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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推動工作圈名稱： 

愛戀台灣月老傳情工作圈-南區 

貳、圈長 

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陳主任昭偉 

參、圈員 

國立台南大學人事室張主任丁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人事室李主任朝政 

國立聯合大學人事室鄭主任道隆 

國立臺東大學人事室曾主任展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事室黃主任慶豐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人事室林主任忠孝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人事室朱主任筱麗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人事室張主任正林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人事室王主任鳳蘭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人事室何組長主美 

肆、工作內容及執行要項 

一、議題及目標 

（一）議題選定： 

1.依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生育婦女平均年齡往

後延，1985 年生育年齡 20 到 24 歲、2009 年延後至 30 到 31

歲；另外，未婚女性尚未結婚的主因是「還沒有遇到合適的對

象」。另出生通報統計資料，2008年嬰兒出生數 19萬 6,373人，

2009年出生數降到 19萬 2,465人，2010年適逢虎年及 2008年

孤鸞年結婚人數減少，嬰兒出生數大幅降低到 16萬 6,628人，

台灣出生數創下新低紀錄。又據國健局婦幼及生育保健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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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蔚綱 13 日表示，生育率下降主要與晚婚有關。由於教育普

及，女性平均教育年數普遍延長，也使得結婚年齡逐漸延後，

此為造成適婚年齡不婚之情形。 

2.根據國健局針對 20到 49歲 1,424名未婚婦女所做的調查，發現

44%有結婚意願；不過，尚未結婚的主要原因(可複選)，主要

是「還沒有遇到合適的對象」佔 46%、「還沒有經濟基礎」佔

44%、「尚未達適婚年齡」佔 22%。調查也發現，未婚婦女認為

結婚最重要的理由，主要是「結婚使人一生中有人可以互相照

顧」佔 55%，其次是「結婚帶來經濟保障」。 

3.從上述資料顯示，適婚年齡中之男女，大部分的人仍然想要結婚，

只是尚未找到合適的對象及還沒有經濟基礎為兩大主因，因此

如何促成適婚男女找到合適的對象，為本工作圈主要的議題。 

（二）目標 

1.透過舉辦「愛戀台灣，月老傳情」南部地區活未婚聯誼活動，提

供（1）教育部所屬南部地區機關、學校（2）中央部會所屬機關、

學校（3）地方機關、學校等公教人員正常交友管道。 

2.透過活動設計搭建完美的愛情橋樑：活動內容包括相見歡、為愛

傳情、午後的邂逅、相遇在國境之南、情繫溫泉鄉、情愛情攬車、

緣來一線牽、幸福來相會等，搭建完美的愛情橋樑。 

二、辦理單位及活動內容 

（一）有關主辦單位及活動內容經提本工作圈第 1次會議決定如下： 

1.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如下： 

主辦單位：總策劃由國立高雄大學擔任 

第 1梯次：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辦理 

第 2梯次：國立高雄大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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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梯次：國立高雄大學辦理 

        協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高雄

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餐旅

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台東大學、國立聯合大學，並邀請南部地區國

立高中職校、中央或地方部分機關學校協助辦理。 

      2.辦理梯次及活動內容： 

經提本工作圈第 1次會議決定如下： 

活動名稱、時間、地點、參加名額： 

梯

次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參加名額 

一 
相遇在國境

之南 

100年 6

月 12日 

墾丁悠活麗

緻渡假村 

40人（男、女各

20人為原則） 

二 
情繫溫泉鄉

--愛之旅 

100年 7

月 15日

至 16日 

台東知本溫

泉 

80人 (男、女生各

40人為原則) 

三 
七夕傳情—

愛情纜車 

100年 8

月 19日

至 20日 

南投日月

潭、九族、

東埔 

80人 (男、女生各

40人為原則) 

三、確定工作圈小組人員編組、分工、活動內容及進度 

（一）確定工作圈小組人員編組及分工 

本工作圈分組及分工情形如下列名冊： 

組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分工 

教育部人事處 處長 陳國輝 上級指導長官 

教育部人事處 專門委員 黃靜華 上級指導長官 

教育部人事處 科長 陳惠娟 上級指導長官 

教育部人事處 專員 姚佩芬 上級指導長官 

 

上 級

指 導

小  組 

教育部人事處 科員 翁敏浩 上級指導長官 

 

 

工 作

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 主任 陳昭偉 1. 圈長 

2. 主辦第 2梯次及第 3

梯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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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人事室 

主任 王鳳蘭 主辦第 1梯次活動 

國立臺東大學人事室 主任 曾展傑 主辦第 1次工作圈會議 

小  組 

國立聯合大學人事室 主任 鄭道隆 主辦第二次工作圈會議 

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 主任 張丁財 協助工作圈各梯次活動

報名及宣導，並提供辦

理意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人事室 

主任 李朝政 協助工作圈各梯次活動

報名及宣導，並提供辦

理意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人事室 

組長 

 

