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椪到有緣人~漢餅 DIY」單身聯誼活動簡章
一、 目的︰「漢餅」是象徵喜悅與幸福的餅。本次未婚聯誼特與國內漢餅
指標性企業—「舊振南餅舖」合作辦理。透過文化導覽、手作
綠豆椪及漢餅下午茶品嚐的五感體驗，營造樂婚氣氛。鼓勵國
內單身男女踴躍參加，擴大社交生活領域、增進人際互動，進
而尋覓適合的人生伴侶。
二、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三、 主辦單位：高雄市鳳山區第二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大寮區戶政事務所、
高雄市仁武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大樹區戶政事務所。
四、 協辦單位：舊振南漢餅文化館。
五、 活動時間、地點、參加人數及費用︰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107.5.6(星期日)
下午 12：30~17：00

舊振南漢餅文化館

參加人數
36 人
(男女各半)

參加費用
每人 500 元

六、 參加資格︰25 歲以上至 45 歲以下未婚男女(民國 62 年至 82 年次)。
七、 行程內容：
時間

行程

12：30-13：00

椪到有緣人

舊振南漢餅文化館漢餅房
集合報到

13：00-13：50

請問芳名

分組自我介紹，團康遊戲

13：50-14：10

食藝文化導覽

14：10-15：10 手作的幸福--綠豆椪 DIY

15：10-16：10 味蕾協奏曲--心動的滋味

活動內容

漢餅婚俗、歲食文化導覽、
喜事臨門大廳、食光書塔參
觀
五星級 JZN Cooking Lab 手
工製餅體驗
1.漢餅下午茶 (各式漢餅、牛軋
糖、鳳梨酥、南瓜子酥、杏香酥、水
果糖等)

2.換桌聊天
3.桌邊遊戲
4.明信片寄情

16：10-16：40 情定舊振南--我的真命天菜 配對時間、真心話大告白
16：40-17：00

難得有緣--大合照

活動參與者合影紀念

八、 報名方式︰
(一) 填寫報名表：
1. 下載 報名表 並黏貼最近 6 個月內之 2 吋照片及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以下列任一方式完成報名︰
(1)郵寄(郵戳為憑)至大樹區戶政事務所曾裕仁先生收。
(2)親送至各主辦戶政事務所未婚聯誼承辦人(大樹區戶政事務
所、鳳山區第二戶政事務所、大寮區戶政事務所、仁武區戶政事
務所)。
(3)E-mail 報名表至大樹區戶政事務所 euntseng@kcg.gov.tw曾
裕仁先生收，聯絡電話 07-6513088 分機 30。
2. 注意事項：
(1)本次活動及茶點內容為漢餅(中式餅類)，素食者請評估自身飲
食習慣後再行報名參加。
(2)報名資料之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係作為活動手冊及
活動聯繫等與本活動相關事項之用。
(3)報名完畢需經錄取確定後，由大樹戶政事務所通知繳費，未列
入錄取者不另行通知。
(4)本次活動如因氣候因素或其他不可抗力事由須改期者，將另行
通知活動改期訊息。
(二) 繳費︰
1.主辦單位通知繳費：
報名費每人新台幣 500 元，參加人員俟主辦單位核定錄取後，由
大樹區戶政事務所通知匯款繳費，未錄取者不另行通知。參加人員
繳費後，若有特殊原因無法參加，須於 107 年 5 月 1 日前電話通知
大樹區戶政事務所未婚聯誼承辦人曾先生(電話：07-6513088 分機
30)，逾期所繳費用不予退還，亦不得私覓他人代理參加。
2.匯款：
（請接獲通知錄取後再行繳款，勿逕自匯款以免造成困擾）
代收銀行：合作金庫商業銀行大樹分行（銀行代碼：006）

匯款帳號：5768713094246
戶名：高雄市大樹區戶政事務所
3.填寫匯款回函：
匯款完成後請依本簡章 匯款回函 填寫匯款人資料，並以電子郵件
回傳，主辦單位確認款項後會再以 E-MAIL 通知，報名才算成功。
匯款收據統一於活動報到時發給。
(三) 報到：確定錄取並完成繳費人員，請準時於 107 年 5 月 6 日下午
12 時 30 分，在舊振南漢餅文化館(高雄市大寮區捷西路 298 號)
集合報到。
九、 交通指南：
舊振南漢餅文化館地址：
高雄市大寮區捷西路 298 號。
★搭乘捷運
搭乘高雄捷運橘線至大寮站(車站編號 OT1)1 號出口，步行 250 公尺
抵達。

