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辦理 111 年「藝起去遊港」
公教人員單身聯誼活動計畫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二、目的：為擴展公教單身同仁社交生活領域，增進兩性互動及情感交流，促
成良緣，提升婚育率，爰訂定本活動計畫。
三、辦理機關：
（一）指導機關：高雄市政府
（二）主辦機關：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三）承辦機關：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主計處、高雄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四、參加對象：
（一）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編制內單身公教員工。
（二）中央機關及各縣市政府、本市議會、中央機關駐南部單位、南部公立大
學、公立醫療機構、國(公)營事業機構等編制內單身公教員工。
五、活動日期：111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
六、活動地點：駁二藝術特區棧二庫、文化遊艇航線及紅毛港文化園區。
七、參加人數：40 人(男、女各 20 人)。
八、集合地點：駁二藝術特區棧二庫旗津渡輪站(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17 號海
側廣場)。
九、活動行程與內容：
日期

111 年
10 月
1日
星期六

時 間

活動內容

地 點

10：00～10：30

報到～相見歡

駁二藝術特區棧二庫

10：40～11：20

藝起去遊港

文化遊艇

11：20～12：00

導覽～傾聽紅毛港傳奇

紅毛港文化園區

12：00～13：30

愛的饗宴(午餐)
交誼時間

13：30～14：20

原來是妳(你)

14：20～14：40

充電時刻

14：40～15：20

另類的接觸

15：20～16：15

紅毛港巡禮

高字塔旋轉餐廳

紅毛港文化園區

16：15～16：45

心儀的妳/你

16：45～16：55

集合搭船

17：00～17：40

快樂返航～欣賞夕陽

文化遊艇

17：40～18：00

相約再見面

駁二藝術特區
-棧二庫

十、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報名日期：111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止。
（二）報名方式：
1.報名人員請上網連結網址：https://love99.kcg.gov.tw:8443/
2.登入後填妥報名各項資料，按「確認存檔」。
3.再按「列印資料」
，資料列印出來，檢視無誤後，請黏貼下列資料：
（1）最近 6 個月內之兩吋照片。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機關識別證正反面影本。
4.網路報名後列印之紙本資料請於 111 年 9 月 2 日前以郵寄、公文交換、
親自或委託他人送至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人事室（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五
福一路 67 號），完成報名手續，俾利查驗。（承辦單位聯絡電話：
07-2288861，聯絡人：張涵硯）
（三）報名表：若未能透過網路報名，請逕自填妥報名表郵寄、公文交換、親
自或委託他人送至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人事室彙辦，並將電子檔傳送張涵
硯：a120527@kcg.gov.tw（報名表請於高雄市政府人事處活動訊息區網
頁下載）。
十一、繳費方式：
（一）參加人員每人需繳報名費新臺幣 980 元，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構)報
名費 890 元，錄取人員以電話或郵件方式通知繳費；未錄取者不另行通
知。
（二）接獲繳費通知者，請儘速以匯款方式繳交新臺幣 980 元(本府內暨所屬同
仁為 890 元)（以匯款日期為準），並請於 111 年 9 月 16 日中午 12 時前
將繳費收據填註參加者機關名稱、姓名、聯絡電話（手機）
，影印傳真、
掃描電傳或送至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人事室俾憑核對（繳費收據於活動報
到時發給或郵寄）。本活動不受理現金、ATM 轉帳繳費方式。
匯款帳號：102103063440

代收銀行：高雄銀行公庫部
戶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保管金專戶
傳真：07-2288864
請註明：1111001
（三）未如期繳費者視同放棄，經確認後，由備取人員依序位遞補。
（四）參加人員繳費後，除特殊原因致無法出席者，須於 111 年 9 月 23 日中午
12 時前告知承辦單位，逾期所繳費用不予退還，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
加。
十二、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府對報名人員保有審查權，經審查通過後，於 111 年 9 月 8 日下班前
將錄取人員名單公布於本府人事處網站首頁活動訊息
(http://kpd.kcg.gov.tw)及本府未婚聯誼線上報名系統
(https://love99.kcg.gov.tw:8443/)（以隱藏部分名字方式，例如：陳
大明／陳○明）
，另以電子郵件通知（使用 Yahoo、Hotmail 或 Google 信
箱者，請自行至垃圾郵件區尋找)，如未收到通知者請來電 07-2288861
洽詢；其未列入參加名單者，將不另行通知。(活動錄取者屆時將與通知
一併寄送本活動專用之健康聲明書，請於活動前填寫，並於活動當日繳
交。)
（二）參加聯誼活動者個人資料，應確實遵守電腦處理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不
得洩漏或供其他使用。
（三）參加人員活動期間應確實遵守活動地點之規定，並全程參與本活動，不
得藉故缺席或任意脫隊。
（四）本次活動，參加人員務必攜帶身分證、小黃卡或健保卡、健康聲明書俾
利查驗。
（五）如原訂舉行活動日期遇天然災害(颱風、豪雨、地震等不可抗力天候影
響)，或屆時為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相關措施（例如依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疫情資訊尚未和緩或有異動）
，本府將於高雄市政府未
婚聯誼線上報名系統最新消息公告暫緩辦理相關活動，及延期至可續辦
活動日期。
（六）如因應疫情警戒升級，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本府防疫措施，致本年
度取消辦理本活動時，將辦理退費，報名費用扣除銀行匯款手續費後全
額退費。
（七）錄取參加者，一律須於活動前一週內依實填寫「健康聲明書」，若有一
項符合或未勾選填答者，將無法參加該次活動。
十三、如有未盡事宜，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補充規定之。