何主美 協助工作圈各梯次活動

報名及宣導，並提供辦

理意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主任 黃慶豐 協助工作圈各梯次活動

報名及宣導，並提供辦

理意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人事室 

主任 朱筱麗 協助工作圈各梯次活動

報名及宣導，並提供辦

理意見。 

 

 

 

推 動

小  組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人事

室 

主任 張正林 協助工作圈各梯次活動

報名及宣導，並提供辦

理意見。 

四、召開工作圈會議檢討活動內容 

本工作圈依作業時程甘特圖規劃，分別於 100年 5月及 6月各召開 1次

會議，有關本工作圈會議召開情形如下： 

會 議 名 稱 時 間 地 點 研 討 重 點 

愛 戀 台 灣

月 老 傳 情

工作圈 -南

區 工 作 圈

第 1次會議 

100.05.30 國立臺東大學 

1. 確定工作圈計畫、研討活動

內容及辦理梯次。 

2. 確定各梯次辦理單位。 

3. 確定本工作圈成員分工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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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戀 台 灣

月 老 傳 情

工作圈 -南

區 工 作 圈

第 2次會議 

100.6.02 國立聯合大學 

1. 研討各梯次報名人數如何加

強推動。 

2. 各梯次路線規劃。 

3. 活動內容設計。 

五、實施計畫：愛戀台灣月老傳情工作圈-南區實施計畫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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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 3月 15日臺人處字第 1000040753A號

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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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指導單位：教育部人事處 

4.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大學（總策劃） 

第 1梯次：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第 2梯次：國立高雄大學 

第 3梯次：國立高雄大學 

5.協辦單位：本工作圈各圈員機關學校（國立成功大學、國立高雄

應用科技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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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屏

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國立台東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並邀請南部地區國立高中職校、中央

或地方部分機關學校協助辦理。 

6.活動名稱、時間、地點、參加名額及費用： 

梯

次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每人 

費用 
參加名額 

一 
相遇在國境

之南 

100年 6

月 12日 

墾丁悠活麗

緻渡假村 
1200元 

40人（男、女各

20人為原則） 

二 
情繫溫泉鄉

--愛之旅 

100年 7

月 15日

至 16日 

台東知本溫

泉 
2500元 

80人 (男、女生各

40人為原則) 

三 
七夕傳情—

愛情纜車 

100年 8

月 19日

至 20日 

南投日月

潭、九族、

東埔 

2600元 
80人 (男、女生各

40人為原則) 

7.參加人員： 

（1）教育部及所屬南區機關學校現職教職員(含嘉義縣、市、台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為優先，並歡迎其他縣市公教同

仁參加。 

（2）歡迎政府機關、公、私立大學校院、學術或醫療衛生機構、

財團法人機構、社團法人機構、上市櫃民營公司等之專任同

仁參加。 

（3）限 25－50歲（50年次至 75年次）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之單身

貴族。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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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活動內容：  

第一梯次：（詳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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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詳如附件 2）。 

第三梯次：（詳如附件 3）。 

9.本工作圈網址：http://www.person.nuk.edu.tw/person/ 

      （「愛戀台灣-月老傳情（南區）專區」查詢活動相關訊息、系統報

名及報名表下載） 

10.報名及繳費： 

（1）報名：參加者請填妥報名表（如附件 4），並檢附服務機關

證明文件（服務證或職員證），第 1 梯次於 100 年 5 月 25

日前，第 2梯次於 100年 6月 15日前，第 3梯次於 100年

7月 5日前，逕送或傳真（07-5919149）國立高雄大學人事

室或逕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但第 1 梯次可逕送或傳真

（08-7237518）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報名。另請於活動當

日攜帶服務機關證明文件(服務證或職員證)或身分證正

本，俾憑核對。亦可至國立高雄大學報名系統報名：進入活

動報名系統網站（https:// www.person.nuk.edu.tw/person/）連

結至專區行動報名區後鍵入姓名、e-mail、身份證字號等後

登入報名。 

詢問電話：第 1 梯次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08）7238700

轉 2800王主任、曾小姐；第 2、3梯次國立高雄

大學（07）5919141陳主任、（07）5919479胡小

姐。 

（2）繳費：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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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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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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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內繳費，並將收據浮貼於空白 A4紙上並填註參加者機

