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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函

地址：70402臺南市北區富北街7號

電話：(06)2223111分機2006

傳真：(06)2229445

電子信箱：ND11412@ntbsa.gov.tw

承辦人：林芳如

受文者：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5月18日

發文字號：南區國稅人字第1070003818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JCS71070003818-0005-.pdf、JCS81070003818-0005-.pdf)

主旨：檢送本局107年未婚同仁聯誼活動「南國夏之戀」實施計

畫及報名表各1份，請鼓勵所屬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請

查照。

說明：

一、本局為促進未婚同仁與各公務機關、學校、醫療機構及民

間企業員工交誼，擴展社交生活領域，增進兩性良性互動

及情感交流，特規劃本次聯誼活動。

二、旨揭聯誼活動相關事宜如下：

（一）參加對象：

1、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未婚員工及員工之未婚子女與親屬

。

2、臺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南部園區辦事處

所屬會員廠商之未婚員工。

3、財政部暨所屬各機關(構)未婚員工(不含非編制內之臨

時人員及委外人員)。

4、政府機關(構)、學校、醫療機構編制內(含約聘僱人員

)未婚員工、臺南科技工業區廠商及其他知名企業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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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員工(不含非編制臨時人員及委外人員)。

（二）參加資格：

1、現年25歲至45歲(民國62至82年次)，大專以上畢業之

未婚男女。

2、婚姻存續中、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本次活動參加

資格。

（三）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07年6月20日（星期三）或額滿

為止。

（四）活動日期：107年7月7日（星期六）上午09:45至下午

4:00。

（五）活動地點：臺南許多門密室(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47

號8樓B((金石堂樓上))、台南大飯店(臺南市中西區

成功路1號)。

（六）活動費用：每人新臺幣1,390元。

三、有關報名方式及相關資訊，請詳見本活動實施計畫，另可

至公務福利e化平台之未婚聯誼專區(https://eserver.dg

pa.gov.tw) 或上置國際旅行社(Uni-Joys)(https://www.

unijoys.com.tw))查詢活動相關訊息。

正本：財政部、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臺南市政府、嘉義市政府、嘉義

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審計部臺南市

審計處、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交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心、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法務部矯正署嘉義

監獄、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台江國家

公園管理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

改良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郵局、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區管理處、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營業處、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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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營業處、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白河榮譽國民之家、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南榮譽國民之家、奇美

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南教養院、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衛生福

利部新營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台南市立醫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南

藝術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新營高

級中學、國立臺南啟智學校、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

校、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國立

臺南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國立新化高級中學、國立善化高級

中學、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曾文高級

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

校、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北門高級農

工職業學校、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嘉義營業處、台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南營業處

副本： 2018-05-21
09:21:09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07年未婚同仁聯誼活動
「南國夏之戀」實施計畫

一、 目的：為促進財政部暨所屬各機關(構)與各公務機關及民間企業員工交誼，提

供未婚同仁聯誼管道，擴展社交生活領域，促進兩性良性互動及情感交流，以

期促成良緣，特訂定本計畫。

二、 主辦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三、 承辦單位：Uni-Joys(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

四、 參加對象：

(一)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未婚員工及員工之未婚子女與親屬。

(二) 臺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南部園區辦事處所屬會員廠商之未婚員工。

(三) 財政部暨所屬各機關(構)未婚員工(不含非編制內之臨時人員及委外人員)。

(四) 政府機關(構)、學校、醫療機構編制內(含約聘僱人員)未婚員工、臺南科技工

     業區廠商及其他知名企業之未婚員工(不含非編制臨時人員及委外人員)。

五、  參加資格：

(一) 現年25歲至45歲(民國62至 82年次)，大專以上畢業之未婚男女。

(二) 婚姻存續中、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本次活動參加資格(如未符資格仍報名

     參加，將不予受理報名；報名參加後始由主辦單位或承辦單位查驗知悉者，恕

     不同意參加當日活動，且所繳費用亦不予退還）。

六、 活動相關資訊：

(一) 活動日期：107年 7月 7日（星期六）上午09:45至 16:00

(二) 活動地點：臺南許多門密室(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47號 8樓 B((金石堂樓上))、

          台南大飯店(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1號)

(三) 活動人數：暫定40人（男、女生人數各半為原則，惟主辦單位得視報名實際

情況及先後順序酌予調整。）；如報名人數眾多，以本局之現職未婚同仁及首

次參加本局未婚聯誼活動者優先；未能列入參加名單者，將由承辦單位 e-mail

寄送候補通知。另未列入候補者將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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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內容：

時 間 活動地點 活動行程 活動內容

0945

│

1000

臺南許多門密室

※自行前往

※此場地需脫鞋

南國夏之戀

~向愛情說聲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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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

1200

愛戀一串心

訪談時間

手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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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彼此陌生心防，讓彼此更

了解對方興趣與價值觀。

密室の大挑戰

金頭腦時光

時下最夯、另類的聯誼方式，就是愛挑戰!!

