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109 年 

桃「緣」遇到愛未婚青年成長營 
109.7.23 修正 

一、活動目的：協助未婚男女拓展個人交友領域，並學習與異性建立良好、正向的關係，

透過自我探索、擇偶觀及戀愛觀等課程，加強未婚青年自我了解並釐清擇偶期待，學

習人際溝通技巧的能力。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三、承辦單位：好好玩旅行社有限公司 

四、活動資訊： 

（一）第 1 梯次「野趣浪漫田園一日遊」： 

1. 活動時間：109 年 9 月 27 日（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2. 活動地點：好時節農莊(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三段 225 號)。 

3. 參加對象及人數：以 40 人為限，男女各半 

（1）男性：65 年次至 85 年次，設籍本市或本市現役軍人及本府所屬各機關、

公私立學校現職無固定交往對象且無婚姻經驗之未婚男性，以警察、法

警、消防人員及軍人為優先。 

（2）女性：65 年次至 85 年次，無固定交往對象且無婚姻經驗之未婚女性。 

4. 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30 遇見初LOVE，幸福來報到 

09:30-10:30 【愛的探索】開場破冰，初次接觸讓彼此的心更靠近 

10:30-12:00 

【家庭教育中心愛情戀習學堂】 

課程主題：認識彼此、有效建立親密關係 

課程講師：陳家維(瑪那熊)／諮商心理師、人際溝通講師、《GQ》

部落客、《自由時報》專欄作家 

12:00-13:00 鄉村午餐約會  

13:00-15:00 【午後歡樂時光】Speed Dating換桌時光，讓幸福零距離 

15:00-15:30 【美味幸福時刻】DIY幸福美食《手作鄉村窯烤披薩》 

15:30-16:00 【啟動幸福密碼】回憶留念，幸福悄悄蔓延 

5. 報到地點：活動當日上午 9 點整，自行前往好時節農莊報到。 

（二）第 2 梯次「漫步夢幻森林一日遊」： 

1.活動時間：109 年 10 月 25 日(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2.活動地點：春天休閒農場（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 272 號）。 

3.參加對象及人數：65 年次至 85 年次，無固定交往對象且無婚姻經驗之未婚男

女，以 40 人為限，男女各半。 

4.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30 遇見初LOVE，幸福來報到 



09:30-10:30 【愛的探索】開場破冰，初次接觸讓彼此的心更靠近 

10:30-12:00 

【家庭教育中心愛情戀習學堂】 

課程主題：認識彼此、有效建立親密關係 

課程講師：陳家維(瑪那熊)／諮商心理師、人際溝通講師、《GQ》

部落客、《自由時報》專欄作家 

12:00-13:00 歐式午餐約會 

13:00-15:00 【午後歡樂時光】Speed Dating換桌時光，讓幸福零距離 

15:00-15:30 【香草幸福時刻】DIY手作禮《有機香草植栽》 

15:30-16:00 【啟動幸福密碼】回憶留念，幸福悄悄蔓延 

5.報到地點：活動當日上午 9 點整，自行前往春天休閒農場報到。 

（三）第 3 梯次「愛戀花現桃緣一日遊」： 

1.活動時間：109 年 11 月 22 日(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2.活動地點：利百代彩筆文創館（桃園市桃園區大誠路 2 號）。 

