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高雄市楠梓及岡山戶政事務所聯合辦理
110 年「節水抗旱-解你愛情的渴」未婚聯誼活動簡章
一、
二、
三、
四、
五、

活動時間：110 年 04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 09：30 至下午 13：30
活動地點：台糖高雄花卉農園中心烤肉區（高雄市橋頭區創新路 93 號）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主辦單位：高雄市楠梓戶政事務所及岡山戶政事務所
活動內容：

（一） 活動主旨：以戶外烤肉團康聯誼活動為主，增加未婚青年男女互動機會。
（二）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額滿為止。
（三） 參加對象：須設籍本市或於本市就業之未婚男女。
1.

女生：25 歲至 40 歲(民國 85 至 70 年次），15 人。

2. 男生：25 歲至 40 歲(民國 85 至 70 年次），15 人。
六、 報名費用：新臺幣 500 元。
七、 報名方式：請參加者攜帶報名表(含照片)及國民身分證親自或委託(雙方國民身分證)，
至楠梓或岡山戶政事務所報名，並繳交報名費 500 元。（如附件 2）
八、 注意事項：
（一） 參加人員於活動當日務必攜帶國民身分證，以供報到時核對。
（二） 報名錄取後因故無法參加者，請於 4 月 20 日（二）中午 12 時前，以電話告知主辦
單位，逾期或無故不到，恕不退費。
1.

有關新型冠狀肺炎因應措施：錄取參加者，一律須填寫健康聲明書（如附件
3），若有一項未符合、或未勾選誠實填答聲明時，將無法參加該次活動。

2.

為保障活動參加者權益，活動當日請自備口罩，於活動當日報到時將量測額溫，
若經量測額溫 3 次均超過 37 度，將無法進場參加活動，已繳交費用將無法申

請退還。
（三） 本次活動為戶外烤肉聯誼活動，請穿著合宜服裝。
九、 活動流程：

時 間

程

方 式

09：30-10：00

報到-集合

10：00-10：40

讓愛萌芽

參加者報到，宣導防疫措施及主持人揭開序幕

開場進行我猜遊戲，增加彼此認識及互動
分組進行烤肉，30 分鐘男生換下一桌，藉由 BBQ 讓愛情更
10：40-12：30
愛情串燒
加溫
心動配對時刻~
節水抗旱-解
12：30-13：30
1.對號配對
你愛情的渴
2.頒發配對禮-電影票（準備 10 份）
13：30～
十、 交通資訊：

認識你真好

活動結束

（一） 台糖高雄花卉農園中心烤肉區（高雄市橋頭區創新路 93 號）。
（二） 網址 https://www.taisugar.com.tw/chinese/Attractions_detail.aspx?n=10048&s=27&p=0。
（三） 位置及交通資訊：
1.

自行開車：國道 1 號高速公路：
(1)北上：下楠梓交流道→旗楠路左轉→楠梓警察局派出所右轉→楠梓路後直行→
創新路右轉。(約 15 分鐘)
◎國道 1 號楠梓北上有 3 個交流道，請下「大社」交流道。
(2)南下：下楠梓第 1 個出口處交流道→旗楠路右轉→楠梓警察局派出所右轉→楠
梓路後直行→創新路右轉。(約 10 分鐘)

2.

高雄捷運：下 R22 青埔站→經武路左轉→橋南路右轉→經台鐵平交道約 100 公尺可
抵達漆彈場入口；或經 200 公尺可到達小型賽車場入口；或經 300 公尺創新路口左
轉即可到達。(約 15 分鍾)

十一、 聯絡資訊：
（一） 聯絡人及電話：07-3511895 分機 20 謝小姐。
（二） 報名專線：楠梓戶政 07-3511895 分機 30 洪小姐及分機 17 翁小姐。
岡山戶政 07-6217389 分機 15 吳小姐
（三） 活動當日聯絡電話：0963146696。
（四） 電子信箱：楠梓戶政信箱 nantzu01@kcg.gov.tw。
岡山戶政信箱 a023400@kcg.gov.tw。
十四、 主辦單位保留報名同意權及變動因應權利，活動相關問題，請逕洽主辦單位。

十五、本聯誼活動拍攝之照片、影片等將放置於高雄市楠梓戶政事務所及岡山
戶政事務所網頁及臉書相關網頁提供媒體宣傳使用。
十六、 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補充修正之。

附件 2
高雄市楠梓及岡山戶政事務所聯合辦理
110 年「節水抗旱-解你愛情的渴」未婚聯誼活動報名表
＊本活動採用現場報名。
＊姓名、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號資料僅供本次活動保險用。
＊問卷部分僅供此次聯誼活動統計使用，個人資料不會對外提供。
＊請確實填寫相關資料，並應保證婚姻狀態為未婚，如有不實應自負全責。
＊報名請親自或委託他人報名，現場完成繳費後，始完成報名手續。
＊本次活動為戶外遊戲，請穿著適合活動之衣著。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男 □女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地址

請張貼
最近半年內
全身或半身
生活照

地址
電話
請詳填

行動電話：
辦公室電話：

住家電話：

E-mail
身高體重

身高：

緊急聯絡人

姓名：

公分

體重：

最高學歷

關係：

公斤

聯絡電話：

畢業

服務單位

公司名稱：
服務單位：

活動經驗

□未參加過類似活動 □曾參加過類似活動，例如：
1.

備註

2.
3.

職稱：

為維護報名者權益，報名人數上限為男女各 15 人（額滿為止，依報名先後順
序決定錄取參加人員；另為顧及男女報名者比例之均衡性，本所保留報名同意
權）。
若有重大因素，活動主辦單位保留變動因應權利，活動相關問題，請逕洽主
辦單位。
報名專線：
(1) 楠梓戶政 07-3511895 分機 30 洪小姐及分機 17 翁小姐。
(2) 岡山戶政 07-6217389 分機 15 吳小姐

★本聯誼活動拍攝之照片、影片等將放置於楠梓戶政事務所及

岡山戶政事務所網頁及臉書等相關網頁提供媒體宣傳使用。
報名者確認簽名處：________________

附件 3
高雄市楠梓及岡山戶政事務所聯合辦理
110 年「節水抗旱-解你愛情的渴」未婚聯誼活動健康聲明調查書
為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請配合填寫本資料，以維持及保障您及所
有參與活動人員安全，謝謝合作!
一、 個人旅遊史、接觸史
是

否

1. 過去 14 天，是否曾出國至其他境外地區？
(含入境、過境或轉機)

□

□

2. 過去 14 天，是否有接觸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確診
個案當事人」或「居家檢疫者」或「居家隔離者」？

□

□

3. 過去 14 天，是否有同住家族成員，係屬於「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之「確診個案當事人」或「居家檢疫者」或「居家隔
離者」？

□

□

4. 過去 14 天，個人或個人同住之家族成員是否曾出現呼吸
道感染症狀(如發燒、咳嗽、呼吸困難或肺炎...等症狀)？

□

□

二、 上述有勾選"是"的選項者，為維護安全的未婚聯誼活動品質，恕無法參與此次活動，
並請配合衛生單位進行防疫相關措施。
三、 出入活動場所，請務必配載口罩勤洗手。
本人已詳細填寫上述健康聲明調查書所列事項，並確認以上聲明均屬實，且同意承擔因
提供不實資訊而導致的相關法律責任。
◎報名者確認簽名處：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