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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愛戀台灣，月老傳

情』工作圈—南區未婚聯誼活動成果報告 

壹、 緣起 

近年來，由於社會的變遷與國人觀念的改變，晚婚、不婚、晚育及不育等

現象已司空見慣。依據內政部人口白皮書所揭露之資料顯示（102 年 7 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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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國家。101 年雖回升至 1.265 人，但維基百科依據美

國中情局所統計的全球各主權國家生育率之列表則顯示，2013 年(102 年)臺灣的

生育率又下跌，和香港同為 1.11 人，在全球主權國家之排名僅高於澳門、新加

坡，仍然屬於超低生育率國家（資料日期：102 年 8 月 24 日，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7%94%9F%E8%82%B

2%E7%8E%87%E5%88%97%E8%A1%A8）。低生育率將造成少子化以及人口的

快速老化，兩者所衍生的問題將衝擊國力，這兩大問題將是政府部門未來最艱鉅

的挑戰。 

提高生育率是解決少子化、減緩人口快速老化的有效方式，但依據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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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下表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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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人數 未婚人數    婚姻狀況

年齡層 男 女 男 女 

25-29 37,919 人 52,234 人 733,617 人 594,931 人 

30-34 52,300 人 45,655 人 574,437 人 402,141 人 

35-39 22,530 人 13,625 人 297,062 人 216,4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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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4 9,240 人 4,951 人 179,806 人 148,122 人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資料統計時間：101 年底。 

有鑑於此，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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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內政部人口政策白皮書，配合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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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度教育部人事處十圈

十美『愛戀台灣，月老傳情』工作圈（南區），為南部地區適婚公教人員創造締

結良緣的機會，從而提高結婚率，期能為緩和生育率下降，減緩少子女化衝擊盡

一份力量。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人事處 

參、工作圈之組成 

一、圈長：國立成功大學人事室主任。 

二、圈員：國立中興大學人事室主任、國立嘉義大學人事室主任、國立成功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主任、國立臺南藝術大學人事室主

任、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人事室主任、國立高雄餐旅大學人事室主

任、國立高雄大學人事室主任、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人事室主

任、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人事室主任、國立臺東大學人事室主任、

國立金門大學人事室主任。 

三、夥伴學校：世新大學人事室主任、輔仁大學人事室主任、文藻外語學院

人事室主任、龍華科技大學人事室主任、開南大學人事室主任。 

四、本工作圈圈員及夥伴學校參與人員名單詳如下表： 

序

號 
人事機構名稱 職稱 姓名 連絡電話 電子郵件 備註

1 成功大學 主任 張丁財
06-2757575*50851 
0928375888 z9310006@email.ncku.edu.tw 圈長

2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主任 李朝政 0933378533 cheng@kuas.edu.tw 圈員

3 高雄餐旅大學 主任 張正林
07-8062340，
0929029163 donald@mail.nkuht.edu.tw 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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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人事機構名稱 職稱 姓名 連絡電話 電子郵件 備註

4 高雄大學 主任 陳昭偉 0919188137 chao@nuk.edu.tw 圈員

5 屏東教育大學 主任 林忠孝 0926990818 pm@mail.npue.edu.tw 圈員

6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主任 潘玉萱 0988287508 pan@nkfust.edu.tw 圈員

7 臺東大學 主任 陳泰吉
0928955937 
089-517457 taichi@nttu.edu.tw 圈員

8 臺南藝術大學 主任 陳美瑜
0912273683 
06-6930100-1050 31801@mail.tnnua.edu.tw 圈員

9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主任 廖雪霞 0939746468 liawss@mail.ncku.edu.tw 圈員

