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聯合各機關辦理 
未婚聯誼活動總行程表 

 

 

梯次 時間 地區 協辦機關 活動方式 參加人數 

一 5/1(日) 北區 金融管理委員會 森林唱遊密室物語一日遊 至多 80 人 

二 5/7-8(六-日) 北區 原子能委員會 桃源仙谷星空螢火二日遊 至多 40 人 

三 5/28(六) 北區 主計總處 山景湖水岸蜜糖情一日遊 至多 80 人 

四 5/28(六) 南區 屏東縣政府 舞動瑪莎琉璃戀曲一日遊 至多 80 人 

五 6/5(日) 北區 公共工程委員會 心鮮森林戀戀綠隧一日遊 至多 80 人 

六 6/16-18(四-六) 離島 澎湖縣政府 澎湖花火節夏之戀三日遊 至多 40 人 

七 6/25-26(六-日) 中區 雲林縣政府 彩繪愛情優格魔法二日遊 至多 40 人 

八 7/3(日) 北區 退役官兵輔導會 漫遊森林陶窯戀曲一日遊 至多 80 人 

九 7/10(日) 中區 農業委員會 巴巴坑道南庄情緣一日遊 至多 80 人 

十 7/16-17(六-日) 南區 高雄市政府 彩繪潟湖星空饗宴二日遊 至多 40 人 

十一 7/30(六) 北區 新竹縣政府 陽光派對仲夏戀曲一日遊 至多 80 人 

十二 7/30(六) 南區 嘉義縣政府 繪意森活陽光饗宴(室內) 至多 60 人 

十三 7/31(日) 北區 基隆市政府 長榮桂冠遇見幸福(室內) 至多 60 人 

十四 7/31(日) 中區 衛生福利部 勃根地桌遊好時光(室內) 至多 60 人 

十五 8/6-7(六-日) 東區 文化部 當部落戀上熱氣球二日遊 至多 40 人 

十六 8/20(六) 北區 宜蘭縣政府 蘭陽風情芳香之旅一日遊 至多 80 人 

十七 8/20(六) 中區 彰化縣政府 星空麗寶密室情緣一日遊 至多 80 人 

十八 8/21(日) 北區 新竹市政府 人文年代愛戀左岸(室內) 至多 60 人 

十九 8/27-28(六-日) 東區 臺東縣政府 綠島小夜曲愛戀 ING 二日遊 至多 40 人 

二十 9/3(六) 北區 僑務委員會 十分瀑布河灣戀旅一日遊 至多 80 人 

廿一 9/3(六) 中區 南投縣政府 當公主遇見愛麗絲一日遊 至多 80 人 

廿二 9/3-4(六-日) 南區 嘉義市政府 大城小愛文化遊艇二日遊 至多 40 人 

廿三 9/23-25(五-日) 離島 連江縣政府 悠遊馬祖卡蹓寄情三日遊 至多 40 人 

廿四 9/25(日) 中區 臺中市政府 水相波光美味關係(室內) 至多 60 人 

廿五 10/1(六) 北區 原住民族委員會 愛情不二家大作戰一日遊 至多 80 人 

廿六 10/22-23(六-日) 北區 桃園市政府 水岸森林手創幸福二日遊 至多 40 人 

廿七 10/22-23(六-日) 東區 花蓮縣政府 特寫沙卡噹戀習曲二日遊 至多 40 人 

廿八 10/29-30(六-日) 中區 南投縣議會 銀杏戀曲忘憂森林二日遊 至多 40 人 



(十九)、第 26 梯次：105 年 10 月 22-23 日(六-日) 水岸森林手創幸福二日遊 

(1)、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 

(2)、活動流程：建議參加者-喜歡深入認識新朋友、建築&步道行&手創的人 

DAY１：啟程/林美步道漫遊/宜蘭酒廠午餐饗宴/漫遊酒廠+設治紀念館小旅行/ 

       手創幸福Ⅰ-橘之鄉蜜餞 DIY/水岸森林饗宴/星空泳池畔晚會/晚安曲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0800~0840 

尋愛報到站 

懷著一顆忐忑的心，領取幸福小手冊，尋愛去! 

