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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111年                      未婚公教同仁聯誼活動 

一、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二、承辦廠商：上置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三、本活動分 5梯次辦理，相關資訊如下 

梯次 時 間 活動名稱 全額活動費用 參加者人數 

1  
7/24 

（日） 
花語寄情手創派對 950元 32人 

2  
8/13 

（六） 

相遇雲端幸福達陣 

一日遊 

（35歲以下） 

1,700元 40人 

3 
8/27 

（六） 

鐵道戀旅天燈寄情 

一日遊 
1,650元 40人 

4  
9/3 

（六） 

星空山丘夏蓮物語 

一日遊 
1,660元 40人 

5  
9/25 

（日） 

愛情加映懷舊派對 

（35歲以下） 
950元 32人 

(一)各梯次以男、女生人數各半為原則。 

(二)集合時間及地點：繳費報名後，另行通知。 

(三)本府人事處得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取消或延期辦理，另得依報名

實際情況及先後次序，酌予調整各梯次人數、性別。 

四、參加對象 

(一)本市議會、本府各機關（構）學校、各區公所及復興區民代表會所屬現職未

婚公教同仁、聘僱及臨時人員等。 

(二)全國各機關（構）及公（私）立學校所屬現職未婚公教同仁及聘僱人員等。 

(三)本市金融機構、醫療機構及各科技工業園區內企業未婚人員。 

五、報名及繳費相關事項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各梯次活動前 1週或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 

1、請勾選可參加之活動梯次，將依各梯次先後報名情形調整錄取人員，每人

以參加 1梯次為原則，額滿為止。 

2、請各機關（構）、學校及企業人事單位協助欲報名者填妥報名表（可自行

至本府人事處網站 http://personnel.tycg.gov.tw /熱門活動下載），並

由服務機關人事單位蓋章戳後，併同報名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E-mail

（請傳 PDF檔）至 service@unijoys.com.tw；另亦可掃描報名表中 QRcode

報名並上傳相關證件資料。 

3、配合現行防疫措施，請於活動當日提供疫苗施打證明，如未施打第 3劑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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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者，請提供 48小時內快篩陰性證明之照片（須於快篩試劑上備註日

期）。 

4、聯絡資訊： 

(1) 承辦廠商上置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洽詢電話：02-2256-1314，E-mail：

service@unijoys.com.tw。 

(2) 本府人事處洽詢電話：03-3322101轉 7357，承辦人劉小姐，，E-mail：

10053197@mail.tycg.gov.tw。 

(三)繳費方式：承辦廠商將依報名先後順序，確認資料後通知符合資格人員依下

列規定辦理繳款事宜。 

1、參加人員請務必於接到繳費通知後，「3日內」完成繳費。廠商確認繳費後，

將發送「報名成功通知」，以確認完成報名並告知注意事項。 

2、繳費資料：匯款帳號 300540-101664，戶名：洪子茜（活動專款專戶），代

收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文山分行（銀行代碼 822）。 

3、未如期繳費者，將由候補人員依序位遞補之。 

(四)參加人員繳費後，如無法出席者，於活動日前 10日（不含活動日及假日）書

面通知，需全額退費；於出發日前第 4日至第 10日以內書面通知者，需退回

活動費用 70％；於出發日前 1日至第 3日以內書面通知者，需退回活動費用

30％；出發當日以後書面通知者，不予退費。又以上費用扣除行政手續費新

臺幣 30元整後退還。 

(五)如參加人員係因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或具感染風險需自主健康管理、健

康追蹤、居家檢疫、居家隔離等無法出席者，檢具相關證明，應扣除已支付

之全部必要費用後退回餘款。 

(六)因報名人數眾多，報名額滿或報名日期截止後，未列入參加名單者，將會發

送「候補通知」告知，請勿先行繳費。 

六、注意事項 

(一)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以備查驗，如未攜帶者，本府人事處保留當事人

參加與否之權利；個人資料如有虛偽不實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二)本次活動如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將另行通知取消辦理或另擇期舉行，否

則將一律照常辦理，請務必全程參加。 

(三)參加人員活動當日請配合相關防疫措施，並依各梯次活動性質，穿著適當服

裝出席；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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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廠商將於活動前 3日發送【行前通知】，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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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111年                     未婚公教同仁聯誼活動行程表 

一、第一梯次：111年 7 月 24日（日） 花語寄情手創派對 

➢ 參加人員：幸福不限，男女各半 

➢ 活動流程：桃園 77藝文町園區漫遊趣/輕食饗宴&互動時光/花藝手作時光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1300~1315 
尋愛報到站 

懷著一顆忐忑的心，領取幸福小手冊，尋愛去! 
77藝文町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 

中正路 77巷 5號） 1315~1330 
愛戀一串心 

讓參加者沿手冊設計目訪問異性，卸下彼此陌生心防 

1330~1420 

午后情~當小文青遇見愛情 

【小組聯誼】用相機發現舊時代之美、留下你我身影 

→相邀漫步日式園區，找尋屬於城市中的寧靜 77藝文町 

園區 

1420~1500 

濃情時光、啟動密碼 

【小組聯誼】歡樂創意 Show Time、串連你我的心! 

