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仙境 證婚午宴專案 

原價 56 萬 獨家夢幻價 40 萬獻禮 

Regent  ╳  Wonder.Land  ╳  Chin Chin Weddings 

【頂級婚禮品牌聯手打造質感戶外婚禮,仙境國度感受專屬浪漫氛圍】 
 

【Regent Taipei & Regent Galleria】 

台北晶華證婚&午宴專案寵愛禮遇: 

•主廚精選婚宴中西式自助餐美饌 

 最低保證 60 位(含)每位 NT$2,200+10% 

(若賓客人數超過 60位.每位將加收餐價NT$2,600+10%) 

• 席間特選盒裝柳澄汁暢飲 

• 加贈一缸仙境迎賓調酒(約 10 杯) 

  (價值 NT$3,500+10% ) 

• 迎賓婚禮夢幻甜點 30 各 

 &一缸無酒精雞尾酒(約 40 杯) 

•親友證婚定點接駁車:20 人座巴士一輛 

  (晶華酒店單趟來回仙境) 

 • 新人享有精緻套房一晚原價 NT$ 28,000 

(限當晚使用)及隔日雙人早餐 

• 親友住宿客房五折(宴會期間特享優惠)  

• 酒店特選進口紅白葡萄酒9折優惠 

• 免費加入麗晶Bliss Card會員獨享甜蜜回饋 

  (依麗晶精品公告為主) 

• 歡慶簽約禮 :雅緻結婚書約一式或婚禮誓詞卡 2 入 

 

 【Wonder.Land 仙境】 

• 戶外夢幻仙境證婚午宴場地  

(使用戶外區域 E.H.F :原價 NT$110,000) 

使用 7 小時:08:00-15:00 

場地如須延長使用時間費用另計   

• 仙境婚紗場地拍攝獨家優惠 (單日採預約制) 

  原價 NT$3500/HR .婚禮優惠價 NT$2000/HR 

• 與會餐期賓客免費停車(依仙境規劃為主)  

 

    【Chin Chin Weddings】 

     頂級婚顧證婚及婚宴主持服務 

     (原價 NT260,000) 

    <證婚及婚宴主持專案> 

    • 婚禮前三個月婚顧安排洽談乙次 

    • 證婚儀式及婚宴流程規劃及安排 

    • 證婚儀式及婚宴流程音樂諮詢 

    • 證婚儀式及婚宴動線安排諮詢 

    • 證婚儀式前彩排及流程統籌會議乙次 

    • 婚禮相關廠商推薦 

    • 婚禮主持人一名 

    • 專屬婚顧場控一名 

    • 新娘隨身小管家一名 

    • 戶外音響規劃及音控人員一名 

    • 婚顧團隊前置作業(約 1.5 HR) 

    • 婚顧團隊當日執行場控(約 4.5 HR) 

    <戶外證婚佈置> 

    • 證婚儀式仙境限定版證婚區佈置 

    • 壓克力造型 Welcome Board 

    • 招待桌桌花 

    • 相本區花藝佈置 

    • 走道花藝設計 6 各 ( 3 對) 

    • 椅背花藝設計 10 各 

    • 浪漫花瓣筒 10 份 

    • 餐桌區主桌花藝設計 

    •  F&B 花藝佈置 

    • 新娘捧花及新郎胸花乙份 

 

•專案內容及價格以 60 位貴賓計價，尚需依實際人數及餐點數變更予以調整。專案使用期間:即日起至 12/31/2022 止,

台北晶華酒店保留修改及終止專案之權利，將不另行通知並保有最終解釋權。 



 

 

2021 仙境 證婚午宴菜單 

Lunch Buffet Menu 
優惠價每位 NT$2,200+10%per person 最低保證 60 位最大容納量至 80 位 

(若賓客人數超過 60 位.每位加收餐價 NT$ 2,600+10%) 

Salad 沙拉 

Smoked salmon with condiments 燻鮭魚佐配料 

Taboulet with ham 塔布里沙拉佐火腿 

Caesar salad and condiments 凱薩沙拉佐配料(可素) 

Assorted sushi rolls with Japanese condiments 綜合壽司捲佐日式配料(含素) 

Dressing and condiment 醬汁及配料 

Toasted pumpkin seeds, focaccia crouton, parmesan 烤南瓜子,蒜味麵包丁,起司粉 

Thousand island, french, japanese and balsamic vinaigrette 千島醬,法國醬,和風醬,陳醋醬汁 

Soup 湯 

Mushroom soup 蘑菇湯(奶蛋素) 

Hot entrée 熱食 

Quiche lorraine 羅蘭酥塔 

Poached daily fish with white wine sauce 水波每日鮮魚佐白酒醬 

Sautee seasonal vegetables 清炒時蔬(素) 

Penne pasta with tomato and zucchini (Vegetarian) 茄汁櫛瓜筆管麵(素) 

Roasted chicken with truffle sauce 爐烤雞肉佐松露醬 

Xo fried rice with seafood XO 醬海鮮炒飯 

Lamb chop with mint sauce 羊肩排佐薄荷醬 

Carving 熱切區 

Roasted U.S. rib eye beef with black pepper sauce 爐烤美國肋眼佐黑胡椒醬 

Bread basket of crusty bread sticks and rolls with butter 各式精選麵包籃 

Desserts 甜點 

Cheese cake                                                                                   起司蛋糕                                                                                                                               

Éclair 艾克力 

Apple tart 蘋果塔 

Cupcake 杯子蛋糕 

Chocolate cake 巧克力蛋糕 

Beverage 飲料 

Carton of orange juice                                                                     盒裝柳澄汁 



Wonder.land 仙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