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營建署
「相遇營建‧犇向幸福」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一梯次 110 年 7 月 4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00-08:20

浪漫邂逅雀躍報到囉

內政部營建署

08:20-09:20

09:20-11:20

車上相見歡，一對一車上認識時刻
認識異性的好時機，不錯過任何一段佳緣

旅程風光

遇見有緣人，就愛心蓮心

向陽農場

充分認識全場異性朋友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婚宴會館

找尋葵花寶典，贏得最耀眼的金黃嬌客
11:20-12:00

在大片向日葵花海中，找尋隱藏其中的葵花寶典，贏得最終

向陽農場

獎勵。
愛情美食館，蓮花饗宴
12:00-13:30

結合當季蓮花、產地直銷的新鮮，加上總鋪師功夫料理，讓
您視覺與味覺感受一場美麗的饗宴

13:3-14:00

14:00-16:00

車上相見歡，一對一車上認識時刻
認識異性的好時機，不錯過任何一段佳緣

向陽農場
婚宴會館

旅程風光

遇見有緣人，就愛心蓮心

大溪老街

充分認識全場異性朋友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木博館群

搭上幸福列車結束愛情旅程

旅程風光

16:00-18:30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柒佰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

【活動地點】桃園地區．向陽農場+大溪木博館群

內政部營建署
「相遇營建‧犇向幸福」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二梯次 110 年 7 月 11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30-08:45

浪漫愛情即將展開，報到開始囉

高鐵左營站

08:45-09:45

09:45-10:00

一起出發準備迎接心戀情
認識新朋友的第一步，把握車上一對一的深度認識
傳情畫意，緣來就是你/妳
熱鬧的破冰遊戲，打開男女害羞的心房
戀愛方程式，解開你我的愛情習題

10:00-11:00

創造獨一無二的浪漫回憶

旅程風光

湖景咖啡廳

湖景咖啡廳

戀戀烏山頭，戶外解謎篇
11:00-12:00

突然一陣天旋地轉，一大團黑影襲來...就這樣，掉入到另一個奇
異的時空必須憑藉著眾人的智慧、觀察力，以及推理能力才能為

烏山頭風景區

這個地方解開封印，召喚回水庫的守護神！
12:00-13:30

美味餐飲，引爆味蕾
主廚特製的特色料理，令人食指大動。
幸福巴士，前往幸福地點

13:30-14:50

15:00-16:00

車上一對一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湖景餐廳

旅程風光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生態文化

壽山國家自然

熱心志工的完美導館讓您一覽自然公園的美

公園遊客中心

甜蜜列車，啟程回到暖暖的寶貝窩

旅程風光

16:00-18:00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柒佰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

【活動地點】臺南及高雄地區．烏山頭湖境渡假會館+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遊客中心

內政部營建署

「相遇營建‧犇向幸福」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三梯次 110 年 7 月 18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00-08:20

幸福文化之旅報到集合囉^O^

內政部營建署

幸福巴士，一起展開浪漫愛情旅程

08:20-09:00

車上一對一認識不錯過每一段佳緣
陽明山小秘境天溪園森呼吸之旅

09:00-11:30

位於故宮附近的天溪園為一處須預約且鮮為人知的小祕境跟著導
覽志工一起探索原始自然教室神秘面紗

11:30-12:10

12:20-13:30

13:30-15:30

第二站，前往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書屋
繼續把握認識時間

旅程風光

天溪園
生態教育中心

旅程風光

愛情美食館，享用豐盛的自助式餐點

陽明書屋

精緻豐盛的自助式餐點，一起享受美味飽食一頓。

會議室

在冷氣房中舒服地認識異性朋友

陽明書屋

團體互動認識時間，創造獨一無二的浪漫回憶

會議室

一窺陽明書屋神秘面紗
陽明書屋，所處景色絕佳，號稱「蔣公最後一個行館」
。現為陽
15:30-16:30

明山國家公園中的重要景點和歷史遺蹟。

陽明書屋

陽明書屋又名「中興賓館」
，是蔣中正的私人行館，也是蔣中正
和宋美齡的生活起居地之一。
16:30-18:00

甜蜜列車，啟程回到暖暖的寶貝窩

旅程風光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陸佰捌拾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

【活動地點】臺北地區．天溪園生態教育中心+陽明書屋

「相遇營建‧犇向幸福」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四梯次 110 年 7 月 25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00-08:20

初識，準備搭上幸福巴士邂逅戀曲

高鐵台中站

08:20-09:50

車上相見歡，用最舒適方式輕鬆認識朋友
愛情心理社：讓您明瞭男女大不同戀愛小技巧。
愛情堆疊，默契大考驗

蓬萊生態

熱鬧的互動，打開你我害羞的心房

南庄館

愛情對對碰闖關遊戲

蓬萊生態

透過遊戲的帶動讓感情慢慢注入

南庄館

愛戀即時通，心動聯誼時刻

蓬萊生態

緣份轉呀轉，編寫愛情故事，讓彼此心跳加速，更認識彼此

南庄館

愛情美食館

蓬萊生態

南庄道地料理，滿滿客家風味

南庄館

09:50-10:20

10:20-10:50

10:50-11:50

11:50-13:00

原式搗麻糬、擂茶 tea time
13:00-14:00

旅程風光

軟糯的糯米搭配超大木杵節奏的敲打灑上花生粉令人欲罷不能
芭樂樹幹製成的擂棒搭配獨家配方喝冰喝熱滋味不同凡響

蓬萊生態
南庄館

愛情食字路口戶外解謎篇
14:00-16:00

桂花酒釀湯圓、桂花冰鎮湯圓、桂花梅、丈母娘招牌滷豆干、豬

南庄老街

籠粄、南庄麵…等，透過趣味的戶外解迷碰撞出愛的火花。
16:00-18:00

甜蜜列車，啟程賦歸

旅程風光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柒佰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