關（學校）、姓名、連絡電話及梯次，影印傳真或電子郵件

至主辦單位，第 1 梯次傳真 08-7237518 或 e-mail：

anne@npic.edu.tw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人事室，第 2、3

梯次傳真 07-5919149或 e-mail：chao@nuk.edu.tw國立高雄

大學人事室，俾憑核對，未如期繳費者或未傳真者，將由

候補人員遞補之。 

c.參加人員繳費後，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出席者（不得更改梯

次），應於活動舉辦前 7日告知主辦單位，方得辦理退費(扣

除必要手續費用)，如逾期告知者，不予退費，亦不得私自

覓人代理參加。 

（3）參加名單除由主辦單位通知繳費外，未列入參加名單者，亦

個別通知，名單均由主辦單位保密，不對外公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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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為增加未婚同仁認識異性朋友及締結良緣的機會，本工作圈範

圍內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得再分地區辦理未婚聯誼活動，並提

供活動成果，由本工作圈彙整。 

13.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由主辦單位補充規定之。 

 

六、活動情形 

    （一）第一梯次： 

          第 1 梯次係由國立屏東商業術學院人事室主辦，於 100 年 6 月 12

日舉行，活動地點位於臺灣南部渡假聖地墾丁—悠活渡假村，活

動內容設計委請中國青年服務社辦理。當日參加人員計 38人，每



 10 

人費用計新台幣 1200元。當日活動內容包括相見歡、美味關係、

悠活午餐、聯誼與團康活動、關山賞景等，參加人員均能良好互

動，認識新朋友詳如下表： 

100年南區「愛戀臺灣，月老傳情」第 1梯次聯誼活動行程表 

◎活動名稱：相遇在國境之南 

活動日期：100年 6月 12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屏東墾丁悠活麗緻渡村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連絡人：（08）7238700轉 2800王主任、曾小姐 

時  間 活動行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07：30~~ 

08:00 
巧遇 有緣千里來相會 屏商技大門口 

08:00~~ 

10:00 
邂逅 很高興認識你 愛情巴士 

10:00~~ 

11:30 
美味關係 

公主與王子的對話-麵包 DIY

活動 

墾丁悠活麗緻

渡假村 

11:30~~ 

13:00 
溫馨時刻 美食饗宴 

墾丁悠活麗緻

渡假村 

13:30~~ 

14:30 
溫馨滿屋 搭起友誼的橋樑（聯誼活動） 

墾丁悠活麗緻

渡假村 

14:30~~ 

16:00 
林間小路 

有你（妳）愛相隨（步道賞

景、落日景觀） 
關山步道 

16：

30~~18：

30 

戀愛直達車 真情告白-期待再相會 愛情巴士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1200元整（含車資、保險、DIY套裝行程、中餐） 

 

    （二）第 2梯次： 

          第 2梯次係由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主辦，活動地點位於臺灣東部溫

泉渡假聖地知本—統茂飯店舉行，活動內容由資深救國團義工擔

任。當日參加人員計 36人，每人費用計新台幣 2500元。當日活動

內容包括巧遇、邂逅、午餐的約會、第一類接觸、有伴相隨、

相約黃昏後、甜蜜的時光、情繫溫泉鄉、緣來在這裡、戀愛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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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車等，參加人員均能良好互動，認識新朋友，詳如下表： 

100年南區「愛戀臺灣，月老傳情」第 2梯次聯誼活動行程表 

◎活動名稱：情繫溫泉鄉—愛之旅 

活動日期：100年 7月 15日（星期五）至 16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台東知本溫泉 

主辦單位：高雄大學、台東大學 

連絡人：（07）5919141陳主任、（07）5919479胡小姐 

日期 時  間 活動行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07：40~08:00 巧遇 有緣千里來相會 高大校門口 

08：00~11:30 邂逅 相逢即是有緣 愛情巴士 

11：30~13:30 午餐的約會 美食饗宴 
布農部落休閒

農場 

13：30~16：00 第一類接觸 認識彼此 
布農部落休閒

農場 

16：00~17:30 有伴相隨 在那舒適的地方 統茂大飯店 

17：00~18:30 相約黃昏後 美食饗宴 統茂大飯店 

18：30~21:30 甜蜜的時光 相約泡湯去 統茂大飯店 

7月

15日

（星

期

五） 

22：00~ 情繫溫泉鄉 夢見妳和我 統茂大飯店 

07：00~08:30 晨呼萬喚 早起的人兒有餐吃 統茂大飯店 

08：30~12：00 緣來在這裡 單車妳和我-愛相隨 琵琶湖 

12：00~13：30 午餐的約會 美食饗宴 中華料理 

7月

16日

（星

期

六） 13：30~16：30 戀愛直達車 真情告白-期待再相會 愛情巴士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2500元整（含車資、保險、套裝行程、用餐、

住宿） 

（二）第 3梯次： 

        第梯次係由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主辦，活動地點位於臺灣中部美景日

月潭、九族及東埔溫泉舉行，活動內容由資深救國團義工擔任。當

日參加人員計 38 人，每人費用計新台幣 2600 元。當日活動內容包

括巧遇、邂逅、午餐的約會、山間小路、有伴相隨、相約黃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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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時光、進入夢鄉、再一次的邂逅、愛情纜車、幸福時光、

