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政府 108年                      未婚公教同仁聯誼活動行程表 

 

一、第一梯次：108年 4月 27日(六) 方舟戀桐星空賞螢一日遊 

 啟程/三義油桐步道漫遊&破冰趣/綠葉方舟甜蜜午茶/晚餐&星空螢火情/返家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1300~1315 
尋愛報到站 

懷著一顆忐忑的心，領取幸福小手冊，尋愛去! 桃園市政府 

前門口(桃園市 

縣府路 1號) 1315~1325 
聯誼小學堂 

聯誼前的悄悄話，讓你懂得表現出最好的自己! 

1325~1400 
星空列車Ⅰ～起飛的開始 

幸福列車上愛的初體驗、讓愛情推銷員打開你我的心 
前往三義 

1400~1500 
油桐讚放、浪漫有約 

【小組聯誼】四月雪步道油桐讚放，一起祝福愛情! 

四月雪 

油桐小徑 

1500~1515 
星空列車Ⅰ～起飛的開始 

幸福列車上王子&公主的約會、讓歡樂打開你我的心 
前往綠舟 

1515~1800 

方舟四月雪、甜蜜下午茶 

【小組聯誼】共享甜蜜午茶の時光，預約夏一站幸福 

【小組聯誼】愛戀一串心、戀愛學分班拉進你我距離

Draw Sth、生活智慧王、High翻天的愛戀比一比 

綠葉方舟 

園區 

1800~1900 
浪漫的晚餐約會 

在芳草綠映、白雪靄靄的園區中享受甜蜜星空晚餐 

1900~1930 
愛情宣言～就是要約你 

【封緘傳情】頒獎、尋找速配情人、兩兩相邀 

1930~2030 

星空螢火饗宴～放閃祝福愛情 

【梁&祝戀人】甜蜜星空漫遊時光、手牽手迎向愛情 

～滿山星空夜語~就是要閃，浪漫愛戀時光!! 

2030~ 賦歸～幸福的延續 返回溫暖的家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1568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苗栗四月雪油桐小徑、綠葉方舟莊園 

【附件一】 



二、第二梯次：108年 5月 18日(六) 浪漫綠野夏戀悠悠 

 參加人員：輕熟齡，限 35歲以下未婚男女參加 

 活動流程：啟程/破冰趣/夏戀 BBQ/甜蜜互動/歡樂搶愛全員大作戰/返家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1045~1100 
尋愛報到站 

懷著一顆忐忑的心，領取幸福小手冊，尋愛去! 

幸福大門 

開啟 

1100~1200 

牽牽牽手、呼吸愛情 

【小組聯誼】攝影時光~~假人挑戰秀，我們就是要閃! 

【小組聯誼】幸福隨堂考讓你我更了解彼此的想法喔! 

伍陽城市 

原創農場 

烤肉區 
1200~1300 

型男主廚到我家 

【小組聯誼】在 BBQ 饗宴中讓真心話小冒險開啟話題 

1300~1330 
發現真心、傳情時間Ⅰ 

【封緘傳情】讓愛情小天使為你傳送情意、創造默契 

伍陽城市 

原創農場 

戶外區 

1330~1430 

綠野仙蹤全員大逃脫 

【小組聯誼】午後暖暖、歡樂時光，就要愛戀你我他!!  

~~回歸單純的心情，來一場派對時光，挑戰各關關主； 

發揮你我的機智能力，讓我們一起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1430~1530 

午後的歡樂 Show Time 

【小組聯誼】幸福隨堂考讓你我更了解彼此的想法喔 

~~尋找世界通、發現智慧王，遇見那個對的人! 

1530~1600 

發現真心、傳情時間Ⅱ 

【封緘傳情】鼓起勇氣第一封情書，傳遞心中的密語 

【自由互動】在悄悄話的自由時段，分享彼此的愛戀 

1600~ 賦歸～幸福的延續 返回溫暖的家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970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伍陽城市原創農場(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685巷) 

 

 



三、第三梯次：108年 6月 1日(六) 幸福學堂の戀習曲 

 參加人員：輕熟齡，限 35歲以上未婚男女參加 

 活動流程：兩性幸福小學堂&甜蜜午茶時光+愛情旋轉咖啡杯/封緘傳情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1300~1315 
“相遇桃花園 幸福 ING”報到站 

幸福大門開啟：紳士&淑女們的報到時間！(第一印象の建立:別遲到喔) 

1315~1515 

Hello愛情小學堂～迎向幸福 

1.兩性小學堂(追男、追女、追追追)：教你認知兩性關係，並讓參加夥伴   

  透過活動，打破人際關係的距離，讓學員可以在短時間內增進熟識度。 

2.當火星女邂逅木星男：一起打破對愛情的迷思，讓你找到對的他! 

  【愛情 TipⅠ】溝通與衝突處理：女人戰爭&男人私語 

  【愛情 TipⅡ】愛情酸甘甜的 Mr.Right?浪漫&現實!! 

1515~1545 

LOVE旋轉咖啡杯、緣來就是你 

1.午餐時間：紳士們為同桌的淑女斟飲料，淑女們為紳士們拿取點心! 

2.午茶饗宴&心情分享：開起愛情祕密盒、分享你我觀念 

1545~1630 

生命就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Go!! 

1.主題型討論：設計”兩性探索話題”搭配興趣&休閒主題、培養好默契 

2.默契大考驗：挑戰各組的愛情默契指數~讓你的脈搏 HIGH到最高點!  

