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沖繩‧教堂婚禮
MARINE BIJOU CHAPEL | CENTLEGENDA CHAPEL | CELESTE CHAPEL
3 日 2 晚婚禮套票包括：

來回香港至沖繩經濟客位機票 (港龍航空或香港航空)
兩晚酒店住宿
酒店每天早餐
HK$100,000 旅遊平安保險










教堂使用連絲花佈置
司儀、婚禮助理人員
儀式音樂
結婚紀念證書﹝婚禮儀式非具法律效力﹞
新娘髮型及化妝一次
拍攝照片﹝以 DVD 存取﹞
新娘花球及新郎胸花
8x12 吋相薄乙本：10 頁 20 版連一次性排版及有限執相，最多 40 張照片
- 提升至 12x12 吋水晶面相薄只需+$1800﹝內容同上﹞

MARINE BIJOU CHAPEL

KOURI ISLAND CELESTE CHAPEL

CENTLEGENDA CHAPEL

海之珀教堂

NEW! 古宇利島 ‧ 天空教堂

聖陶芮塔教堂

WCKA-OKAW18-08

WCKA-OKAW18-14

WCKA-OKAW18-11

約 32 人

約 40 人

11:00│13:00│15:00│17:00

0930^│10:30^│11:30^││12:30^│13:30^│14:30^│
15:30│16:30│17:30

約 90 人
11:20│12:40│14:00│15:20│16:40

教堂容納人數：
婚禮舉行時間：

(逢星期二休息)

$43,999 起
價格：

Sapphire Plan: $38,899 起

$33,199 起
﹝星期六、日及日本假期附加費+HK$1,500﹞

﹝星期六、日及日本假期附加費+HK$1,600﹞

﹝星期六、日及日本假期+ HK$2,700※﹞
※ 只限 3 個月以內或 1 月或 8 月的婚禮儀式
※ 3 個月後的星期六、日及假期婚禮必須與最
少 6 人婚宴一併訂購 +HK$11,900

住宿酒店：
其他：

Kise Beach Palace
 婚禮主持司儀

Hotel Orion Motobu Resort & Spa


儀式 CD 音樂

 儀式 CD 音樂



 新娘花球及新郎胸花﹝絲花﹞

婚禮主持司儀



 拍攝 180 張照片（儀式+儀式後周邊+海灘）

翻譯秘書（在婚禮儀式的教堂）



拍攝 120 張拍攝（沙灘拍攝+儀式+儀式後

 熨燙婚紗 1 套 (婚紗及短頭紗)
 熨燙新郎禮服 1 套 (不包括裇衫)
不適用於特別節慶活動日（日期有待公佈）
不包括婚禮後前往沙灘拍攝前更換禮服

教堂周邊）


新娘花球及新郎胸花﹝絲花﹞



熨燙婚紗 1 套 (婚紗及短頭紗)



熨燙新郎禮服 1 套 (不包括裇衫)



古宇利海洋塔入園費 2 人份

^0930^│10:30^│11:30^││12:30^│13:30^│14:30^

Vessel Hotel Campana


牧師主持婚禮



歌手及風琴手音樂演奏



新娘花球及新郎胸花﹝鮮花，白色蝴蝶石



拍攝 150 張拍攝﹝化妝 + 儀式 + 教堂周

斛圓形捧花﹞
邊 + 海灘﹞


瓶（約 7 人份）
※ 星期六、日、假期及包 6 位婚宴附加費
+$11,900


婚禮儀式, 必須與最少 2 人份婚宴+HK$1,900 一
併訂購。
（MENU：古宇利島之海）
*婚禮儀式會場在古宇利海洋塔內的私人花園
內，賓客參加婚禮儀式的海洋塔入場費每人
HKD80 ; 該入場費亦包括在 Ocean Tower 的電
動車乘坐費用、貝殼館及展望塔費用。

美容師跟妝、婚禮儀式後乾杯用香檳酒乙

婚宴餐單 A^及基本飲品放題套餐 6 位 (追
加費每 1 位 HK$1,200)



婚宴助理人員



化妝師跟妝（婚宴)



婚宴場地基本怖置

^2018 婚禮可選擇餐單 A 或餐單 B
不適用於 12 月底至 1 月初舉行婚禮（確實日期
有待公佈）

婚禮套餐提升
CELESTE CHAPEL 古宇利島天空教堂 Sapphire Plan Crystal Plan

Crystal Plan +$6,300

 婚禮主持司儀  婚禮牧師或主持司儀
 儀式音樂(CD) 歌手及風琴手音樂演奏
 新娘花球及新郎胸花(絲花)  鮮花 (白色秋石斛蘭花混綠葉圓形捧花)
 婚禮拍攝照片《額外 30 張，化妝花絮 + 儀式 + 教堂範圍 + 海灘》
 《額外》教堂內嘉賓用儀式過程資料
 《額外》美容師跟妝

﹝不包以上所有附加費﹞

CELESTE CHAPEL 古宇利島天空教堂 Sapphire Plan Pearl Plan

Pearl Plan +$12,200

 婚禮主持司儀  婚禮牧師或主持司儀
 儀式音樂(CD) 歌手及風琴手音樂演奏
 新娘花球及新郎胸花(絲花)  鮮花 (白色秋石斛蘭花混綠葉圓形捧花)
 婚禮拍攝照片《額外 60 張，化妝花絮 + 儀式 + 教堂範圍 + 海灘》
 《額外》教堂內嘉賓用儀式過程資料
 《額外》美容師跟妝
 《額外》混合花瓣雨 6 人份
 《額外》Ceremony Movie (Blue-Ray，編輯約 20 分鐘，記錄版錄影)

﹝不包以上所有附加費﹞

CENTLEGENDA CHAPEL 聖陶芮塔教堂

Pearl Plan +$5,900

 婚禮拍攝照片《額外 30 張》
 《額外》Wedding Movie + 鮮花花瓣雨(混合花瓣約 10 人份)

﹝不包星期六、日及假期附加費﹞

自選服務
沖繩婚姻註冊
禮服租用

沖繩合法婚姻註冊服務 (註冊服務不適用於星期六至日、日本假期及年末年初)

$3,400

新娘婚紗一件、新郎禮服一套│特別提升延長租用服務至 7 日

$3,8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