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 112年「濃情蜜意‧幸福兔 YOU」 

公教人員單身聯誼活動計畫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 112年度公教人員單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二、目的：為擴展公教單身同仁社交領域，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增進兩性互動

及情感交流，促成良緣，提升婚育率，爰訂定本活動計畫。 

三、辦理機關： 

（一）指導機關：高雄市政府 

（二）主辦機關：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三）承辦機關：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高雄市政府勞

工局、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四、參加對象： 

（一）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編制內單身公教員工(以優先錄取為原則)。 

（二）行政院各部會、各縣市政府及議會、國(公)營事業機構、南部國立學校、

部立醫院等編制內單身公教員工。 

五、活動日期、地點、參加人數及費用：  

(一）活動日期：112年 4月 15日至 16日(星期六、日)2天 

(二）活動地點：高雄市美濃區、大樹區 

(三）報到地點：高雄市政府鳳山行政中心(郵局旁) 

(四）參加人數：40人（男、女各 20人），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 

(五）報名費用：本府編制內單身教職員工每人需繳報名費新臺幣 2,800元(市

府補助員工 500元)，府外其他人員每人需繳報名費新臺幣 3,300元。 

六、活動行程與內容：



 

112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 

時  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備註 

08：00～08：30 
領取幸福之鑰 

實現幸福未來 

報到 

領取精美小禮物 

高雄市政府鳳山

行政中心(郵局旁)  

08：30～09：20  紅線牽起相遇的我們 車上話匣子 啟動幸福列車 

09：20～11：40 

手作‧紅粄 DIY 台灣米食‧創意趣 

美綠園生態園

區 

夢幻蝴蝶園 導覽生態園區 

從談心走入我的心 分組/小憩片刻 

11：40～12：50 浪漫午餐時光 特色風味餐 

12：50～13：10 紅線牽起相遇的我們 車上話匣子 啟動幸福列車 

13：10~13：30 幸福來敲門 配置房間/放行李 

美濃 

森林星光小屋

&德旺山莊 

13：30～14：00 愛‧包容‧幸福 知性分組活動 

14：00～15：00 走入你/妳的視線 趣味團康活動 

15：00～15：30 浪漫午茶時光 小憩片刻 

15：30～16：30 進一步認識妳/你 趣味團康活動 

16：30～17：30 探索森林小溪 清涼一夏 

17：30～19：30 晚宴~美味 BBQ 手藝大作戰 

19：30～22：00 難忘的風趣夜晚 歡唱卡拉 OK  

22:00~ 進入曼妙夢鄉~ 星光夜語~觀星談心  

112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 

時  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備註 

06：30～07：30 芬多精晨喚 走入大自然的擁抱 美濃 

森林星光小屋 

&德旺山莊 

07：30～08：30  共享幸福早餐 鼓起勇氣‧共進佳肴 

08：30～08：40 退房/相約車上見 整理行李、梳洗 

08：40～09：30 紅線牽起相遇的我們 車上話匣子 啟動幸福列車 

09：30～10：30 雙閣樓茶禪一味 茶禪文化‧心體驗 

佛陀紀念館 10：30～11：10 佛教海線絲路之旅 跨時空藝術‧心視野 

11：10～11：40 清淨心~為幸福加持 大佛平台‧抄經去 



七、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2年 3月 24日(星期五)止 

（二）報名方式： 

1.報名人員請至高雄市政府人事處網站＞訊息公告＞活動訊息下載報名資

料，連結網址：http://kpd.kcg.gov.tw。 

2.再按「列印資料」，資料列印出來，檢視無誤後，請黏貼下列資料： 

（1）最近 6個月內之兩吋照片。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機關識別證正反面影本。 

3.報名表之電子檔請傳送至：pink0826@kcg.gov.tw 信箱，另紙本報名表

亦請於 112年 3 月 24日(星期五)前以郵寄(郵戳為憑)、公文交換、親自

或委託他人等方式，送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地址：830 高雄市

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32號 3樓），以完成報名手續。 

4.完成報名手續後，除親自報名者外，請致電承辦人黃小姐(07)799-5678

轉 3150，確認是否已收到報名資料。 

八、錄取名單及繳費方式： 

（一）本府對報名人員保有審查權，經審查錄取者，於 112年 3月 27日(星期

一)下班前，將錄取名單（以隱藏部分名字方式，例如：陳大明／陳○明）

公告於本府人事處網站(首頁＞訊息公告＞活動訊息)及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網站(首頁>最新公告)，同時 Email至各該錄取人員信箱，請報名人員

