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營建署
「營建鍾情」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一梯次 111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00-08:20

報到現場的第一類接觸時間

高鐵台中站

08:20-10:00

10:00-10:30

車上相見歡，一對一車上認識時刻
認識異性的好時機，不錯過任何一段佳緣
愛的即可拍，拍下自己的 IG 美照
當季的蓮花美景搭配乘坐大王蓮，自己就是網美

旅程風光

蓮荷園休閒農場

愛情蓮體嬰，拍麥拉
10:30-11:30

「浪漫香水蓮」按照關主指令，在繽紛蓮園中，找尋隱藏其

蓮荷園休閒農場

中的愛情仙子
美味關係，主廚特製的美味料理
主廚選用新鮮且優質的海陸相關食材，經由廚房專業團隊的
12:00-13:30

創意及熟練的技巧烹飪後，讓來到餐廳用餐的顧客能有最驚

山水庭園餐廳

艷的視覺及味蕾體驗，多樣化的豐富菜系及正統口味一次滿
足所有老饕的胃。
13:30-15:00

15:00-16:00

無圍牆博物館，木博群闖關趣
在一片古宅建築物中找尋蛛絲馬跡贏得勝利
找尋愛情寶典，贏得最耀眼的金黃嬌客
在大溪老街中，找尋隱藏其中的蛛絲馬跡，贏得最終獎勵。

16:00-18:00

搭上幸福列車結束奇幻旅程

大溪木博群

大溪老街
旅程風光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柒佰捌拾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

【活動地點】桃園．蓮荷園休閒農場+山水庭園餐廳+大溪木博群+大溪老街

內政部營建署
「營建鍾情」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二梯次 111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30-08:45

浪漫愛情即將展開，報到開始囉

高鐵左營站

08:45-09:45

一起出發準備迎接心戀情

旅程風光

默契大考驗

09:45-10:45

增進你我的情誼一點一滴加深印象

北門婚紗美地

水晶教堂婚紗美地團體任務
10:45-11:45

小組成員利用愛情手札完成指定任務，一起碰撞新火花而浪

北門婚紗美地

漫的裝置藝術，為旅程留下最棒的回憶。
色、香、味俱全的料理美食館
12:00-13:00

冷盤三拼，涼拌牛蒡絲、蟹腿跟豬肉片。水煮白蝦肉質 Q

福隆餐廳

彈，且隻隻肥美又多汁，只有產地才能吃到的新鮮美味。
幸福巴士

13:00-13:45

車上一對一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旅程風光

台江內海漁樂園台版亞馬遜河之旅
14:00-15:30

台江國家公園是台灣的第八座國家公園，也是一座以「濕地」
為特色的國家公園，搭乘竹筏在靜謐的綠色隧道中航行，當

台江內海

兩旁的紅樹林與水筆仔讓您徜徉在亞馬遜河！
15:30-16:00

白色高腳屋團體互動

台江國家公園

逗趣的不 NG，透過團隊合作贏得勝利。

遊客中心

搭上幸福列車結束奇幻旅程

旅程風光

16:00-18:00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捌佰捌拾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

【活動地點】臺南．北門婚紗美地+台江內海+台江國家公園

內政部營建署
「營建鍾情」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三梯次 111 年 9 月 4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13:00-13:15

尋寶旅程即將開啟，準備悉聽冒險守則

伯朗咖啡中山二店

冒險日記第一篇，緣來是妳/你
13:15-13:30

伯朗咖啡中山二店
緣份牽起線索，找尋相關疑點
冒險日記第二篇，身歷其境收集資訊

13:30-14:45

伯朗咖啡中山二店
透過面對面交談，收集相關資訊
愛情搜查緣譜出你我的愛戀

14:45-15:00

伯朗咖啡中山二店
透過幸福幫手，讓您輕鬆墜入戀愛的氛圍中
冒險日記第三篇，身歷其境收集資訊

15:00-16:00

伯朗咖啡中山二店
透過面對面交談，收集相關資訊
冒險日記第四篇，考驗你的解謎能力

16:00-16:40

伯朗咖啡中山二店
ㄧ篇又一篇的提示收集，讓你贏得藏寶箱密碼
冒險日記最終篇

16:40-17:00

伯朗咖啡中山二店
成就解鎖，破解謎題，享受快感！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活動地點】臺北．伯朗咖啡中山二店

電話：（02）2257-0311

「營建鍾情」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四梯次 111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15-08:30