戀愛直達車等，參加人員均能良好互動，認識新朋友，詳如下表： 

100年南區「愛戀臺灣，月老傳情」第 3梯次聯誼活動行程表 

◎活動名稱：七夕傳情—愛情纜車 

活動日期：100年 8月 5日（星期五）至 6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東埔、九族、日月潭 

主辦單位：高雄大學 

連絡人：（07）5919141陳主任、（07）5919479胡小姐 

日期 時  間 活動行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07：40~08:00 巧遇 有緣千里來相會 高大校門口 

08：00~11:30 邂逅 相逢即是有緣 愛情巴士 

11：30~13:30 午餐的約會 美食饗宴 中華料理 

13：30~15：00 山間小路 漫步在林野之間 
八通關、父子斷

涯 

16：00~17:30 有伴相隨 在那舒適的地方 
沙里仙渡假飯

店 

17：00~18:30 相約黃昏後 美食饗宴 
沙里仙渡假飯

店 

18：30~21:30 甜蜜的時光 七夕傳情 
沙里仙渡假飯

店 

8月

19日

（星

期

五） 

22：00~ 進入夢鄉 夢見妳和我 
沙里仙渡假飯

店 

07：00~08:00 
晨呼萬喚 早起的人兒有餐吃 

沙里仙渡假飯

店 

08：00~10:00 再一次的邂

逅 
談心時刻 愛情巴士 

10：00~12：00 愛情纜車 鍾情日月潭 日月潭風景區 

12：00~13：30 午餐的約會 美食饗宴 中華料理 

13：30~15：30 
幸福時光 

相約在九族-有你（妳）

真好 
九族文化村 

8月

20日

（星

期

六） 

15：30~18：30 戀愛直達車 真情告白-期待再相會 愛情巴士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2600元整（含車資、保險、套裝行程、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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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七、績效評估 

（一）目標達成率 

      本工作圈辦理三梯次，參加人數為第 1梯次 35人、第 2梯次 36人、第

3梯次 38人，合計 109人，在各機關學校舉辦相關活動中，屬參加人

員較多者，績效尚稱卓著，且於活動中，參加人員互動情形良好，已

灑下愛情的幼苗，期待開花結果。 

（二）有形效益 

1.舉辦「愛戀台灣，月老傳情」南部地區活動，搭起愛的橋樑： 

（1）結合救國團資深義工等專業團隊，舉辦「愛戀台灣，月老傳情」

南部地區活未婚聯誼活動，預定辦理三梯次，每梯次二天一夜，

參加對象為：1 教育部所屬南部地區機關、學校 2.中央部會所屬

機關、學校 3.中央與地方機關、學校。 

（2）活動內容包括：相見歡、為愛傳情、午後的邂逅、舞夜情意、緣

來一線牽、幸福來相會等，搭建完美的愛情橋樑。 

2.舉辦心靈享宴：結合南部地區大學校院諮商輔導中心，邀請婚姻專

家，面對面溝通有關婚前、婚後應注意的事項與心靈的啟發。 

3.舉辦家庭幸福講座：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家庭幸福經營之鎖如何打

開、家庭理財等，深入的探討，營造美滿的婚姻。 

4.透過上述活動，讓參加者覺得結婚真好： 

（1）一起旅行很甜蜜：一個人旅行雖然可做自已想做的事，但二人旅

行多了一個人照顧，別有一番風味。 

（2）可以有自己的家：兩個人的天地，享受愛的歡愉。 

（3）經濟上，兩個人比一個人有安全感：可創造 1加 1大於 2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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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兩人分擔家事：共同享受愛的生活。 

