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及及及及所屬機關所屬機關所屬機關所屬機關 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聯合舉辦聯合舉辦聯合舉辦聯合舉辦「「「「營向幸福營向幸福營向幸福營向幸福．．．．遇見愛遇見愛遇見愛遇見愛」」」」    

未婚聯誼活動實施計畫未婚聯誼活動實施計畫未婚聯誼活動實施計畫未婚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一、目  的：為促進政府機關（構）、學校及民間團體企業員工友誼，並增進

兩性互動機會，特舉辦未婚聯誼活動，並訂定本計畫。 

二、主辦機關：內政部 

三、協辦機關：內政部所屬各級機關 

四、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五、承辦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六、活動梯次、日期、地點、費用及參加名額： 
梯次 日期 活動地點 費用 參加人數 

１ 105年5月29日 
陽明書屋 

（台北－陽明山） 
1,530 元 80 人 

２ 105年6月18日 
葵海農場 

（台中－大甲） 
1,570 元 40 人 

３ 105年6月26日 
大田蓮花農場餐廳 

（桃園-觀音） 
1,580 元 40 人 

（一）第 2及 3梯次參加人數各 40 人、第 1梯次參加人數 80 人，均（男、女生

人數各半）額滿截止。 

（二）報到報到報到報到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第第第第 1111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 內政部營建署大門口-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段 342 號 

（捷運板南線忠孝復興站5號出口，往八德路方向步行約10分鐘） 

第第第第 2222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 台中高鐵烏日站 6號出口處 

第第第第 3333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 內政部營建署大門口-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段 342 號 

（捷運板南線忠孝復興站5號出口，往八德路方向步行約10分鐘） 

七、參加對象：現任職政府機關（構）及學校現職公教未婚人員、民間團體、企

業正職具大專院校學歷以上未婚者。 

八、報名及繳費： 

（一）本場次活動採網路報名，欲報名者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至貳叁公關官方網

站(http://www.pr23.com.tw)免費註冊成為會員後點選聯誼快訊→一日行



程→105 內政部營建署「營向幸福．遇見愛」方可直接報名，相關證明文

件之檢附，請直接於會員功能中上傳證件。 

（三）報名日期： 

第一梯次即日起至 105 年 5月 15 日止。 

第二及第三梯次即日起至 105 年 5月 29 日止。 

（四）符合資格者經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彙送主辦單位確認後，該公司將以

email、簡訊通知參加者，參加人員須於接到通知後，依下列規定辦理繳費： 

1.繳費期限： 

第一梯次自 105 年 5月 18 日起至 5月 20 日止； 

第二及第三梯次自 105 年 6月 1日起至 6月 3日止； 

未如期繳費者，將由候補人員依序遞補。 

2.匯款相關資料： 

 匯款帳號：1254-717-708461 

代收行庫：合作金庫銀行復旦分行 

戶名：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2）2257-0311＃9 

（五）參加人員繳費後，如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者，不得私自覓人代理，並依貳

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之退費規範，扣除部分手續費用。 

（六）因報名人數眾多，未列入參加名單者，將不另行通知。 

（七）繳款收據請妥善保管至本活動結束。    

九、本活動所繳交之費用，包括車資、餐費及 200 萬元個人旅遊平安保險費。 



十、洽詢資訊： 

（一）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9 

E-mail：service@pr23.com.tw 

（二）內政部 

電話：(02)2356-5382 江小姐 

傳真：(02)2397-6863 

（三）內政部營建署 

電話：(02)8771-2429 劉小姐 

傳真：(02)8771-2439 

十一、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承辦單位隨時補充之。 

 

    

    

    

    

    

    

    

    

    

    

    

    

    

    



「營向幸福．遇見愛」未婚同仁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一梯次 105 年 5月 29 日(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活動內容說明活動內容說明活動內容說明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08:1508:1508:1508:15----08:4508:4508:4508:45 幸福列車啟程囉，準備前往邂逅美麗戀情 營建署營建署營建署營建署 

08:4508:4508:4508:45----10:0010:0010:0010:00 深度認識的一對一時間 

與異性朋友有充分時間交談認識不錯過每一個機會 
旅程風光旅程風光旅程風光旅程風光 

10:0010:0010:0010:00----11:3011:3011:3011:30 浪漫愛情熱鬧有趣越看越中意-認識時間一 

心有靈犀，面對面的心跳時間，幫愛情注入幸福泉源，

為這美麗的日子增添了閃亮又幸福的色彩 

陽明書屋陽明書屋陽明書屋陽明書屋 

11:3011:3011:3011:30----13:3013:3013:3013:30 色、香、味俱全的自助式餐點 

美味料理一字排開，還有多項甜點，滿足挑剔的味蕾 
陽明書屋陽明書屋陽明書屋陽明書屋 

13:3013:3013:3013:30----14:3014:3014:3014:30 文化歷史的薰陶 

陽明書屋一樓正廳採傳統中國風味的佈置，正廳中央

有一幅按蔣先生實際身高所繪的畫像，身上所穿的為

防彈披風，辦公室的陳設與當年相同，帶您揭開書屋

的神秘面紗。 

陽明書屋陽明書屋陽明書屋陽明書屋 

14:3014:3014:3014:30----16:0016:0016:0016:00 浪漫愛情熱鬧有趣越看越中意-認識時間二 

心有靈犀，面對面的心跳時間，幫愛情注入幸福泉源，

為這美麗的日子增添了閃亮又幸福的色彩 

陽明書屋陽明書屋陽明書屋陽明書屋 

16:0016:0016:0016:00----17:0017:0017:0017:00 陽明山的絕美祕境賞「繡球花」 

竹子湖除了採海芋，更不能錯過五彩的繡球花，繡球

花語為「幸福、希望」，除了找到幸福的另一半並且還

可拍出置身仙境的美照喔(每人可以帶回一枝繡球花) 