→幸福隨堂考，讓你我更了解彼此的想法! 

1500~1630 

愛情永恆花、擴香の祝福 

【小組聯誼】心情與花朵的對話、留下時光的手札 

→手作擴香石花沉澱心靈、用 DIY圈住美好時光! 

【小組聯誼】創意三連拍~就是要你的創意留下回憶! 
六藝展覽坊 

1630~1700 
真情告白～向世界宣告愛情 

【封緘傳情】掌聲響起、尋找速配情人、兩兩相邀 

1700～ 
可口茶點、甜在你心：相約一起吃晚餐 

返家 
賦歸～幸福的延續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950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桃園市-桃園 77藝文町園區（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77巷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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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梯次：111年 8 月 13日（六） 相遇雲端幸福達陣一日遊 

➢ 參加人員：限 35歲以下未婚男女參加 

➢ 活動流程：桃園青年園區破冰趣+搶愛作戰/戀夏 BBQ/高低空探索歡樂時光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0800~0815 
尋愛報到站 

懷著一顆忐忑的心，領取幸福小手冊，尋愛去! 桃園市政府 

前門口（桃園市 

縣府路 1號） 0815~0820 
聯誼小學堂 

聯誼前的悄悄話，讓你懂得表現出最好的自己! 

0820~0920 
列車開動～下一站幸福 

幸福列車上愛的初體驗、讓愛情推銷員打開你我的心 
前往新屋 

0920~1030 

熱力四射愛戀時光 

【小組聯誼】愛情小狗仔開啟浪漫序曲、就是要活力 

【小組聯誼】解愛方程式打開你我心防、就是要 High 

青年體驗 

學習園區 

1030~1200 
極限體驗Ⅰ~歡樂低空探索  

【初夏戀曲】挑戰自我、閃耀心情~夏日低空探索趣!! 
低空探索區 

1200~1330 
風味 BBQ熱情”香”約 

【小組聯誼】在悠閒 BBQ饗宴中讓型男主廚到我家! 
青年體驗 

學習園區 
1330~1430 

熱力四射愛戀時光 

【小組聯誼】解愛方程式打開你我心防、就是要 High 

→小小運動會~九宮格競賽、發現體能王給個讚!! 

1430~1630 
極限體驗Ⅱ~漫步高空雲端 

【初夏戀曲】動感你我他、挑戰高空漫步串連你我的心 
高空探索區 

1630~1700 
允諾幸福～愛情請問你在嗎? 

【封緘傳情】掌聲響起、尋找速配情人、兩兩相邀 

1700～ 賦歸～幸福的延續 返回溫暖的家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1700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桃園市-桃園青年體驗學習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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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梯次：111年 8 月 27日（六） 鐵道戀旅天燈寄情一日遊 

➢ 參加人員：幸福不限，男女各半 

➢ 活動流程：十分瀑布輕旅/河灣渡假村午餐&天燈情/深澳鐵道自行車浪漫遊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0815~0830 
尋愛報到站 

懷著一顆忐忑的心，領取幸福小手冊，尋愛去! 桃園市政府 

前門口（桃園市 

縣府路 1號） 0830~0840 
聯誼小學堂 

聯誼前的悄悄話，讓你懂得表現出最好的自己! 

0840~1000 
幸福列車Ⅰ～碰碰一串心 

幸福列車上王子&公主的約會、讓歡樂打開你我的心 
前往十分 

1000~1030 
破冰禮讚、向愛前進 

【小組聯誼】分組遊戲打破彼此間初識的尷尬喔! 十分風景區 

/十分瀑布 
1030~1200 

瀑布芬多精、發現心戀情 

【小組聯誼】聆聽十分瀑布的音符、預約下一站幸福 

1200~1300 
浪漫的午餐約會 

午餐時分偷得浮生半日閒、享受特製的風味午餐 
宴會廳 

1300~1400 

午后歡樂互動、啟動幸福密碼 

【小組聯誼】就要創意假人秀揭開聯誼活動浪漫序 

【小組聯誼】正妹想知道&帥哥想發問~培養默契!! 
河灣 

渡假村 1400~1500 
裊裊天燈の手創幸福 

【午茶時光】天燈寄情將祝福包藏，化作幸福羽翼! 

