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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年內政部消防署暨所屬機關辦理單身同仁聯誼活動實施計畫 

一、 目的：為促進本署及所屬機關同仁與民間企業單身員工情感交流，並藉

由聯誼活動增進未婚同仁互動機會，拓展彼此生活領域及增進工作效

率。 

二、 主辦單位：內政部消防署 

承辦單位：好好玩旅行社有限公司 

三、 活動時間、地點、參加名額及費用： 

梯    次 時      間 活動地點 費用 參加人數 

第 1 梯次 
103 年 6 月 7 日 

(星期六) 
三富休閒農場 1550 

40 人 

(男、女各20人)

第 2 梯次 
103 年 6 月 14 日 

(星期六) 
蝴蝶公主號 1600 

40 人 

(男、女各20人)

第 3 梯次 
103 年 6 月 28 日 

(星期六) 
金勇 DIY 休閒農場 1500 

40 人 

(男、女各20人)

*活動費用以包含膳費、車資、門票、保險、聯誼用品等，無需額外自費行程。 

(一) 活動地點： 

1. 第 1 梯次:三富休閒農場(宜蘭縣冬山鄉中山村新寮二路 161 巷 82 號) 

2. 第 2 梯次:蝴蝶公主號(高雄市鼓山區蓬萊路 19 號) 

3. 第3梯次:金勇DIY休閒農場(新竹縣關西鎮東光里16張 2 鄰 35-1 號) 

(二) 承辦單位得視報名實際情況及先後次序，酌予調整各梯次人數、性別。 

四、 活動內容：請詳閱活動行程表。 

五、 報名資格： 

(一) 學歷專科以上畢業。 

(二) 品德端正且無固定交往對象之單身未婚朋友；歡迎二度單身朋友報

名參加。 

(三) 年齡 23 歲以上。 

六、 參加對象： (如報名人數超過，以本署及所屬機關員工優先參加) 

(一) 本署及所屬機關現職未婚員工。 

(二) 各公務機關(構)及各級學校之現職未婚教職員工。 

(三) 民間及私人機構在職之未婚職員。 

七、 報名及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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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名日期： 

1. 第一梯次:自即日起至103年5月26日止(額滿或逾期不受理)。 

2. 第二梯次:自即日起至 103 年 5 月 28 日止(額滿或逾期不受

理)。 

3. 第三梯次:自即日起至103年6月10日止(額滿或逾期不受理)。 

(二) 報名方式：欲報名參加者，請填妥報名表並由服務機關證明(即人

事單位蓋戳章)後，連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蓋私章並加註與正本

相符)及服務證或職員證正反面影本一併傳真至 02-22215656 好好

玩旅行社報名。 

(三) 繳費方式： 

1. 符合資格之報名名單經主辦單位確認後，相關繳費訊息由好好

玩旅行社於報名截止後 2 天內，以 E-Mail、簡訊、電話通知。

參加人員務必於接到通知 2 日內(含通知日)繳費，並將個人轉

帳帳戶末五碼資料、參加者姓名、聯絡電話，及參加活動日期

寄送電子郵件至好好玩旅行社(電子郵件：

funtour@funtour.com.tw)，以利資料核對，並保留相關繳費證

明至活動結束。未如期繳費者，將由候補人員依序遞補之。 

2. 錄取者請留意 E-mail 信箱及手機(報名表內的聯絡電話、通訊

處及 E-Mail，請填寫清楚，俾便及時聯絡，如未填寫致無法參

加者自行負責)。 

3. 匯款(轉帳)相關資料： 

匯款帳號： 151-121-380-96 

代收銀行： 臺灣企銀埔墘分行(050) 

戶    名：好好玩旅行社有限公司 

(四) 退費相關事宜： 

參加人員繳費後，如無法出席者，不得私自覓人代理參加，並依據

交通部觀光局 100 年 1 月 17 日觀業字第 0990044124 號函修正發布

之國內旅遊定型化契約書規定辦理。活動日前 10 日（不含活動日）

告知承辦單位方得予全額退費；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4 日至第 9 日以

內到達者，賠償旅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通知於出發日前 1 日至第

3 日以內到達者，賠償旅遊費用百分之七十；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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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者，賠償全額旅遊費用。活動當日取消參加者、集合逾時、因

個人因素私自脫隊及未通知不參加者，恕不退費。以上費用退還仍

需酌收匯費 30 元。 

(五) 各梯次活動如遇海上颱風警報發布，參加人員須進駐災害應變中心

執勤，經本署查證屬實並將資料提供給廠商者，方得全額退費(需

扣 30 元匯費)或參加下一梯次活動(承商不得酌增渠等人員行政手

續費)。 

(六) 因報名人數眾多，未列入參加名單者，不另行通知。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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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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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之活動除因天然災害順延舉行外，一律風雨無阻照常活動。 

