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 110年「情定六龜‧犇向幸福」公教人員單身聯誼 

活動計畫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二、目的：為擴展公教單身同仁社交生活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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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四）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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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及本市議會、國(公)營事業機構等編制內單

身公教員工。 

五、活動日期：110年 4月 17日至 18日(星期六、日)2天 

六、活動地點：高雄市六龜區 

七、參加人數：32人(男、女各 16人) 

八、集合地點：高雄市立鳳山行政中心(郵局旁) 

九、活動行程與內容：



 

110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 

時  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備註 

07：30～07：50 領取通往幸福的鑰匙 
報到 

領取精美小禮物 

高雄市鳳山行

政中心(郵局)  

07：50～09：30  千里來相會 車上團康 啟動幸福巴士 

09：30～11：00 愛~玉(遇)見真情 愛玉 DIY 
清波愛玉園 

11：00～12：00 愛~遇見你/妳 分組活動 

12：00～13：30 浪漫~愛的饗宴 美食創意料理 美崙山飯店 

13：30～14：00 ~大手拉小手~ 美崙山步道健步走 
美崙山 

14：00～15：30 甜甜滋味在心頭 茶敘時間 

15：30～16：30 幸福來敲門 扇平山莊-前置作業 

扇平山莊 
16：30～17：30 戀戀扇平山莊 

園區內景觀解說、俯

瞰十八羅漢山及扇

平林道 

17：30～21：00 火熱~繽紛晚宴 烤肉 party~聯誼活動 

21:00~ 進入曼妙夢鄉~ 漫(夜)遊-星光夜語 

110 年 4 月 18 日(星期日) 

時  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備註 

07：00～07：30 晨喚 起床梳洗 
扇平山莊 

07：30～08：30  清新~美味早膳 hello 早餐 

08：30～10：40 浪漫相伴遊古蹟 知性深度之旅 

池田屋、洪綑源

商號、天滿宮、

締願寺 

11：40～11：30 退房 整理行李、梳洗 

扇平山莊 11：30～13：00 幸福~午餐饗宴 山莊美食 

13：00～13：40 緣來就是你/妳 幸福邱比特 

13：40～15：30 勇敢追向幸福 當咖啡遇見花語 十八羅漢山 

15：30~17:00 快樂賦歸 再續前緣 
高雄市鳳山行

政中心(郵局) 



十、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年 3月 19日(星期五)止 

（二）報名方式： 

1.報名人員請上網連結網址：https://love99.kcg.gov.tw:8443/ 

2.登入後填妥報名各項資料，按「確認存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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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網路報名後列印之紙本資料請於 110 年 3月 19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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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名表：若未能透過網路報名，請逕自填妥報名表郵寄、公文交換、親

自或委託他人送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彙辦，並將電子檔傳送黃韻

如：pink0826@kcg.gov.tw（報名表請於高雄市政府人事處活動訊息區網

頁 http://kpd.kcg.gov.tw下載）。 

十一、繳費方式： 

（一）本府編制內單身公教員工每人需繳報名費新臺幣 2,500元，府外其他人

員每人需繳報名費新臺幣 2,900元，錄取人員以電話或郵件方式通知繳

費；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 

（二）接獲繳費通知者(未接獲通知請勿匯款)，請儘速以匯款方式繳交報名費

用（以匯款日期為準），並請於 110年 4 月 1日(星期四)中午 12時前將

繳費收據填註參加活動名稱、參加者機關名稱、姓名、聯絡電話（手機），

影印傳真、掃描電傳或送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俾憑核對（繳費收

據於活動報到時發給或郵寄）。本活動不受理現金繳費及轉帳方式繳費。 

匯款帳號：102103060548 

代收銀行：高雄銀行公庫部 

戶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傳真：07-7406665 

請註明：參加單身聯誼活動(參加者姓名) 

（三）未如期繳費者視同放棄，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mailto:pink0826@kcg.gov.tw
http://kpd.kcg.gov.tw/


（四）參加人員繳費後，除特殊原因致無法出席者，須於 110年 4月 9日(星期

五)中午 12 時前告知承辦單位，逾期所繳費用不予退還，亦不得私自覓

人代理參加。 

十二、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府對報名人員保有審查權，經審查通過後，於 110年 3月 23日(星期

二)下班前將錄取人員名單公布於本府人事處網站首頁活動訊息

(http://kpd.kcg.gov.tw)、本府單身聯誼線上報名系統

(https://love99.kcg.gov.tw:8443/)及教育局首頁（以隱藏部分名字方

式，例如：陳大明／陳○明），另以電子郵件通知（使用 Yahoo、Hotmail

或 Google信箱者，請自行至垃圾郵件區尋找)，未收到通知者請來電

07-7995678轉 3150(聯絡人：黃韻如)洽詢；其未列入參加名單者，將不

另行通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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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參加人員活動期間應確實遵守活動地點之規定，並全程參與本活動，不

得藉故缺席或任意脫隊。 

 (四) 本活動含戶外活動，請著輕便服裝、布鞋、自備遮陽工具、雨具、泳衣

及注意防曬；另為響應環保政策，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具。 

(五) 為因應中央防疫，若有暫緩辦理本活動時，將另行以電話通知。 

十三、如有未盡事宜，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補充規定之。 

http://kpd.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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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10年「情定六龜‧犇向幸福」公教人員單身聯誼 

活動報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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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機關：                                    機關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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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訊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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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人員請上網連結網址：https://love99.kcg.gov.tw:8443/ 
2.登入後填妥報名各項資料，按「確認存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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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再將紙本資料於 110 年 3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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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參加名單經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確認後，再行通知繳費，未列入參加名單者，不另行通知，
敬請見諒。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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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