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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610610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法務部所屬北區機關法務部所屬北區機關法務部所屬北區機關法務部所屬北區機關    

「「「「幸福限時批幸福限時批幸福限時批幸福限時批」」」」未婚未婚未婚未婚聯誼聯誼聯誼聯誼暨法務交流活動暨法務交流活動暨法務交流活動暨法務交流活動實施計實施計實施計實施計畫畫畫畫    

一、依    據：法務部 106 年 2 月 17 日法人字第 10608501530 號函及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 106 年 2 月 22 日行執人字第 10600512750 號函。 

二、目  的：為賡續配合國家人口政策，增進法務部所屬各機關間之法務交

流及未婚同仁互動機會，茲以提昇員工工作知能及士氣，爰訂

定本計畫。 

三、主辦單位：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四、承辦單位：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 

五、協辦機關：法務部、調查局、廉政署、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最高檢

署、臺高檢署、智財分署、花蓮高分檢署、臺北地檢署、士林

地檢署、新北地檢署、桃園地檢署、花蓮地檢署、宜蘭地檢署、

基隆地檢署、金門高分檢署、金門地檢署、連江地檢署、行政

執行署、臺北分署、士林分署、新北分署、桃園分署、花蓮分

署、宜蘭分署、矯正署、臺北監獄、桃園監獄、桃園女子監獄、

八德外役監獄、花蓮監獄、自強外役監獄、宜蘭監獄、基隆監

獄、金門監獄、臺北看守所、臺北女子看守所、桃園看守所、

花蓮看守所、宜蘭看守所、基隆看守所、金門看守所、連江看

守所、新店戒治所、桃園女子戒治所、臺北少觀所、桃園少觀

所、花蓮少觀所、基隆少觀所、宜蘭少觀所、金門少觀所、桃

園少輔院 

六、承辦廠商：Uni-Joys (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 

七、活動相關資訊： 

(一)活動時間：106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 

(二)活動地點：桃園市大溪水漾石門餐廳、大溪老茶廠 

(三)活動內容：請參閱活動行程表 

(四)活動人數：本次活動名額共計 40 人（男、女各半為原則），承辦單位得

視報名情形及先後順序酌予調整。 

(五)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 

(六)集合地點：桃園火車站右側桃園遠東百貨(麥當勞門口) 

八、參加對象：限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之未婚人員 



  法務部所屬機關現職未婚同仁（含臨時及委外人員） 

九、報名及繳費： 

(一)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附件二】，並經各機關人事單位核蓋戳章(如

未加蓋人事單位戳章，請另傳送服務機關證明文件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E-mail至 service@unijoys.com.tw或傳真至(02)2951-6419 【【【【為響應無紙為響應無紙為響應無紙為響應無紙

化化化化、、、、愛護地球愛護地球愛護地球愛護地球，，，，並避免資料謄寫錯誤並避免資料謄寫錯誤並避免資料謄寫錯誤並避免資料謄寫錯誤，，，，報名表請盡量傳送報名表請盡量傳送報名表請盡量傳送報名表請盡量傳送 wordwordwordword 檔檔檔檔】】】】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或額滿為止。 

(三)繳費方式：符合資格之報名名單經 Uni-Joys (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

行社彙送主辦單位確認後，由該公司以 e-mail 或簡訊通知參加人員，報

名人員須於接到通知後，依下列規定辦理繳費。 

1.繳費日期：參加人員請務必於三日內完成繳費手續，未如期完成者，將

由候補人員依報名順序遞補之。 

2.匯款帳號：300540-101664 

代收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文山分行(銀行代碼 822) 

戶名：洪子茜(上置旅行社聯誼活動專款專案戶頭)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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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Joys (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相關退費規範辦理手續。 

(五)退費事項：欲退費者請在活動 10天前(不含活動日及假日)辦理退費。 

1.活動 10天前辦理退費，全額退費(僅扣除 30 元退款手續費)。 

2.活動日開始前 4 日至第 10 日取消活動者，須收取活動費用全額 30％。 

3.活動日開始前 3 日至前 1 日取消活動者，須收取活動費用全額 70％。 

4.活動當日決定不參加未通知承辦單位、集合逾時、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

者恕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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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因報名人數眾多，未列入參加名單者，僅另行寄發候補通知。 