10 金門大學 主任 蔡流冰 0937723873 tbing@nqu.edu.tw 圈員

11 中興大學 主任 鍾明宏 0937476306 mmh@dragon.nchu.edu.tw 圈員

12 嘉義大學 主任 鄭夙珍
05-2717196，

2717197 
ylliu@mail.ncyu.edu.tw 圈員

13 成功大學 
專門

委員 
李珮玲 06-2757575*50852 z9508131@email.ncku.edu.tw 

活動

輔導

14 成功大學任免組 組長 康碧秋 06-2757575*50861 z9304006@email.ncku.edu.tw 
活動

輔導

15 成功大學給與組 組長 江美蓉 06-2757575*50881 z9508131@email.ncku.edu.tw 
活動

輔導

16 成功大學專案組 組長 賴秋雲 06-2757575*50891 z8811007@email.ncku.edu.tw 
活動

輔導

17 成功大學發展組 組長 楊朝安 06-2757575*50871 
z10007056@email.ncku.edu.t
w 

工作
人員

18 成功大學發展組 專員 郭美祺 06-2757575*50873 z9509002@email.ncku.edu.tw 
工作
人員

19 世新大學 主任 董素蘭 0986720111 sltung@cc.shu.edu.tw 
夥伴
學校

20 輔仁大學 主任 楊君琦 0952030611 ccyang@mail.fju.edu.tw 
夥伴
學校

21 文藻學院 主任 謝馥蔓 0918195568 96077@mail.wtuc.edu.tw 
夥伴
學校

22 龍華科技大學 組長 朱璃蘭
0931883255 
02-82093211-2101 

amy@mail.lhu.edu.tw 
夥伴
學校

23 開南大學 主任 仉桂美 0937186474 ckm@mail.knu.edu.tw 
夥伴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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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內容及執行事項 

一、工作內容： 

藉由舉辦聯誼活動方式，廣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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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規劃 3 梯次聯誼活動，第 1

梯次由國立成功大學人事室主辦，第 2 梯次由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人事室辦

理，第 3 梯次由國立高雄餐旅大學人事室辦理。 

二、執行事項： 

本工作圈依會議決議之活動計畫執行，共辦理 3 梯次不同屬性之未婚聯誼

活動，各梯次情形說明如下： 

（一）第 1 梯次：於 102 年 6 月 22 日至 23 日假杉林溪大飯店舉行，共 40 人參

加。 

（二）第 2 梯次：分 2 次進行未婚聯誼活動，第 1 次與中鋼公司合辦，於 102

年 6 月 8 日至 9 日假台中月眉福容飯店舉行，約 60 人參加；第 2 次於 102

年 7 月 20 日假台南鴨莊舉行，共 20 人參加。 

（三）第 3 梯次：於 102 年 8 月 10 日假高雄港舉行，共 34 人參加。 

 

伍、成果與效益 

一、承辦學校成功扮演月老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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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辦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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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網路粉絲

團，透過網路社群的「鍵盤運動」，聯繫感情與友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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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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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達成預期活動目標 

本工作圈各梯次未婚聯誼活動總報名人數近170人，在各機關學校舉辦之未

婚聯誼活動中，參與人數相對踴躍，成效可謂卓著，且活動中參與人員互動熱絡，

成就良緣，應是指日可待。 

陸、檢討與建議 

本工作圈辦理未婚聯誼活動後，檢討活動辦理過程及展望未來，提出建議事

項如下： 

一、 鑑於網路社群的發展已近成熟階段，目前適婚之公教同仁均屬網路世代，爰

建請由中央權責機關建立未婚公教同仁網路聯誼平台，提供全國各地適婚之

未婚公教同仁網路交友平台，提供未婚公教同仁發展友誼的多元管道，創造

其他結交異性朋友的機緣。 

二、 本工作圈檢討辦理南區未婚聯誼活動經驗，列出下列幾點改進之參考意見，

提供未來辦理相關活動之參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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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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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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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針對少子化及高齡化問題，本校提出以下兩點建議，提供未來政策擬訂之參