高雄市政府辦理 111 年「藝起去遊港」
公教人員單身聯誼活動報名表
填表日期：
姓名：

現任職稱：

請張貼 6 個月以內 身分證統一編號：
之 2 吋照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電子檔請附照片

身高：

年

(實)歲：

日

體重：

性別： □女
日

月

膳食： □葷

□男
□素

最高學歷：□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其他(
) 是否曾有婚姻狀態：
畢業學校：
學校
否□ 是□
系(所)畢業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

服務機關：
機關地址：
聯絡電話：（公）
（家）
手機：
通 訊 處：
電子信箱：
本欄參加者請務必填寫清楚，以便聯繫。

身分證正面影本乙份，黏貼此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乙份，黏貼此處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反面

機關識別證正面影本乙份，請浮貼此處

機關識別證反面影本乙份，請浮貼此處

機關識別證正面

機關識別證反面

備註：
1.報名人員請上網連結網址：https://love99.kcg.gov.tw:8443/
2.登入後填妥報名各項資料，按「確認存檔」。
3.再按「列印資料」，資料列印出來，檢視無誤後，請黏貼下列資料：
（1）最近 6 個月內之兩吋照片。（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3）機關識別證正反面影本。
4.再將紙本資料於 111 年 9 月 2 日前以郵寄、公文交換、親自或委託他人送至（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人事室，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完成報名手續，俾利查驗。
（承辦單
位聯絡電話：07-2288861，聯絡人：張涵硯）
5.參加名單經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確認後，再行通知繳費，未列入參加名單者，不另行通知，
敬請見諒。(活動錄取者屆時將與通知一併寄送本活動專用之健康聲明書，請於活動前依
實際狀況填寫，並於活動當日繳交。)
6.報名資料僅供本次活動使用，並遵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本報名表各項資料請
由參加者本人確實填寫，偽造身分資料而報名者，一經查獲依法究辦。

高雄市政府辦理 111 年「藝起去遊港」
公教人員單身聯誼活動健康聲明書
為配合中央政府防疫政策，及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防疫參與本活動
請務必配戴口罩、勤洗手、測量體溫，以保障您及所有參與活動人員的健康與安全參與活動
後如有任何不適請立即主動通報，感謝您的配合。
一、施打疫苗情形：
本人＿＿＿＿＿＿＿已於＿＿年＿＿月＿＿日完整接種第＿＿劑 COVID－19 疫苗（至少
需完整接種 2 劑疫苗）（請活動當日出示相關證明）
二、個人旅遊史、接觸史？
1.過去 14 天內，是否有發燒（額溫≧37.5°C 或耳溫≧38°C）或出現呼吸道感染症狀如咳
嗽、胸悶胸痛、呼吸困難、味覺及嗅覺喪失、腹瀉、肺炎等？
□否
□是，請填寫症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過去 14 天內，是否曾出國含入境、過境或轉機？
□否
□是，請填寫地點：___________ 返臺日期：______________
3.過去 14 天內，本人或家人是否曾接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之「居家檢疫」
、
「居家
隔離」、「自主健康管理」等措施？
□否
□是：○ 本人
○ 家人 曾接受疫情指揮中心規定之「居家檢疫」
、
「居家隔離」
、
「自主健康管理」
其中一種措施
4.過去 14 天內，是否曾接觸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之「確診者個案當事人」或「居家檢疫者」
或「居家隔離者」？
□否
□是 ，請填寫接觸上述人員地點：＿＿＿＿＿＿＿＿

三、上述問題有勾選「是」的選項者，為維護安全的單身聯誼活動品質，恕無法參與此活動，
並請配合衛生單位進行防疫相關措施。

本聲明書請於活動前逐欄依實填寫後確認簽名（每題均為必答）

活動報名者確認簽名處：＿＿＿＿＿＿＿＿＿＿＿（本人) 填表日期：＿＿＿＿＿＿＿＿
一、如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請勿出
席本活動。
二、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別條例規定」第十五條規定，違反各級衛生主管
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隔離措施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各級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所
為之檢疫措施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