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尋找幸福的起點』未婚聯誼活動 

一、本會為讓未婚會員及贊助會員有更多結識異性朋友之機會，特與中鋼公司辦理「尋找幸福的起點」未

婚聯誼活動二梯次，期能在工作之餘，藉此機緣，讓未婚同仁譜出戀曲，進而締造溫馨美滿的家庭。 

二、活動時間／地點：109 年 10 月 24 至 25 日（星期六、日）假「知本老爺」舉辦。 

                    109 年 12 月 5 至 6 日（星期六、日）假「H 會館」舉辦。 

三、參加對象：以下所稱「未婚」係指未婚並未曾有過婚姻紀錄亦無子女者。 

    (一)男性：限 40歲以下未婚之中鋼公司員工及本會贊助會員，預計 34名，惟在兼顧活動品質前提下， 

              得視報名狀況再調整參加人數。(以近二年未曾參加過未婚聯誼活動者為優先)。 

       ※如有冒名頂替將依公司相關規章議處。 

(二)女性：限 38歲以下未婚之中鋼公司員工、本會贊助會員、中鋼公司員工或本會贊助會員之女兒、 

       教師工會會員、醫院護理人員及各大公私營企業之正職員工等，預計 34名，惟在兼顧活動 

       品質前提下，得視報名狀況再調整參加人數。另女性人員則以中鋼公司員工、本會贊助會 

       員及其眷屬為優先抽籤對象。 

備註：所有參加人員應確實遵守電腦處理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不得洩漏或供其他使用，以免 

觸犯相關刑責。 

四、報名相關事宜如下：  

（一）報名時間：109 年 6 月 12 日上午 07:30 起至 6 月 23 日下午 16:30 止，活動內容及報名表請參照 

                附件。 

（二）報名方式： 

 (1) 中鋼員工：於 EIP 進入（輸入個人職編及密碼）「常用工具」「生活資訊」「活動

清單(一般使用者)」在「尋找幸福的起點」點選 ，請於姓名欄前「勾選」及填上

手機、梯次、自我宣告單身並未曾有過婚姻關係之選取「是」欄勾選、「葷素」後並備註分

機，再按 報名，即完成線上報名動作。 

 (2) 非中鋼員工：請填妥附件報名表後以 E-Mail（julimay888@yahoo.com.tw）或 EIP郵件(職

工編號:960001) 本會邱麗湄秘書（分機：5510），E-Mail郵寄後，請務必於工會上班時間

來電確認，以確保報名權益。 

   (中鋼工會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7:30-11:30 及下午 12:30-16:30，敬請避開午休時間) 

  （三）報名費用：本會會員、贊助會員及員眷每人酌收新台幣 1,000元，其他單位每人酌收費用新台幣 

          每人 2,000 元（費用含車資、食宿及 200萬旅遊責任險保費），本活動其他不足費用由工會及 

        公司分攤。本會資源有限，敬請於報名前斟酌衡量，另為確保活動順利舉辦，不克前往參加並 

          於 109.09.15 前告知者，可退全額報名費。除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外，若行前臨時取消者則將不予 

          退費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惟仍需告知本會。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五、注意事項：報名額滿時以抽籤方式辦理。中籤繳費作業如下： 

（一）本會將以手機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系統報名者將統一由薪資扣款，請非系統報名者於通知中

籤後之 3日內繳交報名費（匯款或繳至本會）匯款資料: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中鋼簡易型分行-

帳號 081-09-00002-5 高雄市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逾期者將視同放棄，本會將

另行聯絡候補者遞補。＊若男性或女性參加人數未達 15 人以上則本活動取消辦理，繳交

之費用將於統一時間全額退費。 

六、敬請公告周知，相關行程內容：本案已洽活動公司，行程詳如附件。                

七、工作人員：服務組成員、主任秘書。 

 
 
 
 



「尋找幸福的起點」未婚聯誼活動-知本老爺暫定 

  第一天 (六)   

時間 活動名稱 內容 備註 
07:30-08:00 有緣千里來相會 中鋼工會報到、集合 中鋼工會(福利大樓二樓) 
08:00-11:20 第一次親密接觸 和妳/你的互動，從車上開始 真愛巴士 
11:20-11:30 始業式 長官致詞 飯店&會議室 

11:30-12:30 幸福美食午宴 午餐的約會  

12:30-13:30 破冰活動 一見鍾情-加速你我的愛戀 
13:30-16:00 趣味愛情 4 in love 二見傾心-拉近彼此的心 
16:00-17:00 珍愛來敲門 分配房號 
17:00-19:30 幸福美食晚宴 三盟海誓-晚餐的約會 
19:30-20:00 舞動愛情 注意事項宣達 