考： 

  （一）據報導，為因應少子化及人口老化現象，日本愈來愈多大學開始教

導學生如何準備懷孕、生產，教導女性認識自己的身體及規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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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以阻止日漸晚婚、晚產的社會現象，這種被稱為「妊活」（懷

孕活動）的課程，在日本吸引許多年輕女性參與（中央社網路新聞

2013.05.09）。建議教育部參照日本大學作法，於各大學通識課程開辦

類似課程，以因應少子化的衝擊，降低人口失衡及人口快速老化的問題。 

（二）臺灣大學薛承泰教授曾為文指出（中國時報 102.06.04 A15 時論廣場），

臺灣婚育行為變遷速度快，除了經濟與社福因素外，還有其他複雜因素，

沒有經濟的支撐或福利的誘因，固然不利婚育的回升，但即使有了經濟與

福利的支持，在養兒防老與傳宗接代觀念式微的現代，結婚與生育不再是

年輕人寄予未來的「希望」，反而變成自我實現過程中的「負擔」，掌握年

輕人觀念轉變的機制，才有可能扭轉年輕人晚婚甚至不婚、少子甚至不生

育的趨勢。如何有效的掌握並解決婚育變遷的複雜社會因素，有賴政府相

關部門進行研究分析，並據以提出具體有效的因應之道。 

柒、工作圈活動活動成果 

本工作圈各梯次活動詳細情形及活動成果請參閱附件三。 

 

捌、工作圈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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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作圈作業時程甘特圖 

工作圈作業時程甘特圖 

預定完成月份 

 

工作項目 

102

年 4 月 

102

年 5 月 

102

年 6 月 

102

年 7 月 

102年 8

月 

確定工作圈小組人

員編組、分工、執行

進度及工作內容 

  
   

召開工作圈會議，修

正及擬訂計畫 

  
   

計晝修正與執行  

 

   

計畫執行  
  

  

擬定及完成工作圈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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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工作圈實施計畫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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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 3 月 18 日臺教人處字第 1020039288A

號函。 

二、目的：建構教育部暨所屬機關（構）學校、各公務機關及私立大

專校院未婚員工交誼網絡，擴大社交生活領域，營造兩性

良好互動及情感交流園地，促成良緣佳偶。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人事處 

四、主辦單位：「愛戀臺灣，月老傳情」工作圈—南區圈員  

第 1 梯次：國立成功大學。 

第 2 梯次：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第 3 梯次：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五、協辦單位：本工作圈各圈員機關學校（國立中興大學、國立嘉義

大學、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立臺南藝術

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立高雄餐旅大學、國立

高雄大學、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立屏東教育大

學、國立臺東大學、國立金門大學）及夥伴學校（世

新大學、輔仁大學、文藻外語學院、龍華科技大學、

開南大學）。 

六、預訂活動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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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真愛密碼 
102 年 6 月 22 日

至 23 日 
杉林溪 4000 元 

40 人（男、女各

20 人為原則） 

二 愛情就鴨對寶 102 年 7 月 20 日
台南 

鴨莊 
1450 元 

40 人（男、女各

20 人為原則） 

三 
愛情敲敲門、真

愛黑白配 
102 年 8 月 10 日 高雄港 1350 元 

40 人（男、女各

20 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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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參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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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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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2 年以後出生，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之單身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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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真愛密碼，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 

第二梯次：愛情就鴨對寶，主辦單位：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第三梯次：愛情敲敲門、真愛黑白配，主辦單位：國立高雄餐旅大

學。 

九、本工作圈網址：https://apps.pers.ncku.edu.tw/match/ 
     「愛戀台灣-月老傳情（南區）專區」查詢活動相關訊息、上網

報名及下載報名表。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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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梯次由國立成功大學主辦，請逕至國立成功大學人事室