（5）婚姻讓你知道穩定的代價：日復一日的例行公事，看似枯燥無味，

比起大風大浪後的死寂， 還是略勝一籌：穩定，幫助你學習尋

找並珍惜當下的快樂。 

（6）婚姻給人單身沒有的麻煩，也給人單身沒有的喜悅：當然某些單

身的自由自在，在婚姻中難能擁有；婚姻中的豐富深刻，單身也

難以想像。 

（7）婚或不婚是很私人的決定，任何人都能給你意見，卻不一定有誰

的意見會適合你。  

（8）如果你能在以上所列出的清單中找到你渴望從婚姻中得到的事

物，也許該做的不是刻意逃避婚姻以免受傷害，而是花更多心思

準備自己，儘可能做好萬全準備以便面對各種成長的挑戰。 

（9）也許，結不結婚，你都會後悔，只是沒有人能向你證明婚姻會不

會為你帶來幸福，你得自己向自己證明：你有能力學習創造幸福。 

八、檢討與改進 

    為了以後辦好未婚聯誼活動，經檢討下列幾點供改進之參考： 

（一）及早訂定施行計畫與行程：對於預定參加人數及辦理梯次必須於

活動開始前三個月訂定計畫，以變有充裕的時間報名及相關作業。 

（二）慎選參加者及男女之比率：必須考量參加者之職業及素質相當者，

避免參加者之間與理想情人差距太遠，如以公教人員參加之活

動，則以公教人員為優先。另報名時注意男女比率儘可能 1 比 1，

若無法精確亦不可差距太多，如差距以不超過 5個為限。 

（三）活動設計及活動帶領者需具相關未婚聯誼活動經驗者：活動能否

成功，對活動設計及活動帶領者為關鍵要素，能否把活動帶起來

達到聯誼效果，端賴活動帶領者之活動內容與臨場應變，需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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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者始競其功。 

（四）面臨少子化的衝擊，建議各機關學校舉辦未婚聯誼活動，使未婚

及想晚婚者能體認少子化的衝擊，在經濟許可情況下，特別是公

教人員，而能找到合適的對象，生兒育女，降低人口失衡及老年

化時代的問題。 

九、經驗分享 

    近年來「少子化的問題」為現今社會帶來許多的憂慮，隨著台灣經

濟型態轉型及價值觀的改變，愈來愈多人少生孩子或根本不生孩子。台

灣人對幼兒觀念由以往的「多子多孫多福氣」到現今的「一個不嫌少，

兩個剛剛好」的轉變，由此可見生育率日趨減少的現象。而生育率低是

先進國家普遍的趨勢，主要原因不外乎，現代人生活壓力大，教養小孩

費用高，以及自主意識抬頭，導致晚婚、不婚或頂客族越來越多。少子

化風氣的形成，背後必然隱含了複雜的社會現象，深究起來包括不

婚、晚婚、晚產、不育、少生、不生等因素。但這都只是一些浮面

的表徵，真正導致少子化的原因，還是年輕人對於撫育下一代的意

願降低。  

本來人類生兒育女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隨著科技文明進步，

人類可以控制生育以後，聽天由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人類開始掌握

自己的命運，設法努力尋求更美好的生活。由於現在年輕人組成小

家庭後，不論在經濟與精力各方面，都不足以照顧二個小孩，所以

為了維持生活品質，自然會選擇不生或少生，來控制小孩數目。但

是，當一個社會的生育率低於人口替代水準時，未來人口將愈來愈

少，台灣正面臨此一現象，可能要下一代為人口「失衡」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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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臨少子化的衝擊，本工作圈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未婚及想晚婚

者能體認少子化的衝擊，而能找到合適的對象生兒育女，降低人口失衡

及老年化時代的問題。 

 

伍、結  論 

   婚姻，它並不是一張證書，證書也並不意味著是一種保證。婚姻如果

單靠一張紙來想要維繫，那並不是婚姻的意義。事實上，不管你用上多

麼高級的紙張或寫著多麼高雅優美的字句。甚至於富有羅曼蒂克的詩句

燙上金字，那都與婚姻本質無關。 

婚姻本身是一個洞，因此要由你來精心的經營，要由你去填滿它，

否則，只是活在一個幻象裡，並不實際，它只會給你帶來失望及痛苦。 

只有愛能充滿那個空，你的婚姻必須擁有那份愛的包容及接受性。

在你的愛心之下，你的婚姻才能夠持久而且愉快。愛有它本身的美，一

旦你把婚姻帶入你的生命裡，那麼，你應該給予它愛的滋潤。如果你在

裡面，試著使它不要成為你的禁錮，那麼愛是必須的。如果你是在外面，

也要有相同的了解。 

愛是一種活生生的現象，唯有藉著愛才能使婚姻呈現出朝氣；唯有

愛的存在，婚姻才能存活著。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透過心靈的過程，一

切美好的事物都是一個發生，你無法計劃或預期，由計劃所達成的是好

的，但是不夠美好。 

有愛的婚姻才值得慶祝，我們希望透過未婚聯誼活動，搭起愛情的

橋樑，建立美好的婚姻觀，享受婚姻的生活，組織美滿的家庭，不但只

是傳宗接代，而是享受其中，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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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檢附工作圈業務檢討會議紀錄、建議表問卷及彙整表，以及活動照

片等佐證資料 

（一）工作圈作業時程甘特圖 

（二）實施計畫 

（三）第一次會議紀錄 

（四）第二次會議紀錄 

（五）工作圈會議活動照片 

（六）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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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一一））））工作圈作業時程甘特圖： 

預定完成月份 

 

工作項目 

100年 5月 100年 6月 100年 7月 100年 8月 100年 9月 

確定工作圈小組人

員編組、分工、研究

內容及進度 

  