(三) 本次活動報名人數如未達 30 人，即取消本次活動。 

(四)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補充之。 

(五) 本次活動費用含膳食、下午茶等相關活動費用，無自費行程。 

九、 協洽資訊： 

(一) 好好玩旅行社 

詢問電話：02-22225988，0800-053299 劉先生 

傳真電話：02-22215656 

(二) 內政部消防署 

詢問電話：02-81966521 張小姐 



 

103 年內政部消防署暨所屬機關辦理單身同仁聯誼活動行程表 
第一梯次「幸福農場小確幸」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7:30~07:40 愛情相見歡-集合報到 

板橋火車站
(北一門) 

報到時的互動，加溫我們的感情 
07:40~08:00 第一次的接觸 

男生女生說秘密，抽名牌戀愛去 

08:00~09:30 
愛情列車出發囉 

戀愛巴士 
戀愛巴士上的微妙互動，讓我們愛情不尷尬 

09:30~10:00 你好陌生人 

三富休閒農場

分組聯誼好玩又自然的互動活動，讓你從陌生人變熟人 
10:00~12:00 細說你我他 

換桌聯誼時刻，讓我們彼此認識更多 

12:00~13:30 
鄉土料理饗宴 

三富菜餚以「少油、少鹽、多健康」為原則，降低人體負擔；
嚴選在地新鮮食材，降低環境負擔。

13:30~14:30 

園區探索 

跟著專業的導覽老師，一起探索可愛的青蛙、蜘蛛、螢火蟲等
夜行性昆蟲與動物。來趟深度之旅，與生態老師一起探索園區
日間的有趣生物哦！包括蝴蝶、蜻蜓、盲蛛…等，以及各種生

活植物介紹。

14:30~15:30 
旅遊手工書 DIY 

手作 DIY 旅遊書，讓你記錄旅遊的點點滴滴 

15:30~16:30 
愛的火花 

專為農場設計的闖關活動，讓我們藉由活動擦出愛的火花 

16:30~17:00 
愛情轉運站 

前往幾米廣場 

17:00~17:30 
愛情三連拍 

幾米廣場 
幾米廣場拍照，向左走向右走，這一次我們彼此相遇 

17:30~ 
幸福帶回家 

戀愛巴士 
活動結束是另一段愛情的開始哦 

活動時間：103 年 6 月 7 日(星期六)  活動費用：新台幣 1550 元整 

活動地點：三富休閒農場(宜蘭縣冬山鄉中山村新寮二路 161 巷 82 號) 

活動集合地點：板橋火車站(北一門) 

 
 



 

103 年內政部消防署暨所屬機關辦理單身同仁聯誼活動行程表
第二梯次「夢幻愛情遊艇派對」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0：00～10：30 愛情相見歡-集合報到 

駁二藝術特區
碼頭入口處 

報到時的互動，加溫我們的感情 
10：30～11：30 王子與公主的第一次相遇 

換桌聯誼時刻，讓我們彼此認識更多 

11：30～12：00 
解開妳我心中的枷鎖 

蝴蝶公主號 

歡樂的團康聯誼卸下妳我的心房 
12：00～12：30 登上愛之船甜蜜來相隨 

男生邀約女生登上愛之船 
12：30～13：30 幸福饗宴～ 

Buffet 美食讓你胃口大開~尋找愛情 part 2 

13：30～15：00 
尋找愛情 part 3~4 

換桌聯誼時刻，讓我們彼此認識更多 

14：30～15：00 
加速你我的友達以上戀人未滿～ 

趣味互動讓你我感情更加溫 

15：00～16：00 
午茶續情緣～讓你黏蜜甜心頭 

尋找愛情 part 5~6 

16：00～16：20 
真愛在哪？ 

秀出幸福成績單 

16：20～16：30 
愛情宣言～ 

幸福近在咫尺行動吧 

16：30～17：30 
真愛啟航～遊港導覽 

深度暢遊~讓你一次了解高雄港原貌 

17:30~ 
愛有無限可能 

活動結束是另一段愛情的開始哦 

活動時間：103 年 6 月 14 日(星期六)  活動費用：新台幣 1600 元整 

活動地點：蝴蝶公主號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路 1 號) 
活動集合地點：駁二藝術特區碼頭入口處 

 
 
 
 



 

103 年內政部消防署暨所屬機關辦理單身同仁聯誼活動行程表
第三梯次「愛情果實甜蜜蜜」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8:00~08:10 愛情相見歡-集合報到 

板橋火車站
(北一門) 