未婚聯誼報名系統報名，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可逕行上傳報名

系統，或另以電子郵件寄發，或傳真（06-2766456）至國立

成功大學人事室備查。另請於活動當日攜帶身分證正本，俾

憑核對。國立成功大學報名系統網址：

（https://apps.pers.ncku.edu.tw/match/），電子郵件信箱：

z9509002@email.ncku.edu.tw。 

第 1 梯次活動聯絡人：國立成功大學人事室郭美祺小姐 

電話：（06）2757575 轉 50873。第 2、3 梯次請逕洽各主辦

單位聯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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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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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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更改梯

次），請於活動舉辦前 7日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告知主辦單位，

始得辦理退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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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報名人數超過或未列入參加名單者，主辦單位將以電子郵件通

知。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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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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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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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視狀況增補之。 



附件三 各承辦學校未婚聯誼活動成果 
三之一  國立成功大學未婚聯誼活動成果 
 
 

102 年度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愛戀台灣，月老傳情』南

區第 1 梯次－『尋找真愛密碼』未婚聯誼活動 
成果報告書 

 

 

 

 

 

 

 

 

 

 

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 

活動日期：102 年 6 月 22-23 日 

活動地點：南投杉林溪森林生態渡假園區 





102 年度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愛戀台灣，月老傳情』 

南區第 1梯次－『尋找真愛密碼』未婚聯誼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102 年度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推動『十圈十美』計畫－『愛

戀臺灣，月老傳情』工作圈（南區）計畫。 

二、宗旨：建立教育部及所屬各機關（構）未婚同仁聯誼管道，擴展社交生活領

域，增加未婚同仁認識異性機會，促進未婚同仁良性互動與情感交流，

創造締結良緣之契機，以期促成良緣。 

三、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 

四、協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國立臺南藝術大學。 

五、承辦單位：中國青年旅行社有限公司雲嘉南分公司。 

六、活動費用及地點︰每人新台幣 3500 元，地點為杉林溪（住宿地點：杉林溪主題

會館，兩人一房）。 

七、辦理日期︰102 年 6 月 22－23 日（星期六、日）。 

八、參加對象及資格︰ 

（一）教育部及所屬南區機關學校現職教職員工【含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市）、臺東縣（市）】為優先，亦歡迎其他縣市公教同仁及私立大專校

院未婚同仁參加。 

（二）民國 52 年以後出生，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之未婚男女。婚姻存續中、同居或已

有婚約者，不符合本次活動參加資格，請勿報名。（報名人員經承辦單位查驗資

格不符者，不得參加活動，所繳費用不予退還。） 

（三）主辦單位得視報名情況及先後次序，酌予調整人數、性別。 

九、活動方式：由救國團之康輔探索活動講師帶領活動。 

十、活動行程及內容： 

第一天 

時  間 活動行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0800-0810 情竇初開 
相逢即是有緣，妳/你我的邂逅從現在開始

吧!! 
報到 

珍愛旅程 從現在開始，妳/你要開始認識身旁夥伴。 

0810-1100 讓愛動起來 

愛的小天使 

藉由簡單的活動作為愛情的觸媒讓初次見

面的夥伴，拉進彼此的距離。 

真愛  巴

士 

1100-1200 祝福＆愛情宣言 最真摯的祝福，送給邁向幸福的妳/你。 
杉林溪園

區 



1200-1300 午餐 
一場愛情與美食的邂逅，讓我們一起網住愛

情的滋味。 

130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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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1500 樂聲傳情 
情聲傳唱，小卡傳情，讓愛情小天使幫您將

心意傳送出去。 

1500-1520 茶會時間 大家趕快把握時間，藉此多多認識朋友。 

1520-1730 桃花舞春風 
想成為晚會最耀眼的一顆星嗎？帥哥、美女

就從現在開始吧! 

1730-1930 
晚宴 

(郵差來按鈴) 

一場愛情與美食的邂逅，讓我們一起網住愛

情的滋味。 

1930-2100 第一支舞 浪漫花園饗宴之夢幻化妝舞會！ 

2100 夢鄉之旅 

＊相約漫步在星空下，享受飯店設施，自由

參與夜間之活動！ 

＊晚安~讓我們在夢中相會! 