3.互動時光：就是愛智者、環遊世界趣挑戰你的達人指數讓、展現特長喔！ 

1630~1700 

幸福宣言/封緘傳情～與愛情相遇 

1.第一封情書的封緘：鼓起勇氣，將心中的密語傳遞給心儀的對象 

2.浪漫滿屋の謝禮：感謝各桌桌長美女、頒發神秘禮物 

3.自由互動：在悄悄話的時段中，分享彼此的愛戀 

1700~ 
往下一站幸福前進 

往下一站幸福更靠近，就從活動結束這一刻開啟，創造愛情起跑點!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970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桃園市桃花園飯店(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151號) 

 

 



四、第四梯次：108年 6月 23日(日) 蝶谷巴特微電影情室內聯誼 

 參加人員：幸福不限，男女各半 

 活動流程：兩性幸福小學堂&甜蜜手創 DIY+愛情旋轉咖啡杯/封緘傳情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1300~1315 
桃情緣來幸福放送 ING報到站 

幸福大門開啟：紳士&淑女們的報到時間！(第一印象の建立:別遲到喔) 

1315~1330 

愛戀一串心訪談時間 

愛戀一串心(打破尷尬型)：手冊中有製作關於愛情或交往的題目，主持人指

引遊戲規則，讓參加者在自然的情境中訪問異性朋友，打破彼此陌生的心

防，讓彼此更了解對方的興趣與價值觀。 

1330~1630 

LOVE旋轉咖啡杯、緣來就是你 

1.午茶饗宴&心情分享：紳士們為同桌的淑女斟飲料，淑女們為紳士們拿取

點心，相互體貼更拉近彼此距離喔!! 

2.甜蜜 DIY：就是愛「蝶谷巴特」，把心願揉捏彩繪在環保袋上，包藏祝福! 

【流程：8人/1桌*4桌→每 30分鐘換座位/每 3次穿插 1次互動小遊戲】  

生命就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Go Go!! 

1.主題型討論：設計”當電影邂逅旅行”搭配互動小遊戲、培養好默契 

2.默契大考驗：挑戰各組的愛情默契指數~讓你的脈搏 HIGH到最高點! 

3.電影小講堂：跟隨著主持人的帶領，讓我們一起回味愛情電影中的世界。 

  →利用電影講堂，讓你我悠遊於電影&愛情的主題，讓你我更認識彼此!! 

4.互動時光：透由就愛奧斯卡、生活智慧王讓你有機會展現自己的特長喔！ 

1630~1700 

幸福宣言/封緘傳情～與愛情相遇 

1.第一封情書的封緘：鼓起勇氣，將心中的密語傳遞給心儀的對象 

2.浪漫滿屋の謝禮：感謝各桌桌長美女、頒發神秘禮物 

3.自由互動：在悄悄話的時段中，分享彼此的愛戀 

1700~ 
往下一站幸福前進 

往下一站幸福更靠近，就從午茶聯誼結束這一刻開啟，創造愛情起跑點!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970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桃園市晶宴會館(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 166號) 

 



五、第五梯次：108年 7月 20日(六) 甜蜜烘焙料理絕配室內聯誼 

 參加人員：幸福不限，男女各半 

 活動流程：兩性幸福小學堂&甜蜜手創烘焙 DIY+愛情旋轉咖啡杯/封緘傳情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1300~1315 
桃情緣來幸福放送 ING報到站 

幸福大門開啟：紳士&淑女們的報到時間！(第一印象の建立:別遲到喔) 

1315~1330 

愛戀一串心訪談時間 

愛戀一串心(打破尷尬型)：手冊中有製作關於愛情或交往的題目，主持人指

引遊戲規則，讓參加者在自然的情境中訪問異性朋友，打破彼此陌生的心

防，讓彼此更了解對方的興趣與價值觀。 

1330~1500 

烘焙浪漫好時光～型男主廚到我家 

1.專業教學：味全文教烘焙專業推廣教師+2名助教，現場說明與指導! 

2.料理時光：兩兩 1組、一起共同發揮創意，手創兩人的幸福作品呦~^^ 

1500~1630 

等一杯咖啡香、約一場旅遊趣 

1.午茶饗宴&心情分享：紳士們為同桌的淑女斟飲料，淑女們為紳士們拿取 

   點心，相互體貼更拉近彼此距離喔!! 

【流程：8人/1桌*4桌→每 20分鐘換座位/每 3次穿插 1次互動小遊戲】 

2.喝咖啡聊愛情：你知道最火紅的咖啡是什麼嗎?讓我們微笑分享咖啡香! 

3.法義風情：在咖啡香中環遊世界去，在旅行的途中感受你我心靈的悸動! 

4.潘朵拉的心情分享：開起愛情祕密盒、分享你我觀念、幸福翩翩飛舞!!  

1630~1700 

幸福宣言/封緘傳情～與愛情相遇 

1.第一封情書的封緘：鼓起勇氣，將心中的密語傳遞給心儀的對象 

2.浪漫滿屋の謝禮：感謝各桌桌長美女、頒發神秘禮物 

3.自由互動：在悄悄話的時段中，分享彼此的愛戀 

1700~ 
往下一站幸福前進 

往下一站幸福更靠近，就從午茶聯誼結束這一刻開啟，創造愛情起跑點!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970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台北市味全文化會館 4樓(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2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