自行注意並上網查看；如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 

11：40~12：10 五和塔幸福之家 共創未來‧心尊重 

12：10~13：20 蔬食美味午餐 天賜良機‧共享美食 

13：20～14：00 雙雙對對尋寶趣 機會難得‧手腳要快 

14：00～14：20 紅線牽起相遇的我們 車上話匣子 啟動幸福列車 

14：20～15：10 手牽手暢遊農場趣 農場漫遊‧有愛相隨 

華一休閒農場 
15：10~15：30 共享特色午茶 農場甜點‧新品味 

15：30~16：10 緣來是你/妳 心有靈犀‧請多指教 

16：10~16：30 最後浪漫的回憶 再次機會‧降臨 

16：30~17:00 快樂賦歸 再續前緣 
高雄市政府鳳山

行政中心(郵局旁) 



（二）經獲通知錄取之參加人員，請於 112年 4月 6日(星期四)前繳交報名費

用，本府編制內單身公教員工每人繳交報名費 2,800元，府外其他人員

每人繳交報名費 3,300元，並請一律至郵局或銀行臨櫃匯款(僅高雄銀行

免收手續費 30元，其餘銀行、郵局需自行負擔手續費)至以下指定帳戶，

並於匯款單上加註「活動參加人員：姓名（ex活動參加人員：陳大明）」，

於匯款完畢後將收據傳真、掃描或拍照傳送至：pink0826@kcg.gov.tw

信箱，以利核對繳費情形（繳費收據於活動報到時發給）：  

匯款銀行：高雄銀行公庫部(0161028) 

戶    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保管金專戶 

匯款帳號：102103060548 

傳    真：07-7406665 

(註：本活動不受理 ATM 轉帳、現金繳費) 

（三）未如期繳費者視同放棄，不另行催繳，由承辦單位逕行通知候補人員依

序遞補。 

（四）參加人員繳費後，除特殊原因致無法出席者，須於 112年 4月 7日(星期

五)中午 12 時前告知承辦單位黃小姐(07)799-5678 轉 3150，逾期告知

者，所繳費用不予退還，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 

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加聯誼活動者個人資料，應確實遵守電腦處理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不

得洩漏或供其他使用。 

（二）本活動含戶外活動，請自行備妥防曬乳及防蚊液，穿著輕便休閒服裝、

運動鞋，及一套換洗衣物備用；另為響應環保政策，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具。 

（三）為保障參加者權益，活動當日需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本府防疫管理

措施辦理。 

 (四) 特別提醒：本活動安排佛陀紀念館體驗行程，倘有其他考量，請斟酌唷。 

十、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補充修正之。 



高雄市政府 112年「濃情蜜意‧幸福兔 YOU」 

公教人員單身聯誼活動報名表 

填表日期：112 年   月   日 

★本人已於      年      月      日完整接種第       劑 COVID-19 疫苗 

請張貼 6 個月以內 
之 2 吋照片 

 
電子檔請附照片 

 

姓名：              現任職稱： 身高：      體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 □女   □男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實)歲： 膳食： □葷  □素 

最高學歷：□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其他(                   ) 

畢業學校：                  學     校 
                系(所)畢業 

是否曾有婚姻狀態： 

□否  □是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 

★參與本活動動機：□尋結婚對象 □尋交往對象 □遊山玩水 □其他：__      __ 

服務機關：                                    機關地址： 

聯絡電話：（公）          （家）            手    機： 

現居地址： 

電子信箱： 

本欄參加者請務必填寫清楚，以便聯繫。 

身分證正面影本乙份，黏貼此處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反面影本乙份，黏貼此處 

身分證反面 

機關識別證正面影本乙份，請浮貼此處 

機關識別證正面 

機關識別證反面影本乙份，請浮貼此處 

機關識別證反面 

備註： 
1.報名人員請至高雄市政府人事處網站＞訊息公告＞活動訊息下載報名資料，連結網址：
http://kpd.kcg.gov.tw。 

2.資料填寫完畢列印出來，檢視無誤後，請黏貼下列資料： 
（1）最近 6個月內之兩吋照片。（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3）機關識別證正反面影本。 
3.將紙本資料於 112 年 3 月 24 日(五)前以郵寄、公文交換、親自或委託他人送至（高雄市
政府教育局人事室，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32號 3樓）完成報名手續，俾利查
驗。（承辦單位聯絡電話：07-7995678轉 3150，聯絡人：黃韻如） 

4.錄取名單經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確認後，於 112年 3月 27日(一)公告(本府人事處網站、教
育局網站)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繳費，未列入錄取名單者，不另行通知，敬請見諒。 

5.報名資料僅供本次活動使用，並遵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本報名表各項資料請
由參加者本人確實填寫，偽造身分資料而報名者，一經查獲依法究辦。 

http://kpd.kcg.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