20:00 自由活動 串門子/戶外景觀台聊聊天 

第二天 (日) 
時間 活動名稱 內容 備註 

07:00-07:30 晨喚 起床梳洗 飯店&會議室 
07:30-08:30 幸福美食早餐 早餐的約會 
08:30-11:30 愛情練習曲 四曾相似-面對面悸動時刻 
11:30-12:00 退房 整理行囊/梳洗準備午宴 
12:00-14:30 午餐約會 

愛要勇敢說 
愛情最速配 

午餐時間 
舞出愛戀~編織出屬於你我的
情緣/男女人氣王決選 

14:30-17:30 幸福旅程 快樂賦歸  

 

「尋找幸福的起點」未婚聯誼活動-H會館暫定 

第一天 (六) 
時間 活動名稱 內容 備註 

07:30-08:00 有緣千里來相會 中鋼工會報到、集合 中鋼工會(福利大樓二樓) 
08:00-10:20 第一次親密接觸 和妳/你的互動，從車上開始 真愛巴士 
10:20-10:30 始業式 長官致詞 飯店&會議室 

10:30-12:00 破冰活動 一見鍾情-加速你我的愛戀 
12:00-13:30 幸福美食午宴 午餐的約會 
13:30-16:00 趣味愛情 4 in 

love 
二見傾心-拉近彼此的心 

16:00-17:00 珍愛來敲門 分配房號 
17:00-19:30 幸福美食晚宴 三盟海誓-晚餐的約會 
19:30-20:00 舞動愛情 注意事項宣達 

20:00 自由活動 串門子/戶外景觀台聊聊天 
第二天 (日) 

時間 活動名稱 內容 備註 
07:00-07:30 晨喚 起床梳洗 飯店&會議室 
07:30-08:30 幸福美食早餐 早餐的約會 
08:30-11:30 愛情練習曲 四曾相似-面對面悸動時刻 
11:30-12:00 退房 整理行囊/梳洗準備午宴 
12:00-14:30 午餐約會 

愛要勇敢說 
愛情最速配 

午餐時間 
舞出愛戀~編織出屬於你我的情
緣/男女人氣王決選 

14:30-16:30 幸福旅程 快樂賦歸  

 

 



「尋找幸福的起點」活動報名表(為避免資訊錯誤，敬請以文字 word 檔填寫回傳) 

＊ 非中鋼員工適用（中鋼員工請至公司 EIP 線上畫面報名）  

※ 為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本人同意填寫姓名、電話、地址等下列相關報名資料，提供本次活

動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使用，如不同意提供者或任一填寫欄留空者恕無法參加本次活動。 

※ 本人保證目前為單身狀態，未曾有過婚姻紀錄亦無子女，如有虛偽意思表示，本人負完全責任。 

   □報名場次 109.10.24-25     □報名場次 109.12.05-06     可同時報名二梯          

                                 報名者：_______________ (請本人親筆簽名)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女 □男 

身分：□本會贊助會員  □教師  □醫院護理人員  □民營企業  □公務人員  

      □中鋼公司同仁或本會贊助會員之女兒：（勾選此欄者，請續填下列資料） 

※中鋼公司□在職/□退休服務之父母姓名：      單位:    分機：   職工編號： 

※所有參加人員應確實遵守電腦處理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不得洩漏或供其他使用，以免觸犯相關刑責。 

服務公司：   

 

 

職務及職工編號：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年齡：    歲 飲食習慣：□葷  □素 

婚姻狀況：□未婚（離婚、婚姻存續中或有子女者，皆不符合本活動參加資格） 

手機： 
E-Mail： 
(請清楚示意數字或英文字母，避免混淆而退件) 

聯絡電話：（公）          緊急聯絡(自宅）             最高學歷：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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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查獲取消報名資格，不予退還報名費。  

ㄧ、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之權利。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   

    由主辦單位補充規定之。 

二、報名資料由主辦單位妥善保存保密，報名人應據實填列，如有不實，由報名人自負法律全責。 

三、本表填妥後請 E-mail 至中鋼工會 -邱麗湄祕書收。（E-mail：julimay888@yahoo.com.tw） 

四、匯款帳號： 081-09-00002-5    行庫：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中鋼簡易型分行  銀行代號 017 

  戶  名：高雄市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請勿事先匯款，確定中籤後再行匯款，並務必填寫匯款人姓名 ;若以 ATM 轉帳者，敬請務必寄 

e-mail:julimay888@yahoo.com.tw 告知末 5 碼以便確認。 

中鋼工會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7:30-11:30 及下午 12:30-16:30，敬請避開午休時段 11:30-12:30  
五、聯絡資料：中鋼工會 -邱麗湄小姐電話：07-8021111 分機 5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