1500~1530 
允諾幸福～我只願牽你的手 

【小組聯誼】頒獎、真尋找速配情人、兩兩相邀 

1530~1600 
幸福列車Ⅱ～愛の初體驗 

戀愛巴士/正妹想知道時光-愛情密碼 High到你 
前往深澳 

1600~1700 
忘憂系車站、鐵道與海の對話 

【小組聯誼】河豚單車帶你我漫遊無敵海景視野、GO! 

深澳鐵道 

自行車 

1700~ 賦歸～幸福的延續 返家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1650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新北市-十分瀑布、河灣渡假村、深澳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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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梯次：111年 9 月 3日（六） 星空山丘夏蓮物語一日遊 

➢ 參加人員：幸福不限，男女各半 

➢ 活動流程：大王蓮輕功飄/手信霧隱城手作情/山丘上の夏季星空賞&晚餐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1245~1300 
尋愛報到站 

懷著一顆忐忑的心，領取幸福小手冊，尋愛去! 桃園市政府 

前門口（桃園市 

縣府路 1號） 1300~1310 
聯誼小學堂 

聯誼前的悄悄話，讓你懂得表現出最好的自己! 

1300~1400 
幸福列車Ⅰ～碰碰一串心 

幸福列車上王子&公主的約會、讓歡樂打開你我的心 
前往陽明山 

1400~1540 

遇見大王蓮、輕功水上飄 

【魔法派對 A組】乘坐大王蓮~就是要 IG打卡趣! 

【桌遊派對 B組】約一場桌遊趣，等一人咖啡香! 

【小組聯誼】追男追女追追追釐清愛情的小迷失! 

蓮荷園 

農場 

1540~1620 
幸福列車Ⅱ～愛の初體驗 

戀愛巴士/正妹想知道時光-愛情密碼 High到你 
前往龍潭 

1620~1800 

烘焙手作情～浪漫 DIYの愛戀 

【小組聯誼】在糕餅 DIY中，捏製自己的手創美味! 

→就是要邀你，園區感受手信霧隱城風情 

手信霧隱城 

1800~1840 
幸福列車Ⅲ～愛の初體驗 

戀愛巴士/正妹想知道時光-愛情密碼 High到你 
前往龍潭 

1840~1840 

仲夏夜之夢、為愛情加分 

【小組聯誼】夜遊高地、讓星空密語飛揚你我的心情 

【IG攝影時光】就是要約你，一起漫遊園區打閃趣! 
山丘上 

景觀咖啡廳 

1840~2040 
真情告白～向世界宣告愛情 

【封緘傳情】掌聲響起、尋找速配情人、兩兩相邀 

2040~ 賦歸～幸福的延續 返家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1660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桃園市-蓮荷園、手信霧隱城；新竹縣-山丘上景觀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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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梯次：111年 9 月 25日（日） 愛情加映懷舊派對 

➢ 參加人員：限 35歲以下未婚男女參加 

➢ 活動流程：馬祖新村眷村園區文青小旅行/輕食饗宴&互動時光/愛情加映場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1045~1100 
尋愛報到站 

懷著一顆忐忑的心，領取幸福小手冊，尋愛去! 
中壢光影電影館

（桃園市中壢區龍清

街 116巷 31號） 1100~1115 
愛戀一串心 

讓參加者沿手冊設計目訪問異性，卸下彼此陌生心防 

1115~1200 

在復古的老巷弄中遇見愛情 

【遊園闖關】一拍上癮、「微」機解密-讓愛傳下去!! 

→愛情任務卡，搶拍大挑戰，就是要串門子!! 

馬祖新村 

眷村文創園區 
1200~1300 

Brunch輕食約會 

在歡樂氛圍裡挑動你我味蕾、揭開愛情潘朵拉的盒子 

【小組聯誼】愛情拼圖，拼貼你我的愛情地圖，GO!! 

1300~1340 

午后閒情、共創歡樂 

【小組聯誼】換個心情，來場專屬的甜蜜午後約會 

【主題活動】漫談電影中的愛情-向左轉、向右走? 

1340~1400 慢遊眷村、呼吸幸福：散步前往電影院 

中壢光影 

電影館 

1400~1600 

星漾 FUN映、陪我看電影 

【包場時光】週末午后，就是要約你、一起看電影! 

→機會&命運的安排，浪漫電影戀人的約會 

1600~1630 
真情告白～向世界宣告愛情 

【封緘傳情】掌聲響起、尋找速配情人、兩兩相邀 

1630～ 賦歸～幸福的延續 返家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950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桃園市-馬祖新村眷村園區（桃園市中壢區龍吉二街 15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