3.參加對象及人數：65 年次至 85 年次，無固定交往對象且無婚姻經驗之未婚男

女，以 40 人為限，男女各半。 

4.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30 遇見初LOVE，幸福來報到 

09:30-10:30 【愛的探索】開場破冰，初次接觸讓彼此的心更靠近 

10:30-12:00 

【家庭教育中心愛情戀習學堂】 

課程主題：認識彼此、有效建立親密關係 

課程講師：陳家維(瑪那熊)／諮商心理師、人際溝通講師、《GQ》

部落客、《自由時報》專欄作家 

12:00-13:00 義式午餐約會 

13:00-15:00 【午後歡樂時光】Speed Dating換桌時光，讓幸福零距離 

15:00-15:30 【花花幸福時刻】DIY手作禮《療癒多肉植物輕黏土》 

15:30-16:00 【啟動幸福密碼】回憶留念，幸福悄悄蔓延 

5.報到地點：活動當日上午 9 點整，自行前往利百代彩筆文創館報到。 

五、活動費用：免費（活動全額由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補助）。 

六、報名方式：請依各梯次開放報名日期逕向好好玩旅行社報名，線上或傳真報名均可， 

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cHJeJb19Zn5em3YDA 

好好玩旅行社傳真：03-3475827。 

七、報名日期：本活動若額滿則提前截止報名 

（一）第 1 梯次：自 109 年 7 月 20 日中午 12 時起至 109 年 9 月 13 日（日）或額滿為

止。 

（二）第 2 梯次：自 109 年 8 月 11 日中午 12 時起至 109 年 10 月 11 日（日）或額滿為

止。 

（三）第 3 梯次：自 109 年 9 月 22 日中午 12 時起至 109 年 11 月 8 日（日）或額滿為

止。 

https://forms.gle/cHJeJb19Zn5em3YDA


 

八、報名事項說明： 

（一）填妥報名表後逕向好好玩旅行社報名，以網路或傳真方式報名均可。參加人員

報名資格經主辦單位確認無誤後，承辦單位依報名先後順序，以手機簡訊通知

錄取人，如候補者有名額，將依序通知。 

（二）本項活動免費，請珍惜學習資源，活動錄取者，如因故無法出席，請於各梯次

活動一週前（不含活動日）之週一至週五早上 9 點至下午 5 點來電好好玩旅行

社告知取消活動（02-2382-1974）；活動當天無故缺席者，110 年將不再受理桃園

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相關活動報名。 

九、注意事項： 

（一）為落實「防疫新生活運動」，參與民眾需配合實名制入場、落實個人防護措施（勤

洗手、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時佩戴口罩）及量測體溫，額溫超過 37.5 度之民眾，

請聯繫 1922 防疫專線並盡快就醫，當日恕不開放入內參與課程，敬請見諒。 

（二）活動三至五天前將寄送行前通知信，請務必留意手機簡訊，並請於收到通知信

後於 24 小時內回覆，若無回覆者，將視同放棄活動資格，承辦單位將有權取消

活動名額進而替補其他報名人員。 

（三）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及工作證或識別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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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動除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另擇期舉行外，一律風雨無阻照常辦理，為避免

補助費用的浪費，請全程參加。 

十、連絡資訊：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來電 

          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電話：(03)336-6885 分機 13，承辦人呂小姐 

    好好玩旅行社專線：02-2382-1974、手機：0928-806-250 承辦人黃小姐 



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109 年桃「緣」遇見愛-未婚青年成長營活動報名表 

姓名：                暱稱：            

【活動當日名牌及手冊呈現】 

身分證字號： 

性別：□女 □男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學歷：□博士□碩士□大學□專科□其他           

服務單位全銜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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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訊 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梯次：每人以報名一梯次為限。 

□第 1 梯次 109/9/27(日)   當日餐點選擇：□海鮮  □豬  □雞  □素 

□第 2 梯次 109/10/25(日)   當日餐點選擇：□海鮮  □豬  □雞  □素 

□第 3 梯次 109/11/22(日)   當日餐點選擇：□海鮮  □雞  □素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運用本人個人資料於活動相關事宜、手冊製作及未來活動訊息通知。 

本人提供身分證查驗(軍警消人員另提供工作證查驗)確認目前無固定交往對象且無婚姻經

驗，並確認提供個人資料為真實正確之資料，若有偽造情事，願自負法律責任。                           

 

本人簽名：      ___________ 

即日起逕向好好玩旅行社報名，線上或傳真報名均可 

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cHJeJb19Zn5em3YDA 

好好玩旅行社傳真：03-3475827 

參加人員報名資格經主辦單位確認無誤後，承辦單位依報名先後順序，以手機簡訊通知符合

資格人員錄取事宜。 
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進行蒐集前之告知： 
1.蒐集之目的：統計報名人數、分析參與者背景、活動通知及製作簽到冊等活動相關作業。 
2.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包含姓名、性別、年齡、職業、電子信箱、聯絡電話。 
3.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您的電子信箱將輸入本中心電子報發送系統，您將不定期收到本中心電子報，直至您上網取消訂閱電子報；
其餘個人資料，於活動結束後，即不再使用。 

(2)地區：您的個人資料僅限於本機關內部使用。 
(3)對象及方式：您的個人資料將僅用於本中心活動通知。 

4.個人資料之權利：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來電 03-3366885 行使相關權力。 
5.若您不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的個人資料，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此次活動。 
6.如果您同意以上條款，再開始進行報名動作（報名完畢後，代表您已閱畢本次活動報名之個資告知事項，並同意本中心

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