幸福列車啟程囉，準備前往邂逅美麗戀情

內政部營建署

08:30-10:00

10:00-10:30

10:30-11:15

深度認識的一對一時間

旅程風光

與全場異性朋友有充分時間交談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浪漫愛情面對面團體互動

雪霸國家公園

一起寫下愛情手札，印下屬於我倆的印記，得到滿滿的回憶

遊客中心

雪霸國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文靜之美

雪霸國家公園

熱心志工的完美導館搭配影片讓您一覽雪霸的美

遊客中心

豐盛的紅棗大餐，享用美味的團體合膳
11:30-13:00

全國獨樹一格的養生紅棗餐，新鮮的紅棗營養價值獨特，富含蛋白

棗莊

質、醣類等， 讓人驚嘆其維生素 C 含量之豐，是檸檬的 10 倍之
多；讓您飽食一番。

13:00-14:00

14:00-16:00

一起出發前往新屋綠色隧道

旅程風光

認識新朋友的最佳時機，把握車上一對一的深度認識
愛情騎蹟，一覽新屋綠色隧道
小組成員利用愛情手札完成指定任務，一起碰撞新火花

16:00-18:00

新屋綠色隧道

愛情列車，啟程回到暖暖的寶貝窩

旅程風光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柒佰捌拾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

【活動地點】苗栗/桃園．雪霸國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棗莊+新屋綠色隧道

「營建鍾情」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五梯次 111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00-08:20

幸福之旅報到集合囉^O^

高鐵台中站

幸福巴士，一起展開浪漫愛情旅程

08:20-10:00

車上一對一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戀愛方程式，解開你我的愛情習題

桂花園

跨出友誼的第一步，一起遇見新朋友

鄉村會館

旋轉速配樂，團體認識 PART 1

桂花園

把握認識的時間

鄉村會館

美味餐飲，引爆味蕾

桂花園

桂花入菜的特色料理，令人食指大動。

鄉村會館

在冷氣房中舒服地認識異性朋友 PART 2

桂花園

團體互動認識時間，創造獨一無二的浪漫回憶

鄉村會館

10:00-10:20

10:20-11:20

11:30-12:30

12:30-14:30

旅程風光

愛情食字路口戶外解謎篇
永昌宮、桂花巷、南庄國小、乃木崎、百年洗衫坑、南庄老郵局
15:00-16:30

以及南庄大戲院的歷史由來讓您更了解南庄老街，好吃的桂花酒

南庄老街

釀湯圓、桂花冰鎮湯圓、桂花梅、丈母娘招牌滷豆干、豬籠粄、
南庄麵…等，透過趣味的戶外解謎碰撞出愛的火花
16:30-18:00

甜蜜列車，啟程回到暖暖的寶貝窩

旅程風光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柒佰捌拾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

【活動地點】苗栗．桂花園鄉村會館+南庄老街

「營建鍾情」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六梯次 111 年 10 月 01 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30-08:45

幸福列車啟程囉，準備前往邂逅美麗戀情

高鐵台南站

08:45-10:00

10:00-10:15

10:15-11:15

11:15-12:00

深度認識的一對一時間
與全場異性朋友有充分時間交談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擁抱愛情向前衝
熱鬧有趣的互動，讓你我打開害羞的心房。
愛情調色盤，手扎體驗
傳統綠色環保工藝，手染扭轉愛情創造屬於妳我的緣份
擁抱愛情時刻 浪漫心跳時間
一起寫下愛情手札，印下屬於我倆的印記

旅程風光

天秀山莊

天秀山莊

天秀山莊

秘境中的綠色餐廳享用咖啡風味餐
12:00-13:00

友善環境的綠色餐廳，木質基調加上小溪流水貫穿其中，

天秀山莊

讓人在最舒適的氛圍中享用美食。
13:00-14:00

穿梭綠色林間，愛情精靈施展魔法戀升溫
團體互動任務，讓你我戀情升溫。

14:00-14:30

深度認識的一對一時間
綠色景點默契大考驗

14:30-16:00

綠色環境教育場所-綠色隧道，利用環境教育場所中所蘊含
豐富的自然生態設計一連串的互動增進彼此互動

16:00-18:00

愛情列車，啟程回到暖暖的寶貝窩

天秀山莊

旅程風光

古坑
綠色隧道
旅程風光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捌佰捌拾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

【活動地點】雲林．天秀山莊餐廳+古坑綠色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