第二天  

時  間 活動行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深情晨喚 
萌芽的愛情，讓我們彼此說聲早安，共渡

美好的一天。 0730-0900 

元氣早餐 豐盛美味佳餚，大家盡情享用開動吧! 

0900-1200 漫步在雲端 

悠遊的走在彩蘭步道上，來尋覓一下這些

優雅的蘭花，享受沐浴在幸福蘭花的森林

浴中。 

杉林溪園

區 

1200-1300 午餐 
一場愛情與美食的邂逅，讓我們一起網住

愛情的滋味 
餐廳 

1300-1400 緣來就是你/妳 公布小天使。 
杉林溪園

區 

1400-1700 愛情不打烊 

結束二天快樂的行程~回程車上，聯誼小

活動一路持續加溫!讓您帶著滿滿的幸福

及友誼回到家! 

真愛巴士

 



十一、報名日期：自文到之日起至 102 年 5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或額滿為止。 

十二、報名及繳費： 

（一） 報名： 

1、請逕至國立成功大學人事室未婚聯誼報名系統報名，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請

掃描成電子檔案上傳報名系統，或另以電子郵件寄發，亦可傳真至國立成

功大學人事室備查。 

國立成功大學未婚聯誼報名系統網址：

（https://apps.pers.ncku.edu.tw/match/） 

傳真號碼：06-2766456。（請註明參加未婚聯誼活動） 

電子郵件信箱：z9509002@email.ncku.edu.tw。 

聯絡電話：06-2757575 轉分機 50873，承辦人郭美祺。 

2、本次活動名額暫定 40 人（男、女各半為原則），並視報名情形（如男、女

報名人數懸殊或報名不足等情形）由主辦單位彈性調整參加人數及性別；

另依報名先後順序排序，額滿為止。 

（二）繳費： 

1、報名人員依報名先後順序經主辦單位確認後，符合資格之參加人員由主辦

單位通知繳費。 

2、參加人員請於接獲錄取通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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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活動舉辦前 7 日（6 月

15 日）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告知主辦單位，始得辦理退費(得扣除必要手續費

用)，逾期告知者，不予退費。 

4、因故未能準時參加活動者視同自動放棄，不得另覓他人代理參加，所繳費

用亦不予退還，報名前請審慎考量。 

5、通知日期：102 年 6 月 7 日（星期五）前以電子郵件通知。 

6.參加人員請於接獲通知 3日內繳費，至遲應於 102 年 6 月 12 日（星期三）

前繳交完畢。 

7、參加費用滙款資料如下： 

滙款帳號：137300007508。 

代收銀行：中國信託商業銀行中台南分行。 

戶名：中國青年旅行社有限公司雲嘉南分公司。 

代收銀行電話：06-2412318。 

承辦旅行社電話：06-2352686 轉 31。 



連絡人：賴郎憲經理 0933-011-946 。 

8、參加人員滙款後，請逕洽代收銀行確認滙款是否成功無誤，並保留滙款收

據於活動當日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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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報名人數超過或未列入參加名單者，主辦單位將以電子郵件通知。 

十一、集合時間、地點：102 年 6 月 22 日（星期六）上午 8 時於國立成功大學光復

校區雲平大樓西側榕樹旁。 

十二、注意事項： 

（一） 費用：本次活動每人應繳費用為新台幣 3500 元（含車資、保險、門票、膳

費、住宿費、茶點、活動（器材）費、礦泉水等）。 

（二） 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正本以備查驗；未攜帶證件正本者，不得參與活

動；個人資料如有虛偽不實者，自負法律相關責任。 

（三） 本次活動除因報名人數不足，或天災等不可抗力因素而取消活動外，風雨無

阻照常舉行，請參加人員全程參加。 

（四） 本次活動為戶外活動，參加人員請穿著適當服裝出席；室外活動請自備健保

卡、雨具、防曬用品及輕便外套等，以備不時之需。 

十三、本計畫如有未盡事項，由主辦單位補充規定之。 

 

