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政府 109年                      未婚公教同仁聯誼活動行程表 

 

一、第一梯次：109年 8月 15日(六) 向陽花賞料理絕配一日遊 

 幸福啟程/向陽農場歡樂破冰趣/午宴&向日葵花海遊/郭元益甜蜜 DIY/返家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0845~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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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0910 
聯誼小學堂 

聯誼前的悄悄話，讓你懂得表現出最好的自己! 

0910~1000 
Smile 列車Ⅰ～碰碰一串心 

幸福列車上愛的初體驗、讓愛情推銷員打開你我的心 
前往桃園觀音 

1000~1200 

破冰禮讚、向愛前進 

【小組聯誼】歡樂分組遊戲打破彼此間初識的尷尬! 

【小組聯誼】認識自己、創造歡樂，串起你我緣份 

 ～就要百萬大歌星 High高你我的脈搏、GO GO! 

向陽農場 
1200~1300 

向陽的午餐約會 
在花海團簇的香氣中享受甜蜜特製的風味午餐! 

1300~1430 

午后歡樂互動、花海浪漫闖關 

【小組聯誼】幸福隨堂考讓你我更了解彼此的想法 

～花海闖關趣，讓你我在極致美景中發現新戀情! 

1430~1500 
Smile 列車Ⅱ～愛の初體驗 

戀愛巴士/正妹想知道時光-愛情密碼 High到你 
前往桃園楊梅 

1500~1630 

美味關係～手創幸福 DIY の愛戀 

【小組聯誼】在甜蜜 DIY中，烘焙自己的手創美味! 

【小組聯誼】一起共享悠閒午茶，預約下一站幸福!! 
郭元益工坊 
(觀光工廠) 

16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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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倆相邀 

1700～ 賦歸～幸福的延續 返回溫暖的家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1560 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桃園市向陽農場、郭元益觀光工坊 

【附件一】 



二、第二梯次：109年 9月 5日(六) 濃情 Café桌遊饗宴 

 參加人員：幸福不限，男女各半 

 活動流程：報到/手作咖啡分享時光+歡樂桌遊趣互動饗宴/封緘傳情/返家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1330~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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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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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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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小講堂：你知道目前最火紅的咖啡是什麼嗎?讓我們微笑分享咖啡香! 

  →在咖啡香中環遊世界去，在旅行的途中感受讓你我心靈悸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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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桌遊好時光：利用聯誼的桌遊遊戲，穿插於活動中增加彼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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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桃園市-老窩咖啡烘焙館(桃園市桃園區宏昌六街 256 號)  

 



三、第三梯次：109年 9月 27日(日) 浪漫花語永恆の戀 

 參加人員：輕熟齡，限 35 歲以上未婚男女參加 

 活動流程：報到/甜蜜午茶&互動時光/手作乾燥花幸福時光/封緘傳情/返家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1330~1345 
“心有所鼠 相遇桃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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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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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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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願揉捏在乾燥花擴上，編織你我的”浪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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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兩性小學堂：設計”兩性探索話題”搭配旅遊&電影主題、培養好默契。 

  →換個心情，來場專屬的愛戀學堂，讓你知道她/他的想法、迎向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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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桃園市- 舒藏人文空間 17F(桃園市桃園區藝文一街 86 之 3 號) 

 



四、第四梯次：109年 10月 16日(五) 星空夜賞の戀習曲 

 參加人員：幸福不限，男女各半 

 活動流程：報到/星空物語下的甜蜜晚宴/就是愛歡唱&旋轉咖啡杯/封緘傳情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1830~1845 
“心有所鼠 相遇桃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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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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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2130 

LOVE 旋轉咖啡杯、緣來就是你 

1.晚餐饗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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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晚宴：就是愛「星空夜語」，在 23F 俯瞰城市夜景，分享生命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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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歌唱邂逅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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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愛歡唱：跟隨著主持人的帶領，讓我們一起回味好時光、好音樂。 

  →利用歡唱的主題，讓你我悠遊於音樂的世界裡，找到一起愛唱歌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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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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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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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 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桃園市中壢區-米堤飯店 23F「季園」 (中壢火車站) 

 



五、第五梯次：109年 10月 31日(六) 河岸森林密室物語一日遊 

 參加人員：限 35 歲以下未婚男女參加 

 啟程/河岸森林破冰互動時光/浪漫午餐/歡樂遊園趣/密室搶愛大作戰/返家 

時     間 行   程 &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0830~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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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5~0850 
聯誼小學堂： 

聯誼前的悄悄話，讓你懂得表現出最好的自己! 

0850~0930 
幸福啟航Ⅰ～碰碰一串心 

幸福列車上愛的初體驗Ⅰ、愛情推銷員打開你我的心 
前往大溪 

0930~1130 

破冰之旅、遇見愛情 

【小組聯誼】就要創意假人秀揭開聯誼活動浪漫序曲 

【小組聯誼】偶像劇戀人的機會&命運-河岸浪漫之旅 

河岸森林 
莊園 

1130~1300 
浪漫的午餐饗宴 

夥同新朋友品嘗無國界精緻套餐，遠眺好山好水! 
凱莉餐廳 

1300~1400 

午后歡樂尋寶、與愛相遇 

【小組聯誼】戀愛抽抽樂讓彼此更認識異性的想法呦 

【小組聯誼】聽見幸福的聲音、舞動你我的心跳 

兩性愛戀大學堂、全員愛情大作戰、Love123 

河岸森林 
莊園 

1400~1430 
愛戀專車Ⅱ～與幸福跳舞 

愛戀專車上碰碰一串心、開啟話夾子發現新戀情 
前往市區 

1430~1630 

逃脫密室之金頭腦時光 

【小組聯誼】偶就是愛金頭腦、帶領我們一起逃脫吧 

【小組聯誼】延燒密室情、創造心話題、會後會相約 
LOST 

某密室空間 

1630~1700 
真情告白～向世界宣告愛情 

【封緘傳情】掌聲響起、尋覓速配情人、兩兩相邀 

1700～ 賦歸～幸福的延續 返回溫暖的家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1590 元（含當天所有活動費用，無自費行程） 

【活動地點】桃園市-河岸森林、Lost 密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