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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無際的天空下，大海沐浴著陽光，彷彿無數的寶石閃爍耀眼光芒。不經意的，海風輕拂，海鷗們唱起了讚美詩。從

滿溢幸福光輝的教堂傳來啟航的鐘聲伴隨我們踏上明亮奪目的婚禮之路。共諧連理，開始人生大海原的航程！ 

彷彿是一艘豪華郵輪，蔚藍的大海在禮壇的前方無限延伸。全面的落地窗和牆面鏡使海天一色的壯觀盡收眼底，感覺就像在海

上航行。下好像太陽光輝又似輪船航路的柔和曲線，圍繞身邊的美麗大自然都禁不住為兩人祝福。 

 

 

 
 

婚禮日子  價目 套票內容 

 

平日 

(Monday - 
Friday) 

 
 
 
 
 
 
 
 
 
 
 
 

光之旅教堂 

Voyage  
de  

Lumiere 

HKD 29,888 

 租借場地費用 

 基督教婚禮儀式 

 牧師 (英語) 

 聖歌歌手（現場音樂） 

 新郎新娘專用化妝室 

 觀禮者等候室 

 當日工作員【英語/日語】 

 婚禮翻譯員 (中文) 

 紀念式結婚證書 

 教堂裝飾（絲花） 

 新娘花球及新郎胸花（鮮花） 

 花瓣雨（10 人份） 

 婚禮儀式後乾杯用香檳酒乙瓶(1 瓶約 8 人份) 

 戒指枕租借 

 新娘髮型及化妝 

 新郎簡單髮型及略微化妝 

 自攜婚紗禮服保管費(首套婚紗及禮服搬入後整理及保管服務) 

 拍攝照片 200 張(準備 + 婚禮 + 場地 + 海灘婚紗攝影) ---檔案格式為 JPEG 

 包含政府及酒店稅項 

Remark: 
 3 月/4 月/10 月/11 月不能舉行婚禮 

 婚禮舉行於週末/ 週日或公眾假期,需加額外費用 HKD$5000. 

 

Voyage De Lumiere 教堂套票 
01/01/2019 – 20/12/2019 

婚禮進行時間: 09:00 /10:30 / 13:30 / 15:00/18:00 

人數: 50 

VVVoooyyyaaagggeee   DDDeee   LLLuuummmiiieeerrr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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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前及進行期間注意事項： 

1. 所有婚禮套餐價格不包括於特別日子舉行之婚禮因特別日子位置有限, 

如需預訂特別日子, 請各新人及早通知本公司。 

2. 於儀式中頒發的為紀念婚書, 並不涉及法律效力。如新人決定需當地合法

註冊, 此為外加服務, 收費詳情需按本公司工作人員提供報價, 並最遲於婚

禮前95 日以書面(電郵及電話) 通知本公司作正式申請, 以全數付款確定, 

同時需提交以下文件副本作申請之用：新人二人之護照、出世紙、身份證、

離婚證明(如適用)或改名契(如適用); 如非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需加HKD 

880/ 位作額外文件申請費。英國或BNO 護照持有人則需加HKD 2,480/位作申

請費。本公司或當地婚禮公司將向個別新人作申請上的指引。客人需自行確

定一切合法婚禮所需文件齊備。如客人未能在限期前交上所需文件讓婚禮公

司作校對, 或到當地時文件不全、或前婚姻不清而被當地政府拒絕簽發結婚

證書時，本公司及婚禮公司恕不能負責。本公司亦有權在指定限期過後, 如

未能取得需校對的資料文件而取消合法註冊的申請, 訂金不能退回。 

3. 如需申請婚禮套餐的外加細項(option),例: 婚禮後的餐飲服務, 婚禮錄影

DVD 拍攝等等，最遲需於婚禮前45 天通知本公司代辦申請程序。在成功申

請及付款後,費用將不能退回。 

4. 新人請自備婚紗禮服，內衣及鞋襪以及一切配飾。新娘如屬敏感皮膚, 請

自備慣用乳液,粉底液和卸妝用品及化妝前告知化妝師。化妝師將盡力配合新

人要求，亦建議新人自行帶備喜歡之化妝及髮型造型照及飾物前往當地參考。 

5. 客人交付50%訂金後, 其他餘數需於婚禮前約60 天付清才能確保婚禮如

期進行。 

6. 婚禮當日可能因天氣, 會場, 牧師 (或見証人)的關係, 儀式時間或有所改

變。 

7. 除教堂安排的專業攝影外，婚禮舉行期間，嚴禁自聘攝錄，攝影，演奏，

飲食，道具，花等任何服務。 

8. 請勿在教堂範圍內外，自行灑紙碎或放花炮等。觀禮親友，請勿穿着拖鞋

以尊重場合。 

 

 

 

 

套票條款及細則: 

