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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　函

地址：26060 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承辦人：兼辦承辦人-游雅雯

電話：03-9251000分機2151

電子信箱：pennyyo@mail.e-land.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3月21日

發文字號：府人福字第10500449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5D025318_105D2009937.pdf、105D025318_105D2009938.pdf)

主旨：檢送本府與家庭教育中心辦理「2016戀在蘭陽~心心相遇

 兩性成長營」活動DM及報名表1份，請轉知並鼓勵未婚同仁踴躍

參加。

說明：

一、依據「2016戀在蘭陽-心心相遇兩性成長營」實施計畫辦

理。

二、為增進未婚公教同仁在工作之餘能擴大社交領域，本府規

劃辦理兩性成長營活動，以增加認識異性及交誼之機會，

有關活動說明如下：

(一)活動時間：105年5月21日（星期六）上午8時至下午5時

30分。

(二)活動地點：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68宜蘭縣五結鄉五濱

路二段201號）

(三)參加人數：共計40人（男、女生人數各半），主辦單位

得視報名實際情況及先後順序酌予調整。

(四)參加對象：主辦單位現職未婚同仁及其他政府機關學校

、國營及民間企業公司之未婚同仁。（※婚姻存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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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參加資格）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5年5月4日止。

(六)報名方式：參加人員請填妥報名表（需張貼身分證正反

影本）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傳送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及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彙辦。

(七)報名費用：保證金新台幣500元整（全程參與者權額退

還）。

三、旨揭活動相關資訊詳見活動DM，或至公務福利e化平台網

址：http://eserver.dgpa.gov.tw「未婚聯誼專區」查詢

。

正本：本府各單位暨所屬各機關學校、中央駐本縣各機關、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民

代表會、各縣市政府

副本：本府人事處福利科 2016-03-21
09:33:38

　　　　　　　　



2-1-1 「2016戀在蘭陽~心心相遇兩性成長營」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 家庭教育法

二、 105年度宜蘭縣家庭教育工作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拓展處於適婚階段的未婚男女交友及生活領域，認識兩性之間的差異，培養經營婚姻

與家庭的基本觀念和能力，建立「婚姻與家庭生活須要二人共同努力經營」的正確價值

觀。

  二、提供「婚前C P R」的主要概念，包括：「C」(Commitment)指的是澄清婚姻願景與承諾、

「P」(Problem-solving)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R」(Resources)獲得經營婚姻與家庭生

活的資源。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文化部。

二、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宜蘭縣政府人事處、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四、協辦單位：宜蘭大學快活林康輔社。

  肆、辦理日期：105年 5月 21日(六)。

  伍、辦理地點：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68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201號)。

陸、參加對象：共計40人（男、女生人數各半），主辦單位得視報名實際情況及先後順序酌

予調整。

柒、參加對象：

一、主辦單位現職未婚同仁。

二、其他政府機關學校、國營及民間企業公司之未婚同仁。 (※婚姻存續中、同居或已有婚

約者不符合參加資格)

捌、報名方式： 

一、參加人員請填妥報名表(需張貼身分證正反影本)，並於5月4日前將報名表以電子

郵件或傳真方式傳送家庭教育中心或傳統藝術中心彙辦。

(一) 聯絡電話：（03）9333837分機14 曾小姐

傳真電話：（03）9356118

電子郵件：fallmouse@mail.e-land.gov.tw

(二) 聯絡電話：（03）9705815分機1134 簡先生

傳真電話：（03）9605240

電子郵件：tang@ncfta.gov.tw

二、 承辦單位將以電話通知錄取人員參加(爰請詳加確認報名表上填列之個人聯絡

資訊)，錄取人員於接到通知後，請依規定辦理繳納保證金事宜，未於通知期限繳費

者，逕予通知候補人員依序遞補；另因報名人數眾多，未列入參加名單者，恕不另

行通知。

mailto:fallmouse@mail.e-land.gov.tw
mailto:tang@ncfta.gov.tw


三、 錄取人員繳費後，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出席者，請於5月18日前告知家庭教育

中心，方得辦理退費，如逾期告知者，不予退費，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

玖、活動費用：保證金新台幣 500元(全程參與者全額退還)

