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政部及所屬機關 107年聯合舉辦「浪漫營緣˙遇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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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107年 4月 28日 
高雄都會公園、北門婚紗美

地、台江國家公園七股潟湖 
1,600元 40人 

２ 107年 5月 26日 
宜蘭幸福轉運站幾米公

園、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680元 80人 

３ 107年 6月 09日 
雪霸國家公園、十二寮休閒

農場、北埔老街 
1,600元 40人 

（一）第 1及 3梯次參加人數各 40人、第 2梯次參加人數 80人(不足 80人時，

將以 40人模式舉辦)，均（男、女生人數各半）額滿截止。 

（二）報到集合地點： 

第 1梯次: 高鐵左營站 

第 2梯次: 內政部營建署大門口-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段 342號 

第 3梯次: 內政部營建署大門口-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段 342號 

七、參加對象：現任職政府機關（構）、學校現職公教未婚人員、民間團體及民間

企業正職未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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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內政部營建署「浪漫營緣˙遇見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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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報名日期： 

第 1梯次即日起至 107年 4月 15日止。 

第 2梯次即日起至 107年 5月 13日止。 

第 3梯次即日起至 107年 5月 27日止。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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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梯次自 107年 4月 18日起至 4月 20日止。 

第 2梯次自 107年 5月 16日起至 5月 18日止。 

第 3梯次自 107年 5月 30日起至 6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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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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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因報名人數眾多，未列入參加名單者，將不另行通知。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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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service@pr23.com.tw 

（二）內政部 

電話： 02-2356-5380 楊小姐 

傳真： 02-2397-6863 

（三）內政部營建署 

電話： 02-8771-2436 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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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營緣˙遇見幸福」未婚同仁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一梯次 107 年 4 月 28 日(六)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15-08:30 幸福文化之旅報到集合囉^O^ 高鐵左營站 

08:30-09:00 
幸福巴士，一起展開浪漫愛情旅程 

車上一對一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旅程風光 

09:00-10:00 
國內首處真正落實環保與遊憩並行之高雄都會公園 

熱心志工的完美導覽搭配破冰遊戲讓您一覽高都的美 
高雄都會公園 

10:00-11:00 
幸福巴士，前往北門婚紗美地 

車上一對一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旅程風光 

11:00-12:00 
北門水晶教堂婚紗美地愛情即可拍 

浪漫的裝置藝術，為旅程留下最棒的回憶。 
北門婚紗美地 

12:00-13:00 

色、香、味俱全的料理美食館 

冷盤三拼，涼拌牛蒡絲、蟹腿跟豬肉片。水煮白蝦肉質 Q 彈，且隻隻

肥美又多汁，只有在產地附近才能吃到的新鮮美味。 

福隆餐廳 

13:00-13:30 
幸福巴士，前往七股潟湖 

車上一對一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旅程風光 

13:30-16:30 

【七股潟湖】搭竹筏賞生態新鮮美味的烤蚵體驗  

臺灣最珍貴的潟湖，有臺灣的馬爾地夫之稱，放眼望去，完全是水鄉

澤國的悠閒景觀，七股潟湖不僅是台江內海的最後遺址，而且擁有豐

富的自然及生態資源，以及特殊的景觀。遊完潟湖之後可以享用新鮮

美味的蚵，自己動手碳烤好吃的蚵無限供應 

七股潟湖 

生態之旅 

16:30-18:00 愛情列車，啟程至終點 旅程風光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陸佰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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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公園、北門婚紗美地、台江國家公園七股潟湖 

 

 



 景點介紹： 

 高雄都會公園景點圖示 

 

 北門婚紗美地景點圖示 

 

 七股潟湖景點圖示 

 

 

 

 

 

 

 

 

 



「浪漫營緣˙遇見幸福」未婚同仁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二梯次 107 年 5 月 26 日(六)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15-08:30 幸福文化之旅報到集合囉^O^ 內政部營建署 

08:30-10:00 
幸福巴士，一起展開浪漫愛情旅程 

車上一對一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旅程風光 

10:00-11:00 
幸福轉運愛情幾米故事即可拍 

小組成員利用幸福轉運地圖完成指定任務，一起碰撞新火花 

宜蘭幸福轉運

站-幾米公園 

11:00-11:30 
幸福巴士，前往龍佳園餐廳 

車上一對一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旅程風光 

11:30-13:00 

30 年的廚藝傳承讓您享受最正宗的湘粵料理 

精緻的料理不但用料講究、刀工精細、份量超大、擺盤也下足功夫，

每道料理都能感受到主廚的用心，讓您享用道地蘭陽好料理。 

龍佳園餐廳 

13:00-13:30 
幸福巴士，前往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車上一對一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旅程風光 

13:30-14:30 

三館 三街 三建築，傳藝之美 

全新改造過後的傳藝，傳統與創新融合在一起，一起進入美麗文化之

旅。 

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 

14:30-16:00 
迷霧森林默契大考驗 

增進你我的情誼一點一滴加深印象 

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 

16:00-18:30 愛情列車，啟程至終點 旅程風光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陸佰捌拾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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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轉運站幾米公園、龍佳園餐廳、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景點介紹： 

 幸福轉運站幾米公園圖示 

 

 龍佳園餐廳餐點圖示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景點圖示 

 

 

 

 

 

 

 

 

 



 

「浪漫營緣˙遇見幸福」未婚同仁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三梯次 107 年 6 月 9 日(六)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15-08:30 幸福文化之旅報到集合囉^O^ 內政部營建署 

08:30-10:00 
幸福巴士，一起展開浪漫愛情旅程 

車上一對一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旅程風光 

10:00-11:00 
雪霸國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文靜之美 

熱心志工的完美導館搭配影片讓您一覽雪霸的美 

雪霸國家公園 

遊客中心 

11:00-12:00 
幸福巴士，前往新竹峨眉地區 

車上一對一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旅程風光 

12:00-13:00 

健康無負擔的美食料理 

在地小農的無毒有機農作，專屬的蔬菜農場全程無毒有機栽培，就是

要讓客人吃的安心！ 

十二寮休閒農

園 

13:00-15:00 
搗麻糬、南瓜菜包、客家擂茶 

多樣化的互動體驗，讓男女更迅速戀上彼此。 

十二寮休閒農

園 

15:00-15:30 
一起出發遇見幸福，開心相見歡 

認識新朋友的最佳時機，把握車上一對一的深度認識 
國道風光 

15:30-16:30 
愛情即可拍 

在熱鬧的北埔老街，按照指令一起完成愛的即可拍，留下美好回憶。 
北埔老街 

16:00-18:30 愛情列車，啟程至終點 旅程風光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陸佰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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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十二寮休閒農場、北埔老街 

  



 景點介紹： 

 雪霸國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景點圖示 

 

 十二寮休閒農園 

 

 北埔老街景點圖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