舊振南漢餅文化館

★自行開車
◎北上高雄
走台 1 線：過高屏大橋後走鳳屏路，再左轉捷西路即可抵達

走台 88 線：北上自「7-大寮」出口下交流道，右轉鳳林公路，右轉
萬丹路，再左轉捷西路即可抵達
◎南下高雄
國道 1 號接台 88 線，南下自「7-大寮」出口下交流道，左轉鳳林公
路，右轉萬丹路，再左轉捷西路即可抵達
★搭乘高鐵
高鐵左營站搭乘高雄捷運「紅線往小港方向」至美麗島站 ( R10 ) 轉
乘「橘線往大寮方向」
，至大寮站 ( OT1 ) 下車，自 1 號出口步行至
捷西路口，向右轉約步行 5 分鐘即可抵達
★搭乘台鐵
◎台鐵後庄站搭乘計程車約 10 分鐘可抵達
◎台鐵鳳山站搭乘計程車約 15 分鐘可抵達
十、 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補充規定。

「椪到有緣人~漢餅 DIY」單身聯誼活動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女 □男

生日：民國

服務單位：

年

填表日期：
月

日

現任職稱：

聯絡電話：(公)

(私)

(手機)

(6 個月內彩色半身照)

通 訊 處：□□□
E-Mail：
緊急聯絡人：

聯絡電話：

關係：

學歷：□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其他：
活動經驗：
□未參加過類似活動
□曾參加過類似活動，例如：
1.本人已明確了解備註欄所告知之個資蒐集、處理及利用之相關事項，同意提供本表之個資
於辦理本活動之相關機關，並同意該等機關依備註欄之說明處理及利用此等個資。
2.本人同意承辦機關查證本人之婚姻狀態。
簽名:

身分證正面影本
浮貼此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
浮貼此處

備註：
1.報名期間自 107 年 3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起至額滿為止，報名情形請上主辦單位官方
網站或電洽專案聯絡人查詢。欲報名參加者，請填妥本報名表交付主辦單位受理。本次活
動及茶點內容為漢餅(中式餅類)，素食者請評估自身飲食習慣後再行報名參加。
2.報名資料之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係作為活動手冊及活動聯繫等與本活動相關事
項之用。報名人應據實填列，如有不實，由報名人自負法律全責。
3.為維護報名者權益，報名人數上限為男女各 18 人(為顧及男女報名者比例之均衡性，主辦
單位保留報名最終同意權)。
4.本次活動如因氣候或其他不可抗力事由須改期者，將另行通知活動改期訊息。
5.錄取參加人員確定後，由大樹區戶政事務所通知匯款繳費，未列入錄取者不另行通知。繳
費後，如有特殊原因無法參加，須於 107 年 5 月 1 日前電話通知本專案聯絡人，逾期者所
繳費用不予退還，亦不得私覓人代理參加。
6.專案聯絡人：高雄市大樹區戶政事務所 曾裕仁先生 聯絡電話：07-6513088 分機 30。

「椪到有緣人~漢餅 DIY」單身聯誼活動匯款回函
匯款帳號：
合作金庫商業銀行大樹分行（銀行代碼：006）
帳號：5768713094246
戶名：
高雄市大樹區戶政事務所
報名費用：
新台幣 500 元
回

函

報名者姓名：
戶

名：

(★如為臨櫃現金匯款請務必於匯款單上留填匯款人戶名資訊以利對帳作業)

帳號後五碼：
(★如為 ATM 轉帳請務必填寫轉帳帳號後 5 碼以利對帳作業)

匯款時間：
◎匯款完成後請務必回傳本回函資料以利主辦單位對帳，確認後會再以
E-MAIL 通知，報名才算成功。

E-MAIL 請寄：euntseng@kcg.gov.tw，或傳真至：07-6521478。
聯絡電話：07-6513088 分機 30 曾裕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