【活動地點】苗栗地區．蓬萊生態農場南庄館接待中心+南庄老街

「相遇營建‧犇向幸福」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五梯次 110 年 8 月 8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00-08:20

初識，準備搭上幸福巴士邂逅戀曲

高鐵台中站

08:20-09:20

車上相見歡，用最舒適方式輕鬆認識朋友
愛情心理社：讓您明瞭男女大不同戀愛小技巧。
花語仙子，幸福快手強棒出擊

09:20-09:50

熱鬧的互動，打開你我害羞的心房
愛情精靈，甜蜜心跳時刻

10:00-11:30

展現個人魅力繼續熟識浪漫伊加伊。

旅程風光

花露休閒農場

花露休閒農場

總舖師的養生風味餐
11:30-13:00

嚴選自最在地的食材（香草）
，搭配當季的新鮮蔬果，烹煮成色、 花露休閒農場
香、味俱全的養生風味合菜，滿足您的味蕾
玻璃花屋，5 林大會

13:00-14:00

在廣大花卉花田中，隱藏著神秘秘笈，透過手札提示及團隊合

花露休閒農場

作，一起來贏得獨特的最高尊榮。
14:00-15:00

車上相見歡，一對一車上認識時刻
認識異性的好時機，不錯過任何一段佳緣

旅程風光

臺中都會公園的團體互動
15:00-16:00

團體分組對抗戰，首先擲筊祈福求勝利緊接著男女大哉問伴隨著 臺中都會公園
童玩 DIY 最後比拼奪勝利

16:00-18:00

甜蜜列車，啟程賦歸

旅程風光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柒佰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

【活動地點】臺中地區．花露休閒農場+臺中都會公園

「相遇營建‧犇向幸福」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六梯次 110 年 8 月 22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20-08:30

浪漫愛情即將展開，報到開始囉

高鐵台南站

08:30-09:2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一起出發準備迎接心戀情
認識新朋友的第一步，把握車上一對一的深度認識

旅程風光

繁海夢田

台江國家公園

透過影片解析，是您認識台江國家公園濕地的最佳序曲

遊客中心

「鑽石級綠建築」深度導覽

台江國家公園

透過導覽老師的介紹一起進入台江學園之美。

遊客中心

白色高腳屋實境解謎趣

台江國家公園

利用現場環境特色，透過團隊合作找出蛛絲馬跡贏得勝利。

遊客中心

道地美食台江棧
11:15-12:30

臺江地區盛產鮮蚵，臺南虱目魚產量居全臺之冠，臺江美食棧
特色就在新鮮，採用在地新鮮食材，符合「食在地、食當季」

臺江美食棧

的環保農遊概念。
浪漫愛情面對面團體互動
13:00-15:00

在冷氣房中優哉認識異性
一起寫下愛情手札，印下屬於我倆的印記，得到滿滿的回憶

漁光島
虱目魚主題館

漁光島虱目魚主題館

漁光島

虱目魚魚丸 DIY 來碗最青的現煮美味

虱目魚主題館

16:00-16:30

浪漫漁光島，海邊嬉遊趣

漁光島

16:30-18:00

甜蜜列車，啟程回到暖暖的寶貝窩

旅程風光

15:00-16:00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柒佰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

【活動地點】臺南地區．台江國家公園遊客中心+臺江美食棧+漁光島虱目魚主題

「相遇營建‧犇向幸福」未婚聯誼活動行程表
第七梯次 110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地 點

08:00-08:20

藍白愛琴海遇見愛情海，預備搭上巴士編織戀曲

內政部營建署

車上相見歡，用最舒適方式輕鬆認識朋友
08:20-10:00

愛情心理社：讓您明瞭男女大不同戀愛小技巧。

旅程風光

一對一快速約會：快速認識不熟悉的彼此
10:00-11:30

11:30-13:00

13:00-14:00

14:00-14:30

浪漫水教堂，交疊出愛琴海的浪漫氣氛散發濃郁的真愛氣息

香格里拉

緣來是你注定認識你，把握機會遇見心儀的他

冬山河飯店

主廚特製的經典美味

香格里拉

媲美婚宴的美味餐點讓您心花怒放。。

冬山河飯店

趣味互動白色水教堂浪漫回憶

香格里拉

趣味互動，讓您笑開懷，擁有難忘的回憶。

冬山河飯店

敲響幸福鐘，為自己的增添幾許幸福

香格里拉

藍天白雲在白色教堂襯托下拍下個人美照。

冬山河飯店

前往幸福第二站

14:30-15:00

展現個人魅力繼續熟識浪漫伊加伊。

旅程風光

戀戀羅東，團體任務篇
突然一陣天旋地轉，一大團黑影襲來...就這樣，掉入到另一個奇
15:00-16:00

異的時空必須憑藉著眾人的智慧、觀察力，以及推理能力才能為
這個地方解開封印，召喚回村落的守護神！

羅東林業
文化園區

你，願意接受挑戰嗎？！
16:00-18:00

甜蜜列車，啟程賦歸

旅程風光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柒佰元整（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承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承包廠商】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2）2257-0311

【活動地點】宜蘭地區．香格里拉冬山河度假飯店+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