 



活動紀錄 

情竇初開-報到 

 

讓愛動起來 愛的小天使 



傳送真愛~團康加溫時間 

  

  

  

  



傳送真愛~團康加溫時間 

  

  
祝福＆愛情宣言樂聲傳情 

  

  



桃花舞春風~第一支舞 

  

  

  

  



漫步在雲端踏青趣 

  

  
緣來就是你/妳 

  

  



  

 

 



 
歡樂大合照 

 



 

FACEBOOK 社團記錄 

6 月 22 日 14:58 尋找真愛密碼社團成立 



 

 

社團中彼此間交流訊息 

 



活動照片上傳 

6 月 30 日 11:54 社團成員發起活動後第一次聚餐 

7 月 14 日聚餐照片 



  

 

 

7 月 14 日 21:19 社團成員發起活動後第二次聚餐 

8 月 10 日 聚餐照片 



   

 



附件三之二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未婚聯誼成果報告 

    為建立未婚同仁聯誼管道，擴展社交生活領域，增加未婚同仁認

識異性機會，促進未婚同仁良性互動與情感交流，創造締結良緣之契

機，以期促成良緣，本校 102 年度辦理之聯誼活動如下： 

第一梯次：本校與中鋼公司暨中鋼工會合辦之「要愛趁現在-情繫月

眉」未婚聯誼活動。 

二、本活動相關訊息臚列如下： 

(一)活動日期：102 年 6 月 8 日-9 日(星期六、日)二天一夜。 

(二)活動地點：台中月眉福容飯店。 

(三)參加對象：中鋼同仁暨本校未婚女性同仁，約略 60 位。 

(四)活動費用：每人酌收費用新台幣 2,000 元。(原價 6,000 元，餘 

              中鋼工會補助)。 

(五)活動過程：現場氣氛活絡，參加者熱烈參與活動，藉著團康活動， 

             自然增加彼此互動，後續亦彼此保持聯繫。 

日期／時間 行      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07:30-08:00 
報到集合 

08:00 準時發車 

相逢即是有緣 

(前往其它集合地點接人) 
中鋼工會 

08:00-11:30 第一類接觸 

藉由簡單的車上團康活動作為愛情

的觸媒，認識初次見面的夥伴。 

(建議中途停靠地點:善化啤酒廠 

或是南二高東山休息店) 

真情巴士 

102 

 

年 

 

6 

 

月 11:30-12:30 午 餐 午餐的約會與小天使信箱 飯店 



日期／時間 行      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13:00-16:30 探索體驗活動 探索體驗活動~發揮團隊精神 

16:30-17:30 充電時刻 休息一下，check in 進房 

17:30-19:00 美食饗宴 放鬆心情，享受飯店安排之精緻料理 飯店 

19:00-20:30 第一支舞-聯歡晚會 
由主持人帶領簡單易學的舞步享受

跳舞的樂趣 
飯店 

 

8 

 

日 

 

星 

 

期 

 

六 

20:30- 增溫時刻  飯店 

日期／時間 行      程 活動內容 地  點 

07:00-08:30 早安！晨之美 
彼此道聲早安，共度美好一天 

享用美食 
飯店 

08:30-09:00 人際互動魔術 以魔術為媒介~拉近彼此的距離 飯店 

09:00-11:00 愛情個性大進擊 分組討論心中的夢想莊園 飯店 

11:00-11:30 休息片刻 
返回房間休息一下， 

整理行李準備退房 
飯店 

11:30-12:30 午 餐 把握機會，找個心儀的夥伴聊聊吧

12:30-13:30 幸福小卡 心想事成～真心話大告白 
飯店 

102 

 