(七)繳款收據請妥善保管至本活動結束。 

十、其他： 

(一)本活動所繳納之費用，包括車資、餐費及旅遊平安保險費(200+20 萬)。

各機關(構)為鼓勵所屬同仁參加，得酌予補助。 

(二)為圓滿達成本活動辦理目的，請各機關鼓勵同仁踴躍參加，報名參加人



員，請核給公假登記。 

十一、注意事項： 

(一)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正本正本正本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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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洽詢資訊：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03)-3579573#303 侯小姐 

  Uni-Joys (有你,就有意思!)/上置旅行社聯誼專線：(02)29601314/0980891314 

  E-mail：service@unijoys.com.tw   傳真：(02)29516419 

十三、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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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法務部所屬北區機關年度法務部所屬北區機關年度法務部所屬北區機關年度法務部所屬北區機關 

「「「「幸福限時批幸福限時批幸福限時批幸福限時批」」」」未婚聯誼暨法務交流活動未婚聯誼暨法務交流活動未婚聯誼暨法務交流活動未婚聯誼暨法務交流活動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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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暱稱：             (當日使用) 

婚姻狀況：□未婚  □離異 □喪偶（婚姻存續中、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參加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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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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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受個資法保護個人資料受個資法保護個人資料受個資法保護，，，，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手冊僅手冊僅手冊僅手冊僅提供人員暱稱提供人員暱稱提供人員暱稱提供人員暱稱、、、、興趣外興趣外興趣外興趣外，，，，上述上述上述上述資料將依照您的勾選資料將依照您的勾選資料將依照您的勾選資料將依照您的勾選決定決定決定決定公開與否公開與否公開與否公開與否】 

2.由於本梯活動當日主餐為套餐由於本梯活動當日主餐為套餐由於本梯活動當日主餐為套餐由於本梯活動當日主餐為套餐+半自助式半自助式半自助式半自助式形式形式形式形式，，，，為避免佔用聯誼時間為避免佔用聯誼時間為避免佔用聯誼時間為避免佔用聯誼時間，，，，請請請請先先先先勾選以下主餐之選擇勾選以下主餐之選擇勾選以下主餐之選擇勾選以下主餐之選擇：：：： 

 □□□□白醬白醬白醬白醬奶香三鱻意大利麵奶香三鱻意大利麵奶香三鱻意大利麵奶香三鱻意大利麵  □□□□青醬青醬青醬青醬勒香雞腿意大利麵勒香雞腿意大利麵勒香雞腿意大利麵勒香雞腿意大利麵  □□□□主廚燉牛肉佐主廚燉牛肉佐主廚燉牛肉佐主廚燉牛肉佐五穀飯五穀飯五穀飯五穀飯  □□□□鮮蔬意大利麵鮮蔬意大利麵鮮蔬意大利麵鮮蔬意大利麵(素素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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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另提供工作證及身分證正反

影本)e-mail 至 service@unijoys.com.tw 或傳真至(02)2951-6419【為響應無紙化，報名表請盡量傳送 word檔】 

2.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6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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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仟伍佰元整（含膳食-午餐+午茶費用、

場租、保險費、遊戲器材、禮物道具及行政雜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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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人員請務必於三日內完成繳費手續，未如期完成者，將由候補人員遞補之。                  

   (2)匯款資料如下(可用 ATM 轉帳)： 

   匯款帳號：300540-101664；戶名：洪子茜(上置旅行社聯誼活動專款專案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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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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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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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承辦連絡電話承辦連絡電話承辦連絡電話承辦連絡電話：：：：Uni-Joys(有你就有意思有你就有意思有你就有意思有你就有意思!)/上置旅上置旅上置旅上置旅行社聯誼專線行社聯誼專線行社聯誼專線行社聯誼專線 (02)25081314、、、、29601314、、、、0980891314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2)2951-6419，，，， e-mail：：：：service@unijoys.com.tw/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週一至週週一至週週一至週週一至週五五五五 10：：：：00~18：：：：00 

服 務 機 關 
證 明 欄 位 

（請核蓋服務機關章戳） 

☺    報名表與報名表與報名表與報名表與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資料請資料請資料請資料請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至至至 service@unijoys.com.twservice@unijoys.com.twservice@unijoys.com.twservice@unijoys.com.tw 或傳真至或傳真至或傳真至或傳真至(02)2951(02)2951(02)2951(02)2951----6419641964196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