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關島‧教堂婚禮
4 日 2 晚婚禮套票包括：



雙人聯合航空直航來回香港至關島經濟客位機票



教堂場地租用及基本佈置﹝絲花﹞、婚禮蠟燭



來回機場至酒店接送



來回結婚 Limousine 轎車接送﹝化妝室 – 教堂 – 酒店﹞



酒店兩晚住宿



婚禮助理人員﹝中文翻譯﹞



酒店每天早餐



牧師主婚、現場音樂演奏、真人演唱



HK$100,000 旅遊平安保險



教堂職員安排賓客儀式程序﹝英語﹞



新娘設計髮型及化妝一次



新娘花球及新郎胸花﹝鮮花 / 圓形﹞



結婚紀念證書﹝婚禮儀式非具法律效力﹞



婚禮拍攝照片 120 張﹝儀式 + 教堂周邊 + 花園，以 DVD 存取﹞

OCEAN PALACE CHAPEL WEDDING

NEW!!! AMOR IN THE SKY

ST. MARIA ARENA CHAPEL W

海洋宮殿教堂

『全新』愛之天空教堂

聖瑪利亞教堂

WCUA-GUM17-08

WCUA-GUM17-09

WCUA-GUM17-07

約 32 人
教堂容納人數：

約 50 人

約 64 人

新增新娘房和賓客休息室 *由日本著名
攝影師，設計師 Mika Ninagawa 設計*

婚禮舉行時間：

9:30│10:30│11:30│12:30│13:30│14:30
│15:30│16:30

價格：

9:30│11:00│12:30│14:00│15:30│17:00

9:30│11:00│12:30│14:00│15:30│17:00

$32,899 起

$34,899 起

$32,399 起

﹝星期六、日附加費+$2,800﹞

﹝星期六、日附加費+$2,800﹞

﹝星期六、日附加費+$2,800﹞

酒店
教堂下榻的酒店


Partial Ocean View Room

住宿種類及禮遇：
其他：

-



Oceanfront Superior Room



Standard Mountain View Room



於酒店享用二人自助晚餐



保證房間提升至 Ocean Front Room



二人風味燒烤晚餐包飲品連民族舞表演

-

-

婚禮套餐提升
Ocean Palace Chapel │ Amor In The Sky │St. Maria Arena Chapel
1.

《額外》DVD 婚禮儀式錄影﹝15 分鐘，不包目錄﹞

2.

《額外》化妝及髮型時段之花絮 + 自選一個景點﹝海灘、情人崖或關島城市街景﹞拍攝連共 60 張照片

+ $7,280
﹝不包星期六、日及假期附加費﹞

自選服務
關島婚姻註冊
禮服租用

合法婚姻註冊服務

$3,899

不適用於：星期六及關島公眾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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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及報名：2870 8722 │ info@wedding-centre.com.hk
www.wedding-centre.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WeddingCentre.HK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 1-3 號德拓大廈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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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須知及備註

v2016.7.9

為了令您的婚禮更完美，請於訂購結婚、攝影套票前仔細閱讀此須知，如有任何疑問，歡迎向我們的婚禮顧問查詢。
出發前準備
1.

請確保您在出發時所持有的旅遊護照最少有 6 個月以上有效期（以回程計算），並確保您的當地簽證及一切文件上的資料正確無誤。若您的目的地為美國 關
島，根據美國的相關法例，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人士無須簽證，但在關島入境時，持證人必須一併出示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證方可入境。

2.

新郎及新娘須自備婚禮服飾用品，例如禮服恤衫、婚紗束衣（Girdle）、圓領或 V 領內衣、鞋襪、飾物、髮型用品、鬚刨及假眼睫毛等。

3.

一般婚禮或攝影套票內並不包括租用婚紗及禮服，請自備相關服飾。
註：若您所選購的套票內註明「包括婚紗及禮服」項目，而您已自備婚紗及禮服，則可於婚禮計劃中扣減 HK$2,000，婚紗及禮服必須兩者齊備，方可獲此減
免，且不可只扣減其中一項。（此扣減，不適用於指定套票，詳情可向我們的婚禮顧問查詢）

4.

自選或指定套票內的婚紗及禮服租用服務由指定婚紗公司提供，租用期限最長為 7 日 6 夜，您須遵守該公司的合約及按金條款的限制。按金一律為每套
HK$4,000。詳情歡迎向我們的婚禮顧問查詢。

5.

請您於出發前最少 30 天向本公司確定參加婚禮的賓客人數，包括成人及孩童。若您安排花仔花女參加結婚儀式，亦請於婚禮當日計起的 30 天前通知本公司，
當地婚禮公司恕不接受即時申請，並有權就有關要求收取額外費用。

6.

請您於出發前最少 60 天提供新娘化妝及髮型的參考圖片，以便本公司與當地造型師溝通，了解客人的要求，為您提供更貼心的服務。

7.

本公司的婚禮專員一般會於出發前最少 15 天與您聯絡，安排一小時會面，講解婚禮當日的安排，務求讓您的婚禮過程更完美。

合法註冊/紀念婚書
1.

