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 112年「駁二啟程船遞幸福」 

公教人員單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一、目的：為提供單身同仁聯誼管道與互動情境，擴展社交生活領域，以期促成良緣，

特訂定本計畫。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農業局及海洋局 

（四）協辦廠商：Uni-Joys (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 

三、活動相關資訊： 

(一)活動時間：112年 6月 10日(星期六) 

(二)活動地點：高雄棧駁二園區、城市商旅(真愛館)、蝴蝶公主號 

(三)活動內容：請參閱活動行程表 

(四)活動人數：40人（男、女各半為原則），主辦單位得視報名情形及先後順序酌

予錄取，並調整人數。 

(五)活動費用：本府編制內單身教職員工每人需繳報名費新臺幣 1,030 元，府外

其他人員每人需繳報名費新臺幣 1,130 元。活動中無須再支付任

何費用。 

四、參加對象︰ 

（一）高雄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編制內之單身公教員工。 

（二）行政院南部各部會、南部各縣市政府及議會單身公教人員。 

（三）國（公）營事業機構、南部公立醫療機構、南部國（公）立學校編制內之

單身公教員工。 

五、參加資格：  

婚姻存續中、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本次活動參加資格，請勿報名（如有未符

資格仍報名參加者，承辦單位將不予受理；報名參加後始由承辦單位查驗知悉者，

所繳費用亦不予退還）。 

六、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報名日期：發文日起至 112年 5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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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UniJoys 網 站

(https://www.unijoys.com.tw/近期活動/駁二啟程船遞幸福) 活動頁面

查詢活動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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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han89@kcg.gov.tw 信箱，另紙本資料於 112

年 5月 12日前以郵寄(郵戳為憑)、公文交換、親自或委託他人送至高雄市

政府工務局人事室（地址：802721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5 樓），完

成報名手續，俾利查驗。（聯絡電話：07-3368333#2266，聯絡人：鄭伊涵） 

七、繳費方式： 

（一）參加人員應自行負擔本活動所須場地費、餐費及保險等費用，本府編制內單身

教職員工每人需繳報名費新臺幣 1,030元，府外其他人員每人需繳報名費新臺

幣 1,130元。 

（二）錄取參加人員俟承辦單位核定後，錄取名單公告於本府人事處網站首頁，並由

Uni-Joys(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以 e-mail或簡訊通知參

加人員，依下列規定辦理繳費。 

  1.繳費日期：參加人員請務必於接到通知後 3日內繳費，未如期完成者， 將由

候補人員依報名順序遞補之。 

  2.匯款資料：匯款帳號：300540-101664   戶名：洪子茜 

    代收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文山分行(銀行代碼 822) 

  3.參加人員請於匯款後，請 e-mail至 service@unijoys.com.tw或電話告知匯

款時間與帳號後五碼，並將收執聯影本留存備查。 

  4.參加人員繳費後，除特殊原因致無法出席者，須於 112 年 5 月 26 日下班前

告知 Uni-Joys(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逾期所繳費用

不予退還，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 

(三)參加人員繳費後，如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者，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活動退

費比例依 Uni-Joys (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相關退費規範辦理手續



（下述天數不含活動日及假日）。 

  1、活動 10天前辦理退費，全額退費(仍須扣除行政規費)。 

  2、活動日開始前 4日至第 9日取消活動者，須收取活動費用全額 30％。 

  3、活動日開始前 3日至前 1日取消活動者，須收取活動費用全額 70％。 

  4、活動當日決定不參加未通知承辦單位、集合逾時、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者

恕不退費。【以上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

費 60元後計算之。】 

八、本活動所繳納之費用，包括膳食費、場租、人員等費用及旅遊保險費。各機關(構)

為鼓勵所屬同仁參加，得酌予補助。 

九、注意事項： 

(一)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正本)，以備查驗，如未攜帶者，承辦單位得保留當

事人參加與否之權利；個人資料如有虛偽不實者，須自負相關之法律責任。 

(二)本次活動除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另擇期舉行外，一律風雨無阻照常辦理，請

務必全程參加。若遇颱風、地震等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活動不克舉辦時，

將另行擇期舉辦並通知報名者。 

(三)參加人員請依本次活動性質，穿著適當服裝出席；室內活動請穿著較正式之衣

裝，並自備健保卡、雨具及輕便外套等，以備不時之需。 

(四)如遇有特殊情事，承辦廠商保留更改活動相關事項之權利，活動流程以行前通

知為準。承辦廠商會於活動前五天寄發【行前通知】，通知相關注意事項，敬請

留意信箱與回覆。 

十、洽詢資訊： 

(一)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07)7995678轉 1870 蕭小姐 

(二)Uni-Joys (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 電話：(02)2256-1314 或