   

召開工作圈會議及

計畫執行、修正 

  

   

目標與計畫擬定 

  

   

辦理聯誼活動  

 

   

擬定工作圈成果報

告（草案） 
 

 

 

 

 

完成工作圈成果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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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實施計畫： 

10010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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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老傳月老傳月老傳月老傳

情情情情」」」」工作圈工作圈工作圈工作圈-南南南南區區區區聯誼活動實施計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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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3 月 15 日臺人處字第

10000407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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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策劃） 

第 1 梯次：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第 2 梯次：國立高雄大學 

第 3 梯次：國立高雄大學 

五、協辦單位：本工作圈各圈員機關學校（國立成功大學、國立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高雄第

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餐旅

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

院、國立台東大學、國立金門大學），並邀請南部

地區國立高中職校、中央或地方部分機關學校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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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辦理。 

六、活動名稱、時間、地點、參加名額及費用： 
梯

次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每人 

費用 
參加名額 

一 
相遇在國境

之南 

100 年 6

月 12 日 

墾丁悠活麗

緻渡假村 
1200 元 

40 人（男、女各

20人為原則） 

二 
情繫溫泉鄉

--愛之旅 

100 年 7

月 15 日

至 16 日 

台東知本溫

泉 
2500 元 

80 人 (男、女生

各 40人為原則) 

三 
七夕傳情—

愛情纜車 

100 年 8

月 19 日

至 20 日 

南投日月

潭、九族、

東埔 

2600 元 
80 人 (男、女生

各 40人為原則) 

七、參加人員： 

（一）教育部及所屬南區機關學校現職教職員(含嘉義縣、市、

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為優先，並歡迎其他縣

市公教同仁參加。 

（二）歡迎政府機關、公、私立大學校院、學術或醫療衛生機構、

財團法人機構、社團法人機構、上市櫃民營公司等之專任

同仁參加。 

（三）限 25－50 歲（50 年次至 75 年次）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之

單身貴族。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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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活動內容：  

第一梯次：（詳如附件 1）。 

第二梯次：（詳如附件 2）。 

第三梯次：（詳如附件 3）。 

九、本工作圈網址：http://www.person.nuk.edu.tw/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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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戀台灣愛戀台灣愛戀台灣愛戀台灣----月老傳情月老傳情月老傳情月老傳情（（（（南區南區南區南區））））專區專區專區專區」查詢活動相關訊息、

系統報名及報名表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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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檢附服務機關證明文件檢附服務機關證明文件檢附服務機關證明文件（（（（服服服服

務證或職員證務證或職員證務證或職員證務證或職員證）））），，，，第第第第 1111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於於於於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第第第第 2222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於於於於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第第第第 3333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於於於於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

前前前前，，，，逕送或傳真（07-5919149）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或逕

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但第 1梯次可逕送或傳真

（08-7237518）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報名。另請於活動

當日攜帶服務機關證明文件(服務證或職員證)或身分證

正本，俾憑核對。亦可至國立高雄大學報名系統報名：進

入活動報名系統網站（https:// 

www.person.nuk.edu.tw/person/）連結至專區行動報名

區後鍵入姓名、e-mail、身份證字號等後登入報名。 

詢問電話詢問電話詢問電話詢問電話：：：：第第第第 1111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屏東商業技術學院（（（（08080808））））7238700723870072387007238700

轉轉轉轉 2800280028002800 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曾小姐曾小姐曾小姐曾小姐；；；；第第第第 2222、、、、3333 梯次國立梯次國立梯次國立梯次國立

高雄大學高雄大學高雄大學高雄大學（（（（07070707））））5919141591914159191415919141 陳主任陳主任陳主任陳主任、、、、（07）5919479

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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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內繳費，並將收據浮貼於空白 A4 紙上並填註參加

者機關（學校）、姓名、連絡電話及梯次，影印傳真影印傳真影印傳真影印傳真或電或電或電或電

子郵件子郵件子郵件子郵件至主辦單位至主辦單位至主辦單位至主辦單位，，，，第第第第 1111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00008888----7237518723751872375187237518 或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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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npic.edu.tw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第第第第 2222、、、、3333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07070707----5919149591914959191495919149 或 e-mail：chao@nuk.edu.tw 國立高雄大國立高雄大國立高雄大國立高雄大

學人事室學人事室學人事室學人事室，，，，俾憑核對，未如期繳費者或未傳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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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更改

梯次），應於活動舉辦前 7 日告知主辦單位，方得辦理退

費(扣除必要手續費用)，如逾期告知者，不予退費，亦不

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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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參加名單者未列入參加名單者未列入參加名單者未列入參加名單者，，，，

亦個別通知亦個別通知亦個別通知亦個別通知，，，，名單均由主辦單位保密名單均由主辦單位保密名單均由主辦單位保密名單均由主辦單位保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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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報到時間： 

