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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巧成婚專案 
 

 

 

 

 

 

 

 

 

 

 

 

 

 

 

 

 

 

 

 

 

 

 

 

 

 

 

此專用僅適用於 Villa C 廳 

最低保證 5 桌;最大容納量為 15 桌 

浪漫新人好禮 

‧ 主廚特選中式婚宴佳餚 

‧ 供應席間迎賓&送客甜蜜喜糖 

‧ 獨立新娘休息室及當日精緻餐點 

 

會場佈置  

‧ 入口指引海報及桌次圖製作 

‧ 接待桌經典文具用品 

‧ 典雅迎賓桌及雅緻相片區 

‧ 浪漫紅地毯及兩側造型花柱佈置 

‧ 觀禮台佈置及裝飾 

‧ 主桌花藝佈置及椅背裝飾 

‧ 賓客桌歐風乾燥花佈置 

‧ 精緻婚宴菜單及桌卡 

 

婚禮聲光效果 

‧ 專業燈光、音響及高彩度投影設備 

‧ 專業音控視聽人員全程配合 

 

專屬特惠禮遇  

‧ 優質婚禮企劃服務 NT$12,000 元 

專業婚禮企劃主持人全程規劃,設計 

專業禮俗諮詢 

婚禮音樂諮詢 

婚宴廠商統籌服務 

專屬新人婚宴小管家 

 

 

專案內容  

‧ 提供貴賓免費停車 

‧ 優惠喜宴專屬接駁專車 

(往返大台北市區至台北園外園) 

‧ 可享試菜壹桌八折優惠(限已付訂者) 

‧ 親友當日住宿享台北晶華酒店 

原價 5 折優惠(恕不適用展期及跨年期間) 

‧ 提供戶外證婚儀式優惠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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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宴菜單 

龍鳳呈祥比翼飛 
龍蝦、彩虹蜇絲、貴妃油雞 

花好月圓儷雙影 
小湯圓、桂圓、芋頭粒、白木耳、花生粉 

風暖丹椒綠波蝦 
蝦球、螺片、杏鮑菇、彩椒、西芹、X.O 醬、金華火腿(豬肉產地:台灣) 

碧綠蠔皇原粒鮑 
鮮鮑魚、西生菜 

銀湖紅蓮三絲翅 
魚翅、大白菜、水雲、香菇、筍絲、蟹肉條、木耳末、肉絲 

(豬肉產地:台灣) 

滿堂壽喜錦御排 
豬腱骨(豬肉產地:台灣)、皇宮菜、紅椒、黃椒、洋蔥絲 

翡翠香榭干貝酥 
季節時蔬、白果、干貝絲 

白玉青檸游水鮮 
冬瓜、泰國魚露、紅黃甜椒、石斑魚 

金絲松蕈鳳凰露 
童子雞、蟲草、野菇、蓮子、火腿汁(豬肉產地:台灣) 

雨櫻荷香藏珍珠 
油飯、櫻花蝦、芋頭丁、香菜、肉絲 

(豬脂/豬肉產地:台灣) 

點點繁心點點情 
中、西式點心 

滿載馥果園外園 
當季水果 

每桌 NT$13,888+10%服務費(每桌 10 席) 
席間果汁無限量供應及每桌紅酒一瓶 

自備酒水，酌收每桌酒水服務費 NT$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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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宴菜單 

前付滿漢六品集 
胡麻天筍花、寧波燜烤麩、XO 醬蘿蔔糕(豬肉產地:台灣) 

宮保炒皮蛋、麻辣百頁燒、黃金泡菜 

蟠龍戲鳳宴群英 
龍蝦、彩虹蜇絲、烘烤烏魚子 

花好月圓儷雙影 
小湯圓、桂圓、芋頭粒、白木耳、花生粉 

迷迭洋芋鄉村雞 
全雞、洋芋、紅蘿蔔、七色時蔬 

麥穗蒜香黃金蝦 
草蝦、玉米脆片、乾辣椒 

    瑤池映月錦繡翅(位上) 
魚翅、大白菜、水雲、香菇、筍絲、蟹肉條、木耳末、肉絲 

(豬肉產地:台灣) 

京蔥黑椒豬肋排 
季節時蔬、紅椒、黃椒、洋蔥絲、豬肋排(豬肉產地:加拿大) 