0980-891314、傳真：(02)2256-1356、【Line@：@unijoys】 

十一、活動訊息： 

活動相關訊息請至高雄市政府人事處網站(http://kpd.kcg.gov.tw)或承辦廠

商 UniJoys(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http://www.unijoys.com.tw/)

查詢活動相關訊息及報名。活動配合疫情發展，依疫情指揮中心規範隨時滾動

式修正。 

十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由承辦單位補充規定之。 

  



 

 

高雄市政府 112 年單身聯誼活動 
「駁二啟程船遞幸福」行程表 

 

一、 活動日期：112 年 6 月 10 日(星期六) 
 

二、 活動流程：當棧貳庫邂逅駁二/真愛館浪漫午宴/大河之戀遊艇派對情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0930~0945 

尋愛報到站 

懷著一顆忐忑的心，領取幸福小手冊，尋愛去! 

 

西子灣 

捷運站 

(出口 2) 
聯誼小學堂 

聯誼前的悄悄話，讓你懂得表現出最好的自己! 

0945~1130 

破冰趣~城市情緣遇到愛 

【小組聯誼】用相機發現舊鐵道之美、留下你我身影 

棧貳庫浪漫旋轉木馬、Hi 早安晨曦打卡情 

【浪漫駁二】暖暖陽光、駁二解謎~~轉角遇見新戀情! 

 
 

棧貳庫& 

駁二園區 

1130~1300 
浪漫的午餐約會 

擁碧海、享藍天，在婚宴會場品嚐精緻美食的午宴! 

兩性小學堂~男女心情挖挖挖~要懂你呦! 

 
 
 
 
 
 

 
城市商旅 

真愛館 
1300~1420 

濃情時光、迎向愛情 

【小組聯誼】歡樂創意 Show Time、串連你我的心! 

【小組聯誼】幸福隨堂考讓你我更了解彼此的想法! 

1420~1440 發現真心、傳情時間 

【封緘傳情】掌聲響起、尋找速配情人、倆倆相邀 

1440~1500 浪漫城市微旅行 

步行前往遊艇碼頭~午后時光-王子&公主的城市散步! 

 

前往碼頭 

1500~1600 
大河之戀的寄情與祝福 

【倆人世界】在港都風華歲月中迎向海洋、呼吸愛情! 

遊艇日不落~愛情角落打卡趣、感受美景!! 

 

港都 

遊艇派對 

1600〜 賦歸〜幸福的延續 返家 

  

 



三、活動地點介紹與餐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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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色介紹：用緩慢的步調，體驗五星級奢華遊艇，專人導覽解說，遊歷高雄港區

之美，來場與眾不同的海上之旅。讓我們從駁二渡輪站搭乘豪華遊艇前往，乘著

金色海洋的夕陽波光，進入高樓聳立的高雄港。欣賞旗後燈塔的純白身影，蒼翠

常青的壽山，以及西子灣海上夕陽無與倫比的美麗。從流動的步伐中看見城市繽

紛的色彩、以及愛情燦爛的微笑~~欣賞沿途水岸邊特色建築林立，還有夕陽落

日、華燈初上夜幕點綴，等候著您我相約同行，迎向風、迎向海洋、迎向愛情! 

2.  遊艇說明：頂級豪華的「蝴蝶公主號」為包船套裝行程，不受下雨或散客影響! 

【路線：棧二庫(香蕉碼頭)- -返回靠岸(約 1 小時)】 

 

 
 

 

【活動洽詢】Uni-Joys(有你就有意思!)/上置旅行社  活動專線：(02)2256-1314 

手機：0980-891314 /週一至週五 10：00~18：00【Line@：@unijoys】

棧

貳

庫

&

駁

二

輕

旅

行 

1.  棧貳庫：我們的愛情就從高雄最新最“庫”的景點-棧貳庫開始，一起向愛情說聲

早安!!體驗最「庫」景點，戶外就是碼頭港灣美景，純白旋轉木馬再造網美拍         

照話題，一旁的白色氣球飛輪可載遊客升空賞海景，純白色系讓許多少女心大噴          

發，這裡的海風吹起來都是甜甜的滋味咩! 