在儀式中所簽發的紀念婚書並不具法律效力。

2.

客人如欲加購海外合法註冊服務，必須於出發前 90 天向本公司提供有關文件。如因客人的個人資料不齊、文件不清、延誤提交，或因 前婚姻不清而被當地政
府拒絕簽發結婚證書時，本公司恕不負責及不會作出任何賠償，詳情可向我們的婚禮顧問查詢。

婚禮進行期間
1.

除本公司於教堂安排的專業攝影師外，其他攝影公司及任何人士不得在教堂內及婚禮進行期間拍照及錄影。（為確保婚禮能順利完成，婚禮統籌員或會要求代
為保管各位親友的攝錄器材，待整個婚禮完成後把攝錄器材歸還給各位親友。)

2.

參加婚禮的親友，請勿穿着拖鞋 及 在教堂範圍內外灑紙碎、花炮、花瓣雨等等。

3.

為了令婚禮過程更完美，請各位親友配合婚禮統籌員的指示及安排。

回港後安排
1.

當地婚禮公司會為您在 DVD 光碟內燒錄相片，以作留念，相片格式為 JPEG 檔案 （所拍攝之相片不設修圖、挑選及沖晒服務），並在拍攝後約 45 天把相片光
碟寄回本公司，本公司再另行通知客人領取。

2.

如您所購買的套票內不包括相簿，客人可自行加購，每本相簿大約可放置 40 張相 （10 頁 20 版）。客人可免費要求排版修改一次及輕微修圖，如調整光暗、
顏色、修剪相片尺寸。本公司不設修改身形及刪除物件的修圖服務。如需要額外排版，每次收費為 HK$300 或額外修相服務每張為 HK$120 （每張只限修改一
次）。

訂金，更改 及 取消 安排
1.

訂位時須繳付不設退款之套票訂金，每對客人為 HK$2,000。（首次繳付的 HK$2,000 訂金方可使用 VISA/MASTER 信用咭付款）

2.

確認教堂、機位及酒店預訂後，須於 7 日內繳付總額的 50%作為第二次訂金。

3.

客人須於出發前最少 60 天繳付整個婚禮套票的餘款。因應個別航空公司出票限期有所不同，客人可能需要提早在機票限期前繳交餘款。

4.

如客人取消或更改婚禮日期或時間，更改機票或退票受有關航空公司的手續費及相關條款約束。除機票及酒店外，客人須就教堂及各項安排繳付相關取消的罰
款。
a. 出發前 60 天更改或取消婚禮，手續費用將為整個婚禮套餐的 50% （取消婚禮必須以書面或電郵通知方為作實）；
b. 出發前 60 天或之內更改或取消婚禮，手續費用將為整個婚禮套餐之 100% （取消婚禮必須以書面或電郵通知方為作實）。

注意事項
1.

以上各項須知會因應當地實際情況及婚禮統籌員的安排而有所變動。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2.

Wedding Centre（下稱 WC）保留權利，可隨時就您的預訂詳情作出並不重大的更改，並改正微小或明顯的錯誤，及／或改正任何定價上的錯誤（包括我們已
確認／接納的預訂及／或已收取的款項），而毋須對您負上任何責任。如 WC 因文書或技術上的錯誤而公佈或以其他方式向您提供錯誤的價格，WC 則可更改
旅遊套票的價格。WC 將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通知您有關的價格改動，而您將可選擇在指定時限內保留預訂及支付正確價格。然而，如有關錯誤令價格上
升，而您不希望繼續進行預訂，或未有在指定時限內支付正確價格，我們便可能會取消預訂。在有關情況下，我們將把您已向 WC 支付的款項全數退還給您。
我們並無義務按不正確的價格進行預訂，亦不須向您提供額外賠償。

3.

如因地震、颱風、淹水或氣候不佳而須改變預定的教堂婚禮事宜，敬請諒解。

4.

客人如因個人問題而無法如期舉行婚禮時，相關公司將盡最大的努力幫忙更改日期或時間，但無法保證一定如願。婚禮服務的取消及延期安排，會依隨當地婚
禮公司的政策及安排並且由婚禮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5.

如客人（包括準客人及各親朋戚友）對產品或服務質數有任何不滿及疑問，請即時向有關供應商及當地職員反映及跟進；本公司對客人用畢產品及服務後回來
要求作出的跟進只可盡力幫忙，但無法保證一定如願。

6.

所有經本公司代辦／代訂之所需產品及服務，如婚禮、化妝、髮型、攝影、攝錄、航空公司機票、酒店住宿、交通安排，以至各類門票均作嚴格挑選。若個別
供應商違規、不遵守協訂、提供劣質服務或拍攝質素、倒閉或其他原因，我們必會為您盡力追討有關項目之損失，但本公司不會負責額外之賠償。

7.

即使旅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而於入境時被當地政府機關拒絕入境，本公司亦無須負上任何責任及不會退回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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