第 1 梯次：活動當日上午 7點 30 至 8 點。 

第 2、3梯次：活動當日上午 7 點 40 分至 8點。 

（二）報到地點： 

        第 1 梯次：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校門口前（屏東市民

生東路 51 號）。 

第 2、3梯次：國立高雄大學校門口（高雄市楠梓區高

雄大學路 7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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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為增加未婚同仁認識異性朋友及締結良緣的機會，本工作

圈範圍內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得再分地區辦理未婚聯誼

活動，並提供活動成果，由本工作圈彙整。 

十四、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由主辦單位補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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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南南南南區區區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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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梯次梯次梯次梯次聯聯聯聯

誼活動行程表誼活動行程表誼活動行程表誼活動行程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相遇在國境之南相遇在國境之南相遇在國境之南相遇在國境之南 

活動日期：100年 6月 12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屏東墾丁悠活麗緻渡村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連絡人：（（（（08））））7238700轉轉轉轉 2800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曾小姐曾小姐曾小姐曾小姐 

時  間 活動行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07：30~~ 08:00 巧遇 有緣千里來相會 
屏商技大

門口 

08:00~~ 10:00 邂逅 很高興認識你 愛情巴士 

10:00~~ 11:30 美味關係 公主與王子的對話-麵包 DIY活動 

墾丁悠活

麗緻渡假

村 

11:30~~ 13:00 溫馨時刻 美食饗宴 

墾丁悠活

麗緻渡假

村 

13:30~~ 14:30 溫馨滿屋 搭起友誼的橋樑（聯誼活動） 

墾丁悠活

麗緻渡假

村 

14:30~~ 16:00 林間小路 
有你（妳）愛相隨（步道賞景、落日景

觀） 
關山步道 

16：30~~18：30 
戀愛直達

車 
真情告白-期待再相會 愛情巴士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1200 元整（含車資、保險、DIY 套裝行程、中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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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100100100100 年南年南年南年南區區區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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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2梯次梯次梯次梯次聯聯聯聯

誼活動行程表誼活動行程表誼活動行程表誼活動行程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情繫溫泉鄉情繫溫泉鄉情繫溫泉鄉情繫溫泉鄉—愛愛愛愛之旅之旅之旅之旅 

活動日期：100年 7月 15日（星期五）至 16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台東知本溫泉 

主辦單位：高雄大學、台東大學 

連絡人：（07）5919141陳主任、（07）5919479胡小姐 

日期 時  間 活動行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07：40~08:00 巧遇 有緣千里來相會 高大校門口 

08：00~11:30 邂逅 相逢即是有緣 愛情巴士 

11：30~13:30 午餐的約會 美食饗宴 
布農部落休閒

農場 

13：30~16：00 第一類接觸 認識彼此 
布農部落休閒

農場 

16：00~17:30 有伴相隨 在那舒適的地方 統信大飯店 

17：00~18:30 相約黃昏後 美食饗宴 統信大飯店 

18：30~21:30 甜蜜的時光 相約泡湯去 統信大飯店 

7月

15日

（星

期

五） 

22：00~ 情繫溫泉鄉 夢見妳和我 統信大飯店 

07：00~08:30 晨呼萬喚 早起的人兒有餐吃 統信大飯店 

08：30~12：00 緣來在這裡 單車妳和我-愛相隨 琵琶湖 

12：00~13：30 午餐的約會 美食饗宴 中華料理 

7月

16日

（星

期

六） 13：30~16：30 戀愛直達車 真情告白-期待再相會 愛情巴士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2500 元整（含車資、保險、套裝行程、用餐、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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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100100100100 年南年南年南年南區區區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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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梯次梯次梯次梯次聯聯聯聯

誼活動行程表誼活動行程表誼活動行程表誼活動行程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七夕傳情七夕傳情七夕傳情七夕傳情—愛情愛情愛情愛情纜車纜車纜車纜車 

活動日期：100 年 8 月 5日（星期五）至 6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東埔、九族、日月潭 

主辦單位：高雄大學 

連絡人：（07）5919141 陳主任、（07）5919479 胡小姐 

日期 時  間 活動行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07：40~08:00 巧遇 有緣千里來相會 高大校門口 