讓我們一起並肩作戰，在密室的重重關卡中

找出線索、展現你的才能、激盪你的腦力，

夥同新認識的朋友一起作戰，從愛情迷霧中

逃脫喔!

1200

│

1530 台南大飯店

※分批步行前往

LOVE旋轉咖啡杯

南國夏之戀!!

1.午餐時間：共享浪漫午餐，在飯店浪漫的

氛圍中開啟真心話小冒險，在都市叢林中

Take a Break，享受輕鬆的午餐時光!

2.Tea Time&心情分享：開起愛情祕密盒、

分享你我觀念。透過甜密互動的小遊戲，讓

大家在歡愉氣氛中敞開心房、好好認識有緣

相遇的新朋友喔!!還有可口的下午茶等候你

的品嚐喲。

生命就該浪費在

美好的事物上

Go Go!!

1.主題型討論：設計愛情&電影的歡樂性話題，

 搭配兩性小學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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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ce Card交流時光：由各組自行去

挑出找尋伴侶時最重要的戀愛選單，讓你了

解異性在選擇伴侶時的想法。

4.互動時光：午后時分桌遊好時光，有趣的

題目等著你分享話題，讓你展現自己的特長！

1530

│

1600

幸福宣言封緘傳

情〜與愛情相遇

1.情書封緘：鼓起勇氣密語傳遞給心儀的對象

2.浪漫滿屋の謝禮：感謝美女、頒發神秘禮物

3.自由互動：在悄悄話的時段中，分享愛戀

1600~
往下一站幸福前進 往下一站幸福更靠近，就從今日聯誼結束這

一刻開啟，創造愛情起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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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費用：本次活動所需之各項經費，每人應繳費用為新臺幣 1,390 元（含許

多門密室費用、台南大飯店午餐與場租、下午茶費用、保險費、禮物道具、人

事費用及雜支等）。為鼓勵本局同仁參加，本局實際參加人員可於活動結束後

檢據申請補助所需費用之二分之一(每人每年度以申請 1次為限)。

八、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07年 6月 20日（星期三）或額滿為止。

九、 報名及繳費：

(一) 報名：報名者請填妥報名表，經各機關(構)、公司之人事單位核蓋戳章，如

未加蓋人事單位戳章者，請另提供身分證及機關識別（服務）證正、反面影

本及最高學歷畢業證書。【為響應無紙化、愛護地球，避免謄寫錯誤，報名

表請儘量傳送 word或 PDF檔，另傳相關證件資料即可】

1. 請將報名表及所需附件 e-mail 至 ND11412@ntbsa.gov.tw 或傳真至

06-2229445；以傳真方式報名者請電洽承辦人確認是否傳真成功。

2. 若有問題，請洽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承辦人林小姐

電話︰(06)2223111分機 2006。

(二) 繳款：參加人員報名表及最高學歷證件影本經主辦單位確認無誤後，由承辦

旅行社以 e-mail或電話通知依下列規定辦理繳款事宜（務請於報名表詳填 e-

mail並留意信箱）：

1. 參加人員請務必於接到通知後 3日內繳費，未如期繳費者，將由候補人員

依序遞補之。

2. 匯款資料：

匯款帳號：300540-101664

         戶名：洪子茜  (  上置聯誼專款帳戶  ) 

         代收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文山分行  (  銀行代碼      822) 

3. 參加人員於匯款後，請以 e-mail 回信通知旅行社電子郵件信箱：

service@unijoys.com.tw 告知匯款時間與後五碼，並將收執聯影本留存

備查。承辦單位確認後將於 3日內回傳「報名成功信」至信箱，告知報名

成功及注意事項。

4. 如有問題請洽承辦單位：Uni-Joys(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

聯誼專線：(02)2256-1314、2960-1314、0980-891314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  ：  30      至      18  ：  00 

(三) 參加人員繳費後，如有特殊原因未能出席者，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並依

旅行社退費規範辦理手續。欲退費者請於活動日 10天前（不含活動日及假

日）告知承辦單位辦理退費。

1. 活動10天前辦理退費，全額退費(仍須扣除行政規費)。

3



2. 活動日開始前 4日至第 9日內取消活動者，除手續費外須收取活動費用全

額之 30%。

3. 活動日開始前3日至前 1日內取消活動者，除手續費外須收取活動費用全

額之70%。

4. 活動當日取消活動者、集合逾時、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及未通知不參加者

恕不退費。

5. 以上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 150元後

計算之。

十、 注意事項：

(一) 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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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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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務必全程參加。