AM 8:00 桃園 

南崁交流道 

AM 8:40 臺北  

圓山捷運站 2號出口 

聯誼小學堂 

聯誼前的悄悄話，讓你懂得表現出最好的自己! 

0840~1000 
幸福列車Ⅰ～愛の初體驗 

列車上愛的初體驗、讓愛情推銷員打開你我的心 
前往礁溪 

1000~1130 

我把心遺留在林美步道 

【小組聯誼】就是要搶愛~揭開聯誼活動浪漫心序曲 

【步道戀人】偶像劇戀人的機會&命運安排步道戀人 

林美 

磐石古道 

1120~1200 
幸福列車Ⅱ～碰碰一串心 

列車上碰碰一串心、讓愛情密碼 High到你/正妹想知道 
前往宜蘭 

1200~1330 
蘭陽風味の午餐饗宴 

【小組聯誼】特色風味餐挑動味蕾、歡樂辦桌打開心房 

宜蘭酒廠 

1330~1420 

酒廠輕旅行、發現心戀情 

【小組聯誼】愛戀一串心卸下陌生尷尬、許下幸福承諾 

環遊世界趣發現鐵道知識達人、世界旅遊通!! 

1420~1500 
時光隧道中愛情圓舞曲 

【小組聯誼】漫遊感受幸福時光、陽光灑下讓愛情發酵 
設治紀念館 

1500~1530 
幸福列車Ⅲ～起飛的開始 

列車上午後休息時光&王子&公主午餐後的約會 
前往員山 

1530~1700 

 手創幸福Ⅰ~品味酸甜の愛情滋味 

【小組聯誼】兩性愛戀の小學堂讓你更接近彼次的心!

【甜蜜 DIY】在蜜餞酸甜手創的甜蜜時光中遇見幸福~ 

橘之鄉 

蜜餞形象館 

1700~1730 
幸福列車Ⅳ～緣來就是你 

列車上手創幸福感加溫你我的話題、緣來囉!! 
前往飯店 



1730~1830 美顏時光：Check In回廂房歇息、充電再出發 

水岸森林 

渡假村 

1830~1930 
蘭陽好米、好食、好心情 

【小組聯誼】真心話小冒險測試你我的愛情默契指數 

1930~2100 
來自星星的你～晚會 Show Time 

【小組聯誼】百萬大歌星、愛情蜜月展 High到最高點 

2100~ 
坐擁山林、沐浴清風～好眠～ 

夜遊、觀星、打牌/星空下傾訴與聆聽的觸電浪漫遊 

 

DAY2：啟程/仁山苗圃步道/駿-懷舊餐廳午餐/手創幸福Ⅱ-宜蘭餅 DIY/返家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0730~0800 晨喚～向世界說聲早安 
水岸森林 

渡假村 0800~0930 
蓬勃朝氣的早餐時光 

再次整裝，打包行囊、呼吸愛情，迎向下一站幸福 

0930~1000 
幸福列車Ⅴ～呼吸愛情 

幸福列車上說聲 Hi，昨日的美好回憶圓滿你我故事 
前往仁山 

1000~1140 

大自然就是我的家~漫遊慢遊 

【小組聯誼】Movie App打卡趣，挑戰各關關主考驗 

【小組聯誼】在蘭陽浪漫花園步道旁預約下一站幸福 

仁山苗圃 

1140~1200 
幸福列車Ⅵ～鳥語花香好心情 

幸福列車上王子&公主的約會、讓歡樂打開你我的心 
前往羅東 

1200~1330 
懷舊復古味午餐饗宴 

【小組聯誼】一份關心、一個微笑、一聲問候~愛情來了! 
駿-懷舊餐廳 

1330~1400 
幸福列車Ⅶ～就是要約你 

滿足你我味蕾後的好心情、把握旅程深入認識! 
前往蘇澳 

1400~1530 

手創幸福Ⅱ~烘焙の美味關係 

【倆倆時光】活動尾聲，你是否有聽見愛情的呼喚? 

