一種綑綁，而是使彼此的愛，由浪漫變成寬容。

婚戒不只是首飾而已，而是相愛的人頭上的光環，從此

兩人不再流浪，而要互相扶持、體諒，直到永遠。醉過

方知酒濃，愛過方知情重。最美最真的愛情，一生只有

一次。鑒於公教人員平時公務繁忙，不少適婚同

仁因沒有適當之機會與情境認識異性朋友，常因

此延遲婚姻大事，為營造適婚男女適當相遇之機

會，搭起友誼的橋樑，進而共組美滿的家庭，特

規劃辦理聯誼活動。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人事處 

四、主辦單位：國立高雄大學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 

五、協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農委會畜產試驗所、原能

會輻射偵測中心、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六、活動名稱、時間、地點、參加名額及費用：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每人 
費用 

參加名額 

103年 9月 5
日（星期五） 

甜蜜戀情-- 
中秋之夜 

淨園休閒農場 
600元（含保

險、門票、DIY
材料費） 

36人（男、

女各半為原

則） 
103年 9月 27 夏日戀情-- 台南鹽山、鹽 1099元（含保 36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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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六） 愛你久久 山博物館、古

都之旅、台江

國家公園 

險、門票、船

票、午餐、晚

餐、） 

女各半為原

則） 

七、參加資格： 

限 25－50歲（53年次至 78年次）大專以上學校畢業

之單身未有固定交往對象。 

八、參加對象： 

（一）各機關學校現職未婚公教員工（如人數超過以教育部

及所屬南區機關學校現職教職員工為優先參加對

象）。 

（二）財團法人機構、社團法人機構及民間私人企業機構未

婚朋友。 

（三）主辦單位得視報名實際情況及先後次序，酌予調整人

數、性別。 

九、活動內容：請詳閱附件—行程表。 

十、報名及繳費： 
（一）報名：參加者請填妥報名表，並檢附服務機關證明文檢附服務機關證明文檢附服務機關證明文檢附服務機關證明文

件件件件（（（（服務證或職員證服務證或職員證服務證或職員證服務證或職員證））））或蓋戳或蓋戳或蓋戳或蓋戳，，，，第一梯次自即日起至第一梯次自即日起至第一梯次自即日起至第一梯次自即日起至

103 年年年年 8 月月月月 25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第二梯次自即日起至第二梯次自即日起至第二梯次自即日起至第二梯次自即日起至 103 年年年年 9 月月月月

10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逕送或傳真（07-5919149）國立高雄大學人

事室。 
詢問電話詢問電話詢問電話詢問電話：：：：國立高雄大學國立高雄大學國立高雄大學國立高雄大學（（（（07））））5919141 陳主任陳主任陳主任陳主任。。。。 

（二）繳費： 

1、報名人員依報名先後順序經主辦單位確認後，符合

資格參加人員名單將由主辦單位通知繳費。 

2、參加人員請務必於接到通知後依主辦單位通知繳費

方式於 2 日內繳費，並將個人匯款收據或轉帳帳戶末

5 碼，並填註參加者機關、構、學校、姓名、連絡電

話於空白 A4 紙上，傳真或至主辦單位傳真或至主辦單位傳真或至主辦單位傳真或至主辦單位：：：：07-591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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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電子郵件至電子郵件至電子郵件至電子郵件至：chao@nuk.edu.tw，，，，俾憑核對，未如期繳

費者，將由候補人員遞補之。 

3、匯款（轉帳）相關資料： 

   匯款銀行：第一銀行新興分行（一銀總代號：007） 

   帳    號：703-10-160671 

   戶    名：鴻翊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4、參加人員繳費後，若有特殊原因無法出席者，依交

通部觀光局 100年 1月 17日觀業字第 0990044124號

函修正發布之國內旅遊定型化契約書規定辦理。活動

舉辦前 10日（不含活動日）告知主辦單位，得予全

額退費；活動舉辦前 4日至 9日告知者，賠償費用百

分之三十；活動舉辦前 1 日至 3日告知者，賠償費用

百分之七十；活動當日以後告知者，賠償費用百分之

百，亦不得私自覓人代理參加。退費時如以匯款方式

辦理者，收取匯費 30元。 

（三）參加名單除由主辦單位通知繳費外參加名單除由主辦單位通知繳費外參加名單除由主辦單位通知繳費外參加名單除由主辦單位通知繳費外，，，，未列入參加名單未列入參加名單未列入參加名單未列入參加名單

者者者者，，，，因人數眾多因人數眾多因人數眾多因人數眾多，，，，不另個別通知不另個別通知不另個別通知不另個別通知，，，，名單均由主辦單位名單均由主辦單位名單均由主辦單位名單均由主辦單位

保密保密保密保密，，，，不對外公布不對外公布不對外公布不對外公布。。。。 

十一、報到時間、地點： 

   第一梯次： 
（一）報到時間：103年 9 月 5日（星期五）下午 1 點。 
（二）報到地點：高雄市小港區明聖街 135巷 10弄 12號。 
  第二梯次 
（一）報到時間：103年 9 月 27日（星期六）上午 8 點。 
（二）報到地點：高鐵左營站 2號出口下（搭往墾丁公車站）。 

十二、報名參加聯誼活動者個人資料，相關人員應確實遵守

電腦處理及個人資料保護法，不得洩漏或供其他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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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注意事項： 