(三) 參加人員請依本次活動性質，穿著適當服裝出席；請自備健保卡、雨具、防曬

用品及輕便外套等，以備不時之需。

(四) 承辦旅行社將於活動前 5天以電子郵件寄發行前通知，通知相關注意事項，敬

請留意信箱與回覆信件。

十一、 洽詢資訊：

(一)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電話：(06)2223111分機 2006，承辦人林小姐。

(二) 上置國際旅行社(Uni-Joys)，電話：(02)22561314、29601314

手機：0980891314。e-mail：service@unijoys.com.tw。

十二、 可至公務福利 e化平臺之未婚聯誼專區(https://eserver.dgpa.gov.tw) 或

上置國際旅行社(Uni-Joys)網址(https://www.unijoys.com.tw)查詢活動相

關訊息。

十三、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由承辦單位補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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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南國夏之戀」107年未婚同仁聯誼活動報名表

姓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女 □男 學歷：□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其他 暱稱：           　(當日使用)

婚姻狀況：□未婚 □離異 □喪偶（不符合參加資格請勿報名） □素食(請先勾選，無勾選當日無法提供)

服務機關： 職稱： 興趣：

聯絡電話：（公） 手機： Line ID：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注意英文L、O與數字1、0的分別)

（本欄請務必填寫詳細清楚，並可即時連絡本人，如因未填寫導致無法通知繳費請自行負責）

活動當日，本局地下停車場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 7 號 )開放免費停車，非本局同仁如有需求

請提供車牌號碼，俾利控管，謝謝配合。※步行至集合地點約 3~5 分鐘

□無需求

□有需求--□機車(車牌號碼：            )；□汽車(車牌號碼：           )

請勾選以下項目，是否願意在此次活動中公開？(未勾選者視同不願意公開)

□服務機關   □E-mail   □LINE ID (將於活動結束後建立本梯活動會後會群組之用)

【個人資料受個資法保護，活動手冊僅提供人員暱稱、興趣外，上述資料將依照您的勾選決定公開與否】

【注意事項（請詳閱）】
1.報名方式：請填妥本報名表，經人事單位核蓋戳章，如未加蓋人事戳章，請另提供工作證、身分證

正反影本  及最高學歷畢業證書，e-mail 至 ND11412@ntbsa.gov.tw (報名表請傳送 word或 pdf檔)或
傳真至 06-2229445；以傳真方式報名者請電洽(06-2223111轉 2006)承辦人林小姐確認是否傳真成

功。
2.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或額滿為止

3.活動費用：本次活動所需之各項經費，每人應繳金額為新臺幣 1,390元（含密室逃脫費用、膳食費、場租、

保險費、遊戲器材、禮物道具及雜支等）。為鼓勵未婚同仁參加，本局之參加人員可於活動結束後，依收

據證明申請補助二分之一費用（本年以申請 1 次為限）。

4.繳費方式：參加人員報名表經承辦單位核定與確認名單後，將以 e-mail或簡訊通知符合資格人員依下列規

定辦理繳款事宜(請留意信箱)：
(1)參加人員請務必於接到通知後三日內繳費，未如期完成者，將由候補人員依報名順序遞補之。       

   (2)匯款資料如下：

　　　匯款帳號：300540-101664；戶名：洪子茜(上置旅行社聯誼專款帳戶)
　　　代收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文山分行(銀行代碼 822)
  (3)參加人員於匯款後，請 e-mail 至 service@unijoys.com.tw或電話告知匯款時間與後五碼，並將收執聯影

本留存備查。承辦單位確認後將於三日內回傳「報名成功信」至信箱，告知報名成功及注意事項。

5.因報名人數眾多，未列入參加名單者，僅另行寄發候補通知。

6.參加人員繳費後，如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者，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並依相關規範辦理退費手續，欲退

費者請在活動 10天前(不含活動日及假日)辦理活動退費，方得予全額退費。請於報名前，謹慎考量。

7.詳細活動行前通知將於活動前五天以 e-mail寄發(請留意信箱)，並請回覆收到與否。

8.本資料由承辦單位妥善保存保密，並於活動後銷毀；個人資料如有虛偽不實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8.聯絡電話：

(1)主辦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06)2223111轉 2006林小姐
(2)承辦單位：Uni-Joys(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     

   (02)2256-1314、2960-1314、0980-891314   
   傳真：(02)2256-1356，e-mail：service@unijoys.com.tw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18：00

（請核蓋服務機關章戳）

 報名表與相關資料請e-mail至 ND11412@ntbsa.gov.tw或傳真至(06)2229445，歡迎參加!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南國夏之戀」未婚同仁聯誼活動報名表(附件)

服務證或職員證正面 服務證或職員證反面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反面

畢業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