2.  駁二特區：週末早晨，一起到最夯的，以前衛、實驗、創新為理念來打造國際藝 

術平台~駁二特區走踏一下。「駁二」係指第二號接駁碼頭，高雄偶然發現這個具

有實驗性的場域，將之重新塑形打造。按圖索驥你我的愛情地圖，一起讚賞藝術

再造新生命的特區，讓彼此的愛情故事就從城市輕旅行中揭幕! 

3.  城市商旅真愛館：建於駁二特區的高雄真愛館裡，以海洋元素為主要設計風格，

秉持著現代、簡潔、時尚優雅風，藉由波浪的外牆，突顯了海的奧秘，五彩的繽

紛。在享受海霸王豐碩的美食饗宴後，就讓我們一起悠閒沉浸在午後幸福的歡樂 

互動中，享受友誼、分享人生，迎向悄然而生的愛情喔！ 



高雄市政府 112 年單身聯誼活動 

「駁二啟程船遞幸福」報名表 

姓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女 □男 學歷：□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其他 暱稱：          (當日使用) 

婚姻狀況：□未婚  □離異 □喪偶（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 餐食：□葷  □素 

服務機關： 職稱： 

(彩色半身照) 

聯絡電話：（公） 手機： 

興趣： Line ID：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注意英文 L、O與數字 1、0的分別)  

（本欄請務必填寫詳細清楚，並可即時連絡本人，如因未填寫導致無法通

知繳費請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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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是否曾參加府內舉辦之單身聯誼活動：□是，     次  □否 

請勾選以下項目，是否願意在此次活動中公開？(未勾選者視同不願意公開) 

□服務機關   □E-mail   □LINE ID (將於活動結束後建立本梯活動會後會群組之用) 

【個人資料受個資法保護，活動手冊僅提供人員暱稱、興趣外，上述資料將依照您的勾選決定公開與否】 

身分證正面、反面影本 

浮貼此處 

識別證正面、反面影本 

浮貼此處 



【注意事項（請詳閱）】 

1.報名方式：請填妥本報名表，檢附相關證明資料連同報名表電子檔 e-mail 至

yihan89@kcg.gov.tw，另紙本資料於 112 年 5 月 12 日前以郵寄(郵戳為憑)、公文交

換、親自或委託他人送至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人事室（地址：802721 高雄市苓雅區

四維三路 2 號 5 樓），完成報名手續。 

2.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2年 5月 12 日（星期五）止。 

3.活動費用：本府編制內員工應繳金額為新臺幣新臺幣 1,030 元，府外其他人員應繳

金額為新臺幣 1,130 元。 

4. 繳費方式：參加人員報名表經承辦單位核定與確認名單後，以 e-mail 或簡訊通知符合資格人員依下列規

定辦理繳款事宜(請留意信箱)： 

   (1)參加人員請務必於接到匯款通知信後 3日內繳費，未如期繳費者，將由候補人員依報名順序遞補之。 

   (2)匯款資料(上置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聯誼專用帳戶)如下： 

    匯款帳號：300540-101664；戶名：洪子茜 

    銀行名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文山分行(銀行代碼 822) 

   (3)參加人員於匯款後，請 email至 service@unijoys.com.tw 告知匯款時間與後五碼，並將收執聯影本留存   

     備查。承辦單位核查後將於 3 日內回傳信箱，告知報名成功及注意事項。 

5.因報名人數眾多，未列入參加名單者，僅另行寄發候補通知。 

6.活動行前通知將於活動前 5 天以 E-mail 寄發(請留意信箱)，並請回覆收到與否。 

7.參加人員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取消活動者，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並應儘速通知旅行社，俾旅行社依

規定辦理退費，取消活動退費金額之計算方式詳如本活動實施計畫。報名前，務請謹慎考量。 

8.本資料由承辦單位妥善保存保密，並於活動後銷毀；個人資料如有虛偽不實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9.活動流程以行前通知為準，承辦廠商會於活動前 5 天寄發【行前通知】，敬請留意信箱與回覆。 

10.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正本)，以備查驗，如未攜帶者，承辦單位保留當事人參加與否之權利。 

11.活動辦理連絡電話： 

(1)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07)7995678 轉 1870 蕭小姐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30)  

  (2)Uni-Joys(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  (02)2256-1314、0980-891314 傳真：(02)2256-1356    

    E-mail：service@unijoys.com.tw【Line@：@unijoys】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報名表與相關資料請 e-mail至 yihan89@kcg.gov.tw，歡迎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