08：00~11:30 邂逅 相逢即是有緣 愛情巴士 

11：30~13:30 午餐的約會 美食饗宴 中華料理 

13：30~15：00 山間小路 漫步在林野之間 
八通關、父子斷

涯 

16：00~17:30 有伴相隨 在那舒適的地方 
沙里仙渡假飯

店 

17：00~18:30 相約黃昏後 美食饗宴 
沙里仙渡假飯

店 

18：30~21:30 甜蜜的時光 七夕傳情 
沙里仙渡假飯

店 

8月

19 日

（星

期

五） 

22：00~ 進入夢鄉 夢見妳和我 
沙里仙渡假飯

店 

07：00~08:00 
晨呼萬喚 早起的人兒有餐吃 

沙里仙渡假飯

店 

08：00~10:00 再一次的邂

逅 
談心時刻 愛情巴士 

10：00~12：00 愛情纜車 鍾情日月潭 日月潭風景區 

12：00~13：30 午餐的約會 美食饗宴 中華料理 

13：30~15：30 
幸福時光 

相約在九族-有你（妳）

真好 
九族文化村 

8月

20日

（星

期

六） 

15：30~18：30 戀愛直達車 真情告白-期待再相會 愛情巴士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2600 元整（含車資、保險、套裝行程、用餐、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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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第一次會議紀錄 

100年度「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推動『十圈十美』 計畫「愛

戀台灣-月老傳情工作圈」（南區）第 1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日期：100年 5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5：30 

二、會議地點：國立臺東大學人事室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四、主 持 人：陳主任昭偉 

五、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工作圈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工作圈預定舉辦三個梯次活動。 

二、第一梯次由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人事室主辦辦，第二及第三

梯次由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主辦。 

  決  議： 

      一、工作計畫照案通過。 

      二、如因天然因素（如颱風）無法照原定時間舉辦未婚聯誼活動，

授權各主辦單位自行擇期舉行。 

  案由二：本工作圈之工作分配，提請討論。 

  說  明：詳如下表。 

組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分工 

教育部人事處 處長 陳國輝 上級指導長官 

教育部人事處 專門委員 黃靜華 上級指導長官 

教育部人事處 科長 陳惠娟 上級指導長官 

教育部人事處 專員 姚佩芬 上級指導長官 

 

上 級

指 導

小  組 

教育部人事處 科員 翁敏浩 上級指導長官 

 

 

工 作

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 主任 陳昭偉 3. 圈長 

4. 主辦第 2梯次及第 3

梯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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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分工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人事室 

主任 王鳳蘭 主辦第 1梯次活動 

國立臺東大學人事室 主任 曾展傑 主辦第 1次工作圈會議 

小  組 

國立聯合大學人事室 主任 鄭道隆 主辦第二次工作圈會議 

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 主任 張丁財 協助工作圈各梯次活動

報名及宣導，並提供辦

理意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人事室 

主任 李朝政 協助工作圈各梯次活動

報名及宣導，並提供辦

理意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人事室 

組長 

 

何主美 協助工作圈各梯次活動

報名及宣導，並提供辦

理意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主任 黃慶豐 協助工作圈各梯次活動

報名及宣導，並提供辦

理意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人事室 

主任 朱筱麗 協助工作圈各梯次活動

報名及宣導，並提供辦

理意見。 

 

 

 

推 動

小  組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人事

室 

主任 張正林 協助工作圈各梯次活動

報名及宣導，並提供辦

理意見。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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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第二次會議紀錄 

100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推動推動推動推動『『『『十圈十美十圈十美十圈十美十圈十美』』』』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愛愛愛愛

戀台灣戀台灣戀台灣戀台灣-月老傳情工作圈月老傳情工作圈月老傳情工作圈月老傳情工作圈」（」（」（」（南區南區南區南區））））第第第第 2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一、會議日期：100年 6月 2日（星期四）上午 9：30 

二、會議地點：國立聯合大學人事室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四、主 持 人：陳主任昭偉 

五、討論事項： 

  案由一：各梯次報名人數如何加強推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目前第一梯次已報名額滿，並如期舉行。 

二、第二梯次及第三梯次報名人數各約 30人，已達可出團人數，

惟報名人數以女性居多，宜加強鼓勵對男性報名參加。 

  決  議：由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印製宣傳單，並請各圈員學校轉發。 

  案由二：各梯次路線規劃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  明：詳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對於活動內容設計之建議，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請就曾辦理類似活動之內容經驗分享。 

      二、活動過程中應注意之事項。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會後由各校提供建議供主辦學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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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工作圈會議活動照片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人事室辦理『十圈十美工作圈』『愛戀台灣，月老傳情』南區

第一梯次『2011 相遇在國境之南』墾丁未婚聯誼活動成果展示 

活動日期：100年 6月 12日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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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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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辦理『十圈十美工作圈』『愛戀台灣，月老傳情』南區第二梯次

『情繫溫泉鄉--愛之旅』台東知本未婚聯誼活動成果展示 

活動日期：100年 7月 15~16 日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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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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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辦理『十圈十美工作圈』『愛戀台灣，月老傳情』南區第三梯次

『七夕傳情—愛情纜車』南投日月潭未婚聯誼活動成果展示 

活動日期：100年 8月 18~19 日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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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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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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