年 

 

6 

 

月 

 

9 

 

日 

 

星 

 

期 

 

日 

13:30-17:00 快樂賦歸 帶著滿滿的幸福及友誼回到高雄! 真情巴士 

 



 

 

 

 



 
 

 

 

 

 

 

 



 
 

 

 

 

 

 

 

第二梯次：愛情就鴨對寶活動 



(一)活動日期：102 年 7 月 20 日。 

(二)活動地點：台南鴨莊。 

(三)參加對象：教育部所屬同仁暨南部地區公務同仁，男生 9位、女 

             生 11 位。 

(四)活動費用：新臺幣 1,450 元（含車資、保險、門票、膳費、茶點、 

             活動器材費、礦泉水等）。 

(五)活動過程：現場氣氛活絡，無論是水火箭教學或是水上活動，皆 

             獲得參與者熱烈迴響，事後回饋皆相當正面。 

時 間  活動名稱簡介  地點  

08:00~08:30 報到+魔法心動時刻   

(早到早聯誼的心動時間)  

第一科技大學  

08:30~10:00 戀愛巴士   

(車上歡樂互動時間)  

遊覽車  

時 間  活動名稱簡介  地點  

10:00~10:30 戀曲號角響起   

(破冰時間)  

台南鴨莊  

10:30~12:00 知識性的鴨莊導覽+水火箭教學 

(認識鴨的一生及動植物)  

台南鴨莊  

11:30~13:00 戀情加溫時間~烤肉   

(互助互動互相加深印象時間)  

台南鴨莊  



13:00~13:15 愛情疊疊樂   

(疊鴨蛋趣味時間)  

台南鴨莊  

13:15~14:30 水上活動   

(水上手球趣味時間)  

台南鴨莊  

14:30~16:00 午茶聯誼時間   

(認識所有異性朋友的大好時間)  

台南鴨莊  

16:00~17:00 鴨蛋 DIY   

(動手做鴨蛋)  

台南鴨莊  

17:00~17:15 大合照   

(美麗回憶留影時間)  

台南鴨莊  

17:15~  回程  遊覽車  

 

 



 

 

 

 



 



 



1 
 

102 年度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愛戀台灣，月老傳情』－

『愛情敲敲門、真愛黑白配』單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102年度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推動『十圈十美』

計畫－『愛戀臺灣，月老傳情』工作圈（南區）計畫。 

二、宗旨：建立教育部及所屬各機關（構）單身同仁聯誼管道，擴

展社交生活領域，增加單身同仁認識異性機會，促進單

身同仁良性互動與情感交流，創造締結良緣之契機，以

期促成良緣。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人事處 

四、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五、承辦單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中國

青年旅行社高雄分公司。 

六、活動費用及地點︰每人新台幣 1350元，地點為高雄市~真愛最前

線港遊高雄浪漫之旅~ 

七、辦理日期︰102年 8月 10日（星期六 ）。 

八、參加對象及資格︰ 

（一）教育部及所屬南區機關學校現職教職員工助理，限單身，專上

畢，無素行不良者。亦歡迎各縣市公教同仁及私立大專校院單身

同仁參加。 

（二）報名男女比例懸殊時，得開放非上揭機關學校之公民營 70 人

以上機構單身者報名參加。 

九、活動參考行程及內容： 

 (一)7:30-8:00 集合出發(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門口五福一路)→

捷運美麗島站(光之穹頂-導覽解說+中央公園導覽)→忠烈祠

LOVE 觀景台→午餐→打狗鐵道故事館→真愛碼頭遊港

(PM:5:30-7:30)(船上享用自助餐飲)→認識你真好(結束活動

happy ending) 

 (二) 真愛碼頭遊港: 

    高雄市結合海港與河港的美麗城市，傍晚夕陽最美的浪漫時刻，

在平靜的港域，悠閒巡禮 100分鐘，將一港口至二港口港灣各碼

頭、民間修造船廠、前鎮遠洋漁港忙碌作業景象盡收眼簾，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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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難得一探其雄偉面貌的中興、小港、大仁及大林商港區的多座