落櫻魚飛聚春光 
清蒸石斑魚 

        翡翠蝦絨南瓜筍(豬脂產地:台灣) 
青花菜、海鮮漿、南瓜 

肉骨茶香原粒鮑 
鮮鮑魚、腩排、火腿汁(豬肉產地:台灣) 

     翠笛荷香藏珍珠(位上) 
油飯、香菇、豆沙茸 

(豬脂產地:台灣) 
點點繁心點點情 

中、西式點心 

滿載馥果園外園 
當季水果 

每桌 NT$15,888+10%服務費(每桌 10 席) 
席間果汁無限量供應及紅酒每桌二瓶 

自備酒水，酌收每桌酒水服務費 NT$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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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宴菜單 
前付滿漢八品集 

金沙杏鮑菇、寧波燜烤麩、紅酒蜜番茄、宮保炒皮蛋 
麻辣百頁燒、雲南大薄片(豬肉產地:台灣)、五香長生果、雙椒炒丁香 

儂情譜寫龍鳳曲 
龍蝦、烘烤烏魚子、彩虹蜇絲、煙燻鴨胸 

花好月圓儷雙影 
小湯圓、桂圓、芋頭粒、白木耳、花生粉 

封爵響螺錦玉帶 
鮮干貝、螺片、杏鮑菇、彩椒、西芹、金華火腿(豬肉產地:台灣) 

牡丹蠔汁鮮鮑皇 
鮮鮑魚、娃娃菜、猴頭菇 

     芙蓉映月雪蛤翅(位上) 
魚翅、雪蛤、大白菜、水雲、香菇、筍絲、蟹肉條、木耳末、肉絲 

(豬肉產地:台灣) 

紅妝梳鏡琵琶骨 
腩排(豬肉產地:台灣)、季節時蔬、紅椒、黃椒、洋蔥絲 

花影玉露戲金鱗 
清蒸龍虎斑 

虎掌玉筋遼東蔘 
婆蔘、虎掌、蹄筋(豬肉產地:台灣)、栗子、青江菜 

翠疊白玉鳳凰露 
童子雞、家鄉肉(豬肉產地:台灣)、豆皮卷、白菜 

臘梅荷香藏珍珠 
油飯、廣式臘腸、櫻花蝦、香菜、肉絲 

(豬脂/豬肉產地:台灣) 

點點繁心點點情 
八寶甜芋泥 

滿載馥果園外園 
當季水果 

每桌 NT$17,888+10%服務費(每桌 10 席) 
席間果汁無限量供應及紅酒無限量供應 

自備酒水，酌收每桌酒水服務費 NT$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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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宴菜單 

御品珍饌十品集 
紅酒蜜番茄、澳洲滷牛腱、宮保炒皮蛋 

黃金泡菜、鴨胸拌天筍、五味九孔、XO 醬蘿蔔糕(豬肉產地:台灣) 
青蔥油雞、烘烤烏魚子、彩虹蜇絲 

     仙雲滋露佛跳牆(位上) 
魚翅、紅棗、蹄筋(豬肉產地:台灣)、芋頭、雞肉、鳥蛋、草菇 

         雪嶺紅梅躍龍門(每人半隻) 
龍蝦、裸仔條、青蔥 

花好月圓儷雙影 
小湯圓、桂圓、芋頭粒、白木耳、花生粉 

珠簾碧合錦玉帶 
鮮干貝、杏鮑菇、彩椒、西芹、金華火腿(豬肉產地:台灣) 

乾隆掌上藏珍珠 
鮮鮑魚、翅中、娃娃菜、青花菜      

        綠波蔥蘢琵琶骨(豬肉產地:台灣) 
豬腱骨、玉米脆片、時蔬脆片、乾辣椒 

輕舟風暖迎漁火 
清蒸龍虎斑 

瑤柱寶鼎照紗影 
干貝、花膠、家鄉肉、童子雞、火腿汁(豬肉產地:台灣) 

     竹香珍珠櫻花蝦(位上) 
油飯、肉絲、香菇、櫻花蝦 

(豬脂/豬肉產地:台灣) 

點點繁心點點情 
哈根達斯冰淇淋 

滿載馥果園外園 
當季水果 

每桌 NT$19,888+10%服務費(每桌 10 席) 
席間果汁無限量供應及紅酒無限量供應 

自備酒水，酌收每桌酒水服務費 NT$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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