（一）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如身分證、駕照、

健保卡）以備查驗，未攜帶者，主辦單位保留當事

人參加與否之權利；個人資料如有虛偽不實者，須

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二）活動當日除天然災害當地宣佈停止上班上課順延舉

行外，一 

律風雨無阻照常舉行。 

  （三）活動報名人數未達 30人者，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

延期或取消 

本次活動。 

  （四）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補充規定之。 
十四、洽詢電話： 

（一）國立高雄大學：07-5919141陳主任 
  （二）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 07-3800089轉 8410何主任或 8415黃
小 
         姐。 

  （三）鴻翊旅行社 0928736127林經理（匯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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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103 年南區年南區年南區年南區「「「「愛戀臺灣愛戀臺灣愛戀臺灣愛戀臺灣，，，，月老傳情月老傳情月老傳情月老傳情」」」」 
未婚未婚未婚未婚聯誼活動行程表聯誼活動行程表聯誼活動行程表聯誼活動行程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夏日戀情—愛你久久 

活動日期：103年 9 月 27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台南鹽山博物館、台江風景區、古都之旅 

主辦單位：國立高雄大學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 
連絡人：（（（（07））））5919141 陳陳陳陳主任主任主任主任、、、、07-3800089 轉轉轉轉 8410 何主任或何主任或何主任或何主任或 8415

黃小姐黃小姐黃小姐黃小姐 
時  間 活動行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08：00~ 08:10 巧遇 有緣千里來相會 
高鐵左營站 2號出口

下（搭往墾丁公車

站）。 

09:10~10:00 邂逅 很高興認識你 專車 

10:00~11:30 甜蜜戀情 台南鹽山、鹽山博物館 參觀鹽山及博物館 

11:30~13:30 溫馨時刻 夏日美食饗宴 烤蚵特餐 

13:30~ 14:30 多點溫情 前往台江國家公園 專車 

14：30~16：30 夏日戀情 愛之船--愛你久久 四草愛之船 

16：30~17：00 古都之旅 搭起友誼的橋樑 延平老街 

17：00~18：00 
人約黃昏

後 
晚餐的約會 餐廳 

18:00~19：00 真情告白 期待再相會 專車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1099元整（愛你久久）（含保險、門票、

船票、午餐、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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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戀臺灣，月老傳情」南區聯誼活動報名表 
活動名稱：夏日戀情—愛你久久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女    □男 
出生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限 53

年次至 78年次) 

服務機關： 現任職稱： 

學歷：□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飲食 □葷：□素食 

婚姻狀況 
□未婚  □離異  □喪偶  （婚姻存續中、同居或已有婚約

者，不符合參加資格） 

興趣嗜好：□戶外旅遊 □藝文欣賞 □科技新知 □健體運動  □其他     

             （可複選) 

聯絡電話：（公）           （家）            手機：              

傳真：            E－MAIL ：                         

（本欄務必填寫詳細清楚，並可即時連絡本人，如因未填寫導致無

法通知繳費請自行負責） 

本報名表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係作為保險、活動手冊及

活動聯繫等與本次活動相關事相之用。各填表簽名之報名人員，同

意提供本表之個人資料於辦理本活動之相關單位，並同意於前開說

明範圍內處理及利用此等個人資料。簽名： 

活動時間、地點、費用及活動內容如下：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每人 
費用 

參加名額 

103年9月27
日（星期六） 

夏日戀情

-- 
愛你久久 

台南鹽

山、鹽山

博物館、

古都之

旅、台江

國家公園 

1099元（含保

險、門票、船

票、午餐、晚

餐、） 

36人（男、

女各半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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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通知方式以 E –MAIL 為主，請於活動前留意 E－MAIL 信箱。

必要時以手機簡訊通知。 

備註： 
1.報名請檢附服務機關證明文件（服務證或職員證）影本或經服務機
關人事單位蓋章戳證明。報名人員應保證其婚姻狀態為未婚，如有
不實，報名人員應負法律責任，主辦機關不負查證責任。 
2.報名資料由主辦單位妥善保存保密。 
3.報名成功者除由主辦單位通知繳費外，未列入參加名單者，不另行
通知。 
4.參加人員請務必於接到通知後 3日內繳費，並將個人匯款收據或轉
帳帳戶末 5碼，並填註參加者機關、構、學校、姓名、連絡電話於
空白 A4 紙上，傳真或至主辦單位傳真或至主辦單位傳真或至主辦單位傳真或至主辦單位：：：：07-5919149 或電子郵件至電子郵件至電子郵件至電子郵件至：
chao@nuk.edu.tw，，，，俾憑核對，未如期繳費者，將由候補人員遞補之。 
5. 參加人員繳費後，若有特殊原因無法出席者，依交通部觀光局 100
年 1月 17日觀業字第 0990044124號函修正發布之國內旅遊定型化
契約書規定辦理。活動舉辦前 10日（不含活動日）告知主辦單位，
得予全額退費；活動舉辦前 4日至 9日告知者，賠償費用百分之三
十；活動舉辦前 1日至 3日告知者，賠償費用百分之七十；活動當
日以後告知者，賠償費用百分之百，亦不得私自覓人代理參加。退
費時如以匯款方式辦理者，收取匯費 30元。 

匯款（轉帳）相關資料： 

匯款銀行：第一銀行新興分行（一銀總代號：007） 

帳    號：703-10-160671 
戶    名：鴻翊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詢問電話：國立高雄大學 07-5919141陳主任、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

07-3800089轉 8410何主任、8415黃小姐、鴻翊旅行社

0928736127林經理（匯款部分）。 
服務證影本—正面 服務證影本—反面 

附註：未附服務機關、構、學校服務證明者，須由該服務機關、構、

學校人事單位蓋章戳證明報名人員確為所屬人員及資料之正確性，如

有不實，須負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