高家高家高家高家    

繡球花繡球花繡球花繡球花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伍佰參拾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主辦單位】內政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所屬各級機關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辦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9 

【活動地點】陽明山－陽明書屋  台北市北投區中興路 12 號 

 



「營向幸福．遇見愛」未婚同仁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二梯次 105 年 6月 18 日(六)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活動內容說明活動內容說明活動內容說明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08:3008:3008:3008:30----09:0009:0009:0009:00 幸福列車啟程囉，準備前往邂逅美麗戀情 烏日高鐵站烏日高鐵站烏日高鐵站烏日高鐵站 

09:0009:0009:0009:00----10:0010:0010:0010:00 深度認識的一對一時間 

與異性朋友有充分時間交談認識不錯過每一個機會 
旅程風光旅程風光旅程風光旅程風光 

10:0010:0010:0010:00----11:3011:3011:3011:30 古早味焢土窯，品嚐這難得的美味 

從堆土窯開始團體一起完成中午的美味料理 
葵海農場葵海農場葵海農場葵海農場 

11:3011:3011:3011:30----13:3013:3013:3013:30 親手製作 DIY 大體驗 

＊彩繪美麗的磁貼，一筆一筆繪出繽紛色彩 

＊軟 Q美味菜包粿，親手採葉、揉捏、包製全體驗 

葵海農場葵海農場葵海農場葵海農場 

13:3013:3013:3013:30----14:3014:3014:3014:30 趣味桌遊，透過遊戲快速認識對方的大密技 

刺激好玩的全面通緝，試探你我的反應，超多種類的

遊戲絕對讓你玩得愉快又認識透徹 

葵海農場葵海農場葵海農場葵海農場 

14:3014:3014:3014:30----15:0015:0015:0015:00 美麗的海濱濕地欣賞豐富生態 

那一望無際的海岸線，豐富又複雜的濕地生態，浪漫

夕陽下的漫步。 

葵海農場葵海農場葵海農場葵海農場 

15:0015:0015:0015:00----16:3016:3016:3016:30 愛情碰碰撞 

寬廣的都會公園，搭配任務設計讓你我的戀情更加溫 

台中都會台中都會台中都會台中都會

公園公園公園公園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伍佰柒拾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主辦單位】內政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所屬各級機關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辦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5530311＃9 

【活動地點】台中-葵海農場  台中市大甲區如意路 31 巷 7號 

 

 

 



「營向幸福．遇見愛」未婚同仁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三梯次 105 年 6月 26 日(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活動內容說明活動內容說明活動內容說明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08:3008:3008:3008:30----09:0009:0009:0009:00 幸福列車啟程囉，準備前往邂逅美麗戀情 營建署營建署營建署營建署 

09:0009:0009:0009:00----10:0010:0010:0010:00 深度認識的一對一時間 

與異性朋友有充分時間交談認識不錯過每一個機會 
旅程風光旅程風光旅程風光旅程風光 

10:0010:0010:0010:00----11:3011:3011:3011:30 紅樹林生態保護區-龍貓綠色隧道 

來到綠色隧道，彷彿進入龍貓故事中探險，全組共同

執行任務，在迷宮中考驗你我的團隊默契。 

新豐紅樹林新豐紅樹林新豐紅樹林新豐紅樹林

生態保護區生態保護區生態保護區生態保護區 

12:0012:0012:0012:00----13:3013:3013:3013:30 蓮花主題餐，讓您品嚐最鮮的在地滋味 

大田蓮花農場餐廳，園區規劃大片蓮田，其中「情

橋」，彎彎的橋身橫跨蓮池，你我同遊，相伴觀看蓮

花盛開景緻，更添情趣。 

大田蓮大田蓮大田蓮大田蓮    

花餐廳花餐廳花餐廳花餐廳 

13:3013:3013:3013:30----14:3014:3014:3014:30 浪漫愛情熱鬧有趣越看越中意 

心有靈犀，面對面的心跳時間幫愛情注入幸福泉源，

為這美麗的日子增添了閃亮又幸福的色彩 

大田蓮大田蓮大田蓮大田蓮    

花餐廳花餐廳花餐廳花餐廳 

14:3014:3014:3014:30----16:3016:3016:3016:30 限定版愛情手作禮，十二生肖手工餅乾 

DIY 體驗課程，限定版伴手禮，更添甜蜜回憶 

卡司卡司卡司卡司‧‧‧‧蒂菈蒂菈蒂菈蒂菈

樂園樂園樂園樂園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伍佰捌拾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主辦單位】內政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所屬各級機關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辦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9 

【活動地點】大田蓮園餐廳  桃園市觀音區大湖路二段 193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