貨櫃中心，在這次航程中，為您揭開高雄港的神秘面紗。  

十、報名日期：自文到之日起至 102年 7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5時或額滿為止。 

十一、報名及繳費： 

（一） 報名： 

1、請至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全球資訊網/業界身分(左上角)/研討

會查詢與報名/研討會日期請選擇：自訂，再輸入 102年 8

月/查詢/編號 3420-102年度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愛戀台

灣，月老傳情』－『愛情敲敲門、真愛黑白配』單身聯誼活

動/報名，活動當日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查驗。 

   報名網址：

http://scholar.nkuht.edu.tw/Meeting/meeting.aspx 

2、本次活動名額暫定 40人（男、女各半為原則），並視報名情

形（如男、女報名人數懸殊或報名不足等情形）由主辦單位

彈性調整參加人數及性別；另依報名先後順序排序，額滿為

止。未達 30人時，本活動將取消辦理。 

（二）繳費： 

1、報名人員依報名先後順序經承辦單位確認後，符合資格之參

加人員由承辦單位通知繳費。 

2、參加人員請於接獲錄取通知後，依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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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之郵政劃撥收據請傳真至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人事室，傳真號碼(07)8061015(請註明參

加人員姓名及報名單身聯誼費用)。 

3、參加人員繳費後，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出席者，請於活動舉辦

前 7日（8月 3日）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告知承辦單位，始得辦

理退費(得扣除必要手續費用)，逾期告知者，不予退費。 

4、因故未能準時參加活動者視同自動放棄，不得另覓他人代理

參加，所繳費用亦不予退還，報名前請審慎考量。 

5、通知日期：102年 7月 30日（星期二）前以電子郵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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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參加人員請於接獲通知 3日內繳費，至遲應於 102年 8月 2

日（星期五）前繳交完畢，繳費之郵政劃撥收據請傳真至國

立高雄餐旅大學人事室，傳真號碼(07)8061015(請註明參加

人員姓名及報名單身聯誼費用)。 

7、參加費用郵政劃撥資料如下： 

郵政劃撥：40250332 

戶名：張正林 

連絡人：高雄餐旅大學人事室瓊如或姿聿(07-8060505分機

1112、1116) 。 

8、參加人員劃撥後，請保留收據於活動當日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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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集合時間、地點：102年 8月 10日（星期六）上午 7時 30分

於高雄市文化中心門口五福一路集合。 

十三、注意事項： 

（一） 費用：本次活動每人應繳費用為新台幣 1350元（含車資、保

險、膳費、礦泉水等）。 

（二） 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正本以備查驗；未攜帶證件正本者，

不得參與活動；個人資料如有虛偽不實者，自負法律相關責任。 

（三） 本次活動除因報名人數不足，或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而取消活

動外，風雨無阻照常舉行，請參加人員全程參加。 

（四） 本次活動為戶外活動，參加人員請穿著適當服裝出席；室外活

動請自備健保卡、雨具、防曬用品及輕便外套等，以備不時之

需。 

十四、本計畫如有未盡事項，由承辦單位補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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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推動『十圈十美』 

計畫－『愛戀臺灣，月老傳情』工作圈（南區）計畫活動 

 成果資料 
活動日期 102 年 8月 10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 高雄地區 

指導單位 教育部人事處 

主辦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承辦單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活動說明 高雄真愛碼頭搭乘愛之船合影 

 

 



 2 

102 年度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推動『十圈十美』 

計畫－『愛戀臺灣，月老傳情』工作圈（南區）計畫活動 

 成果資料 
活動日期 102 年 8月 10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 高雄地區 

指導單位 教育部人事處 

主辦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承辦單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活動說明 認識你真好、吃冰互動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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