報到時的互動，加溫我們的感情 
08:10~08:30 第一次的接觸 

男生女生說秘密，抽名牌戀愛去 

08:30~10:00 
愛情列車出發囉 

戀愛巴士 
戀愛巴士上的微妙互動，讓我們愛情不尷尬 

10:00~10:10 你好陌生人 

金勇休閒農場

分組聯誼好玩又自然的互動活動，讓你從陌生人變熟人 
10:10~10:30 導覽解說 

在金勇休閒農場內種植了上百種疏果，透過專業的導覽，讓我
們增長知識，不怕等等聯誼沒話聊 

10:30~12:00 
細說你我他 

換桌聯誼時刻，讓我們彼此認識更多 

12:00~13:30 
吃飯聯誼 

休閒農場準備一人一份農場在地番茄精緻套餐，讓您細細品嚐
農場的滋味

13:30~14:00 
DIY 彩繪活動 

手工彩繪活動讓我發現你/妳細心的一面 

14:00~15:00 

農場採果樂(尋寶任務) 

好喝的鮮乳究竟有什麼特別的配方？ 
哞~接下來就讓我們告訴您四方鮮乳好喝的秘訣吧 

15:00~15:30 
仙人掌盆栽種植 

栽種植物自己來，體驗種植的樂趣 

15:30~16:30 
DIY 客家糌粑 

活動結束後肚子稍餓，自己做手工糌粑，讓我們的愛黏滴滴 

16:30~17:00 
農場拍拍照 

呼~一整天的行程活動是不是讓您想喘口氣呢?農場的自由時
間，大家可以自由的參觀農場。跟其它夥伴一起拍照。 

17:00 
幸福帶回家 

戀愛巴士 
活動結束是另一段愛情的開始哦 

活動時間：103 年 6 月 28 日(星期六)  活動費用：新台幣 1500 元整 

活動地點：金勇 DIY 休閒農場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里 16 張 2 鄰 35-1 號) 

活動集合地點：板橋火車站(北一門) 



103 年內政部消防署暨所屬機關辦理單身同仁聯誼活動報名表 

姓名： 性別：□女 □男 出生日期：西元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歷：□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婚姻狀況：□未婚  □離異 □喪偶（婚姻存續中、同居或已有婚約者不符合參加資格） 

服務單位： 職稱： □素食 (未勾選者當天無法提供素食，葷食則無需勾選) 

聯絡電話：（公） 手機： LINE_ID： 

FB 帳號: 

(請留登記 E-MAIL) 

E－MAIL： 

(請正楷填寫，並注意數字、英文、大小寫) 

本資料是否願意在此次活動中公開？(未勾選者視同不願意公開) 

□不願意  (只公開姓名)   □服務機關   □E-mail  □手機號碼  □FB  □LINE _ID 

本報名表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係作為保險、活動手冊及活動聯繫等與本活動相關事項之用。

各填表簽名之報名人員，同意提供本表之個人資料於辦理本活動之相關單位，並同意於前開說明範圍內

處理及利用此等個人資料。    

 

時間、地點及費用如下： 
 

勾選參與 時間 活動名稱 費用 人數 地點 

 103 年 6 月 7 日 幸福農場小確幸 1550 40 人 三富休閒農場 

 103 年 6 月 14 日 夢幻愛情遊艇派對 1600 40 人 蝴蝶公主號 

 103 年 6 月 28 日 愛情果實甜蜜蜜 1500 40 人 金勇 DIY 休閒農場 

【注意事項】 

1.本資料由承辦機關及好好玩旅行社妥善保存保密。報名人員應保證其婚姻狀態為未婚，如有不

實，報名人員應負法律責任，承辦機關不負查證責任。 

2.欲報名參加者，請填妥本報名表，並由服務機關證 

  明（即人事單位蓋戳章）後，連同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請蓋私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及服務證或職員證 

  正反面影本一併傳真至 02-2221-5656 好好玩旅行 

  社報名。 

3.參加名單經好好玩旅行社彙整後給予承辦單位複核，名單確認後由好好玩旅行社通知繳費，因

報名人員眾多，未列入正取名單者，不另行通知，還敬請見諒。 

5.匯款相關資料：(未收到繳費通知請勿繳款) 

匯款帳號：151-121-38096        代收銀行：台灣企銀埔墘分行（050） 

戶名：好好玩旅行社有限公司     好好玩旅行社聯絡電話：（02）2222-5988 

若報名活動後不克參加活動之退費相關事宜：  

   參加人員繳費後，無法出席者，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0 年 1 月 17 日觀業字第 0990044124 號

函修正辦理，活動日前 10 天（不含活動日）告知承辦單位方得予全額退費；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4日至第 9日以內到達者，賠償旅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通知於出發日前 1日至第 3日以內到達

者，賠償旅遊費用百分之七十。 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賠償全額旅遊費用。活動當日取

消活動者、集合逾時、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及未通知不參加者恕不退費。以上退還需酌收匯費

30 元。  

※ 報名表傳真電話：（02）2221-5656 傳真後請來電 0800-053299 確認 
               或 Mail 至 funtour@funtour.com.tw 

 

 

服務機關蓋章處 

簽名：



                         

個人報名者證件黏貼處 
 

服務證(職員證)影本-正面 服務證(職員證)影本-反面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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