拾、活動內容：

  105年 5月 21日（星期六）

時間 主題活動 主持負責 地   點 備註

08:30~08:50 報到~遇見百分百的你 工作人員 交誼廳門口 名牌、手冊

9:00~10:40 相見歡~相約在傳藝
經佩之老師

助理講師
廣場

音響設備、

活動道具

11:00~12:00 愛情 EQ賓果
經佩之老師

助理講師
廣場 賓果表

12:00~13:00 溫馨饗宴~午餐 工作人員 交誼廳

13:00~14:50
彈唱幸福協奏曲

(婚前教育課程)
何克倫老師 交誼廳 投影設備、電腦

15:00~16:50 綠野仙蹤-留下你我足跡
經佩之老師

助理講師
廣場

音響設備、

活動道具

16:50~17:30 送別~下一站，幸福 工作人員 廣場 獎品、餐盒

拾、講師簡介

經佩之  宜蘭縣救國團團康講師、宜蘭大學康輔社指導老師、宜蘭社區大學、員山農會及

礁溪圖書館情感教育講師

駱家琳  團康助理老師

何克倫  立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宜蘭家扶中心、宜蘭輔諮中心特約心理師。

拾壹、報到及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環保杯、身分證、健保卡、雨具及個人藥物或物品。 

    二、報名者須全程參與活動，無誠意者請勿報名。

拾貳、預期效益：

    一、藉由活動設計，增進學員互動機會，拓展人際領域。

    二、透過對交友觀念的研討與分享，讓學員更清楚自己對異性交往所持有的看法及價值

觀，並能認識兩性之間的差異，樂於學習當一個親密愛人。

三、藉由自我探索，能擇其所愛，愛其所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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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處於適婚階段的未婚男女交友及生活的領域，提供「婚前CPR」的概念，

協助探索自我感情觀，培養經營美滿愛情與婚姻的基本觀念及價值觀。 

105年 5月 21日(六)，一全天。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68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 201號) 

28-45歲單身男女各 20名。 

         (※婚姻存續中、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參加資格。) 

經佩之  宜蘭縣團康講師、宜蘭大學康輔社指導老師 

          何克倫  諮商心理師、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一、 即日起至 5月 4日前填妥報名表並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一份（浮貼

報名表上），逕向以下單位報名： 

(一)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地址：宜蘭市民權路一段 36號），曾小姐。 

    電話：(03)933-3837分機 14，傳真：935-6118。 

(二)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68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 201號)，簡先生。 

    電話：(03)9705815分機 1134，傳真：960-5240。 

  二、保證金 500元(全程參予者全額退還)。俟 5月 10日通知錄取後，再行繳納。 

 ※若參加人數超過名額限制，本中心擁有最後審核機制，參加人員不得有任何異議。 

 

一、 承辦單位將以電話通知錄取人員，錄取人員未於通知期限繳費者，逕予通知候

補人員依序遞補；另因報名人數眾多，未列入參加名單者，恕不另行通知。 

二、 錄取人員繳費後，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出席者，請於 5月 18日前告知承辦單位，

方得辦理退費，如逾期告知者，不予退費，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 

三、 請務必攜帶環保杯、健保卡、雨具、個人隨身物品及藥物。 

四、 為配合團康及戶外活動進行，請學員穿著便於活動之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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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5月 21日（星期六） 

時間 主題活動 主持負責 地   點 

08:30~08:50 報到~遇見百分百的你 工作人員 交誼廳 

9:00~10:40 相見歡~相約在傳藝 
經佩之老師 

助理講師 
廣場 

11:00~12:00 愛情 EQ賓果 
經佩之老師 

助理講師 
廣場 

12:00~13:00 溫馨饗宴~午餐 工作人員 交誼廳 

13:00~14:50 
彈唱幸福協奏曲 

(婚前教育課程) 
何克倫老師 交誼廳 

15:00~16:50 綠野仙蹤-留下你我足跡 
經佩之老師 

助理講師 
廣場 

16:50~17:30 送別~下一站，幸福 工作人員 廣場 

指導單位：教育部、文化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承辦單位：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宜蘭縣政府人事處 

 

報名表格附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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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女 □男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歲 飲食：□葷 □素 

學歷：□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校               系（所）畢（肄）業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公）            （家）              手機：              

通 訊 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ine I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本次活動的期待： 

 

 

本資料是否願意在此次活動中公開(學員手冊)？□願意 □不願意 

                                   （公開資料為： E-mail、手機號碼、Line ID） 

       （正面）       身分證浮貼處           （反面） 

  

 

※本報名表資料僅供本中心作以下用途，同意請勾選，並簽名。 

              □ 僅供本次活動使用，活動結束後即銷毀。 

              □ 供本次活動及寄送最新活動訊息予本人用，除此之外不公開。 

□ 本人保證以上所填資料均屬實，若有不實，逕行取消報名資格。 

                            

 簽名：_________________ 

報
名
人
數
超
過
名
額
限
制
，
本
中
心
擁
有
最
後
審
核
機
制
。 

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