以上套餐不包括機票、酒店、香港機場保安費、燃油附加費, 香港離境稅、當地離境稅 、保險附加費、燃油附加費、 

旅行社服務費及任何當地政府稅項。 

婚禮出發前籌備流程 

1. 選定教堂、婚期和擬定婚旅日程 2. 考慮親友同行觀禮人數、包團服務 (如需) 

3. 交付婚禮套餐的50%作為訂金確定婚期 (最遲婚禮前60天預訂) 4. 經本公司確定及預訂機票酒店 

5. 婚前會面，了解更多婚禮細節 6. 計劃蜜月行程，考慮蜜月策劃服務 (如需) 

7. 最遲出發前60天付清婚禮套餐餘數 8. 出發前約1 個月收到Final schedule 確認各項婚禮當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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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前及進行期間注意事項： 

9. 參與婚禮的嘉賓必須於儀式開始前30 分鐘到達場地。工作人員將與新人確

認當天的安排(集合地點及時間)。為確保婚禮順利進行，嘉賓觀禮請準時集合，

提早或遲到人仕皆有機會不能進場。如有6 歲以下的兒童進行觀禮, 請小心照

顧及看管, 本公司將不負責發生的相關意外。 

10. 所有婚禮將以基督教 (Protestant Christian) 儀式舉行，如需以其他宗教儀式

舉行，請預先說明及聯絡。 

11. 套餐內包含的攝影以抓拍為主，並非影樓式婚照拍攝，故此相片不會逐張

進行大幅修飾 (攝影師主要會修飾相片的光暗或顏色)。新人如有拍攝喜好，請

於預訂前先清楚了解拍攝效果，並主動於拍攝前與當地攝影師溝通，在可行的

情況下攝影師會盡量安排。天氣或環境等因素 (如下雨、天陰、景點維修等) 皆

有可能影響戶外拍攝，本公司恕不會對拍攝產品負上任何責任。 (如因攝影師

人為因素弄掉所拍攝之底片, 本公司將會安排補拍, 但機票及酒店費用需客人

自付或公司最高賠償當地攝影師之費用) 

12. 本公司只作為替客人代訂所需婚禮或拍攝服務 (如婚禮、化妝、攝影、攝

錄等) 的公司，而本公司概不負責有關婚禮供應商 (婚禮公司及或攝影公司)提

供的服務及拍攝質素。因此如客人(包括準新人及各親朋戚友)對婚禮服務質素

有任何不滿及疑問，回應權需交回服務供應商, 本公司恕不保證。 

 

重要事項： 

1. 以上各項須知會因應所預訂之當地婚禮統籌員及當地實際情況而有所變

動。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一切於任何時候更改服務之權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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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會盡量安排在您當地的日子進行補拍 / 補行婚禮。(如未能在客

人逗留期間安排, 本公司將另補其他日子, 為客人需自費機票及酒店費用) 

3. 客人如因個人問題而無法如期舉行婚禮，本公司將盡最大的努力更改婚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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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會依隨

公司的政策及安排。 

4. 在客人要求的情況下取消所訂之項目, 所付訂金一律不能退回 

5. 更改婚期及時間或取消婚禮: 若客人欲取消由本公司提供的婚禮套餐和附

加服務等事項,必需於預約的婚禮/攝影日期60 日前以書面(信或電郵)通知本公

司,已付之訂金將不獲發還。在預訂場地後可更改日期或時間一次 (最少於出發

前3 個月以電郵通知)。如要更改地點，將會被視為取消訂單，已繳付之金額將

不獲退還。 

6. 即使旅遊警告生效, 只要當地仍能提供服務, 客人臨時取消服務亦需根據以

上收費及處理。 

7. 所有婚禮/攝影套餐均不可轉讓給他人或予他人使用。 8. 您已了解所有在套餐列明之內容和細節服務、價錢、優惠、付款日期, 旅行

風險等, 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本公司員工均不會承擔任何意外, 例如:意外

事故。建議客人出發前務必購買適合自己的旅遊保險。  

9. 即使旅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而於入境時給當值之移民局海

關人員拒絕入境，本公司亦無須負任何責任亦不會退回任何費用。 

10. 若您有任何健康與身體狀況的憂慮，請在確認婚禮套餐前/後，先咨詢醫生

意見。若行程上有任何意外，本公司無需負上責任。本公司亦概不負責任何因

颱風、天災人禍而造成的人命傷亡或傷害。 

11. 懷孕事項: 您已明白本公司對其未出生之嬰孩或/和母親之身體狀況和意

外、風險及對客人之伴侶、親友和賓客的意外問題(婚禮前後和過程)均無需承

擔任何責任。 

12. 當您確認所需之婚禮套餐時，您已全部了解當中海外婚禮 / 攝影的細則，

所有細節均以婚禮確認書為準及以本公司為最終決定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