記得鼓起勇氣與心儀的她共同烘焙出愛情美好滋味 
宜蘭餅 

觀光工廠 

1530~1600 
允諾幸福～愛情請問你在嗎? 

【封緘傳情】掌聲響起、尋找速配情人、兩兩相邀 

1600~ 賦歸～幸福的延續 返家 

 



(2) 活動地點介紹與餐飲內容： 

DAY１：林美步道漫遊/宜蘭酒廠午餐/設治紀念館小旅行/橘之鄉蜜餞 DIY、宿：水岸森林 

林

美

步

道 

1. 景點介紹：林美石磐步道全程寬敞平緩，林木蒼鬱成蔭，沿途為溪流瀑布與峽

谷地形，是一絛景觀優美、自然生態豐富，相當受歡迎的圓環狀的步道。步道

景觀壯麗，有「宜蘭的小太魯閣」美稱，鋼構木棧道的架設可供遊客觀賞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舖設的木棧道與麻繩，則以就地取材及其大地色彩，與大自然

完美融合。【全程 1.7 公里，路面舖設細碎卵石，平緩好走，約需 1 至 1.5 小時】 

2. 中午桌餐/(菜色會依時令有所微調)：10 人 1 桌／８菜１湯＋１水果 

金針碧玉筍、原住民鹹豬肉、鹽酥溪蝦、藥膳黃金雞、金針紫菜捲、 

雞絲拌青脆、金針釀苦瓜、黃金玉米雞、金針排骨湯、水果雙拼 

3. 雨備說明：林美磐石步道平緩好走，若遇下雨將發送雨衣行程不變，若雨勢過

大將替換行程至幾米廣場進行活動，下午行程也可提前前往水岸森林室內活動。 

交通車程 集合地點：礁溪火車站        活動地點：林美磐石步道 

  

 

 

 

 

酒

廠

&

紀

念

館 

1. 特色介紹：百年風華，蘭陽舊時光幸福小時代，讓我們一起來見證這段曾經的美

好。進入酒廠像走入時光隧道，甲子蘭文物館內展示宜蘭酒廠的歷史、文物，還

有各時代台灣菸酒公司的酒包裝。裡面有百年來宜蘭酒廠的點點滴滴，讓我們這

一代的年輕人，緬懷過去的酒廠盛世。而設計紀念館更因金城武電信廣告又登上

注目舞台，且讓我們一起在日式房舍群中感受時光凍結的寧靜感。 

2. 雨備說明：兩處僅一街之隔，酒廠漫遊為室內空間，自由漫遊時間亦可撐傘同行。 

交通車程 出發地點：林美步道       活動地點：宜蘭酒廠&設治紀念館 

    

 

 

 

DAY１：林美步道漫遊/宜蘭酒廠午餐/設治紀念館小旅行/橘之鄉蜜餞 DIY、宿：水岸森林 

約 30 分鐘  

約 1 小時  



橘

之

鄉 

1. 景點介紹：放輕鬆，來趟酸甜旅行吧！宜蘭火紅的熱門景點，從迎接你的那張

巨大桌椅開始，輕鬆微笑、漫活地遊走於園區裡，欣賞園區回歸大自然的精緻

設計，AGRIOZ 咖啡館的玻璃屋造型吸睛萬分、令人驚艷；鄉村派的園區風格

讓人卸下心房，隨風飄逸的蜜餞香味迎風而來，彷彿愛情的酸甜滋味；還有那

棵映在外牆上的金棗樹，更象徵甜蜜愛情的悄悄滋生喔!  

2. 風味套餐(菜色會依時令有所微調)：餐點選擇將於寄發行前通知時一併調查 

主餐(5 選 1-黑胡椒牛肉、日式咖哩豬排、茄汁糖醋魚、泰式椒麻雞、養生鮮蔬

火鍋/素食)；以上餐前麵包、濃湯、沙拉、附餐飲料、甜點等自助沙拉吧 

交通車程 出發地點：設治紀念館       活動地點：橘之鄉蜜餞館 

   

 

 

 

水

岸

森

淋 

1. 特色介紹：柯林地區多屬伏流湧泉區域，水源豐沛、生態林立，而「柯林湧泉」

是大地賜予的珍貴滋養資源，漫步於這塊美麗又乾淨的土地，疲累的身軀需要片

刻的休息才有再出發的體力，躺在河岸旁欣賞瞬息萬變的雲朵，讓微風舒服的親

吻每一吋肌膚，眺望大自然水與光的交織幻化，開啟一天美好的新頁，一起來感

受此地著名的希臘式水上小屋與湖畔美景，在泳池旁許下一定要幸福的諾言!!  

2. 房間住宿：每２-４人/１房(以 1 人 1 床為優先，園區內有咖啡廳可相約左岸喔) 

    

 

  

 

 

 

 

 

DAY2：啟程/仁山苗圃步道漫遊/駿-懷舊復古餐廳午餐/手創幸福Ⅱ-宜蘭餅 DIY/返家 

約 15 分  



仁

山

苗

圃 

1. 景點介紹：植物園的前身是一個造林苗圃，宜蘭縣政府自 2001 年開始積極規劃

園區，共分為東方庭園植物展示區(艾園、嵐庭)、西方庭園植物展示區(英式、

法式)、大航海外來植物展示區(非洲區、澳洲區、南亞區、南美區)、低海拔森

林產業展示區(樟腦寮、木炭窯)，其中各式西方庭園更是許多新人樂愛外拍婚紗

照的熱門地點，等候著您我相約同行，迎向風、迎向花圃、迎向愛情… 

2. 懷舊餐廳午餐/(菜色會依時令有所微調)：10 人 1 桌／８菜１湯 

清水放山雞、香煎紅燒魚、客式梅干扣肉、綜合炸物(南瓜&金針)、 

當季青菜、野生當歸葉煎蛋、涼拌山豬肉、炒金針鮮蕊、金針香菇湯 

3. 雨備說明：仁山苗圃步道平緩好走，若遇下雨將發送雨衣，漫遊可撐傘同行喔! 

交通車程 出發地點：水岸森林       活動地點：仁山苗圃 

  

 

  

 

駿

餐

廳

&

宜

蘭

餅

工

廠 

1. 駿懷舊餐廳：多樣式的憶古情場 黑白電視機、電影院，大型挑高的用餐環境，

還有多種人數的聚餐座位以及 VIP 包廂可供選擇、優雅舒適的用餐環境，40 50

年代的懷舊氣氛、這一切吹奏起了一場令人動容、悠悠然的復古情懷…溫馨的老

歌，懷舊復古品味的設計、精緻獨到的懷舊美食，讓我們一起來細說兒時的回憶，

一邊享受午餐佳餚的同時、一邊開啟更多有趣的話題~~~~ 

2. 宜蘭餅工廠：全世界最薄的餅只有 0.1 公分，輕薄如紙，可透光，香脆可口，吃

後令人愛不釋手，他的名字就叫做，『宜蘭餅』，帶著濃濃鄉情的名字，卻讓全世

界的人都豎起大拇指。創辦人將糕餅結合在地特產牛舌餅，並著手改良傳統牛舌

餅厚重的口感，成為宜蘭特產代表之一。讓我們一起體驗自己動手製作超薄牛舌

餅的樂趣，在迷人的氛圍中感受烘焙的幸福感、也一起感受愛情~! 

   

 

 

 

 

約 20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