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美福大飯店 Grand Mayfull Taipei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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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緣喜締 婚宴專案 

NT$32,800+10% (每桌10人) 

全場最低保證桌數30 桌(含)以上 

專案截止日：2018 年6 月30 日止 

精緻餐飲 

精湛廚藝團隊特選中西式婚宴佳餚。 

席間汽水、茶水與鮮果汁無限暢飲。 

貼心新人席前輕食美點(雙人份)。 

餐前酒會 (提供50 人份無酒精雞尾酒、可樂、汽水及特製小點六款) 。 

精選進口紅酒 (每桌二瓶) 。 

＊贈送飲品(含酒精性飲料)僅提供婚宴席間使用＊ 

 
婚宴專業服務及設備 

全主題式現場氛圍佈置。 

(含舞台、婚宴桌花、入口接待桌花藝設 

計、相片區佈置、飯店大廳兩側弧形梯 

拉紗佈置) 

宴會廳入口新人迎賓背板提供。 

雅緻迎賓送客甜蜜小禮。 

喜糖提籃及花童提籃提供使用。 

精選巧克力迎賓及送客喜糖。 

典雅婚宴菜單及立式賓客桌卡。 

賓客專用之地圖卡提供。 

迎賓簽名本及禮金簿提供。 

名師設計桌巾及椅套佈置。 

進口Narumi 典雅骨瓷餐具。 

頂級BOSE 音響及高畫質360 度連動環 

屏婚禮動畫。 

特效燈光音樂及迎賓上菜秀。 

用餐賓客館內四小時免費停車。 

 

 

 

 

 

 

 
貼心婚禮規劃 

婚禮當天小管家貼身服務。 

新人免費於館內空間拍攝結婚照，現場配有

隨身小管家貼心服務。 

當日婚禮流程規劃。 

婚禮司儀主持服務。 

新人豪華專屬休息室。 

(可同步觀看賓客進場及宴席現況) 

 
專屬新人賀禮 
婚宴當日豪華禮賓專車接送。 

(當日使用，以台北市內及單一定點3小時接送為限) 

美福蜜月尊爵套房一晚及隔日雙人早餐。 

(價值NT$35,805 元整) 

Hermes 沐浴珍藏雙人禮盒。 

親友住宿享定價七折優惠。 

(至多5 間行政客房，限喜宴當天使用) 

婚禮後池畔酒吧派對優惠暢飲價。 

結婚週年贈送一間雅仕客房住宿一晚。 

(價值NT$19,635 元整) 

彌月餐會專案優惠價。 

 
精選婚宴菜色試菜 

提供喜宴試菜八折(10 位一桌為限) 

(限簽約已付訂客人)

http://www.grandmayfull.com/


 

台北美福大飯店 Grand Mayfull Taipei Hotel 
T 886 2-7722-3352~3359  l  F 886 2-7722-3360  

10462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55 號 
No.55, Lequn 2nd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10462, Taiwan 

www.grandmayfull.com 

 

閃耀幸福 婚宴專案 

NT$36,800+10% (每桌10 人) 
全場最低保證桌數33 桌(含)以上 

專案截止日：2018 年6 月30 日止 

精緻餐飲 

精湛廚藝團隊特選中西式婚宴佳餚。 

席間汽水、茶水與鮮果汁無限暢飲。 

貼心新人席前輕食美點(雙人份)。 

餐前酒會 (提供50 人份無酒精雞尾酒、可樂、汽水及特製小點八款)。 

精選進口紅酒 (每桌三瓶) 或 特製新人專屬酒標之進口紅酒 (每桌兩瓶)。 

＊贈送飲品(含酒精性飲料)僅提供婚宴席間使用＊ 

 

婚宴專業服務及設備 

香檳塔及精選義大利Prosecco汽泡酒一瓶。 

新人成長或愛情故事MV 製作 (二擇一)。 

全主題式現場氛圍佈置。 

(含舞台、婚宴桌花、入口接待桌花藝設計、 

相片區佈置、飯店大廳兩側弧形梯拉紗佈置) 

宴會廳入口新人迎賓背板提供。 

雅緻迎賓送客小禮。 

喜糖提籃及花童提籃提供使用。 

精選巧克力迎賓及送客喜糖。 

典雅婚宴菜單及立式賓客桌卡。 

賓客專用之地圖卡提供 

迎賓簽名本及禮金簿提供。 

名師設計桌巾及椅套佈置。 

進口Narumi 典雅骨瓷餐具。 

頂級BOSE 音響及高畫質360 度連動環屏 

婚禮動畫。 

特效燈光音樂及迎賓上菜秀。 

用餐賓客館內四小時免費停車。 

 

 

 

 

 

 

貼心婚禮規劃 

婚禮當天小管家貼身服務。 

新人免費於館內空間拍攝結婚照，現場配有

隨身小管家貼心服務。 

當日婚禮流程規劃。 

婚禮司儀主持服務。 

豪華新人專屬休息室。 

(可同步觀看賓客進場及宴席現況) 

專屬新人賀禮 

婚宴當日豪華禮賓專車接送。 

(當日使用，以台北市內及單一定點3小時接送為限) 

美福蜜月皇家套房一晚及隔日雙人早餐。 

(價值NT$47,355 元整) 

進口Narumi 美福限定骨瓷雙人瓷盤禮盒。 

親友住宿享定價七折優惠。 

(至多5 間行政客房，限喜宴當天使用) 

GMT 浪漫雙人燭光晚餐。 

婚禮後池畔酒吧派對優惠暢飲價。 

結婚週年贈送一間雅仕客房住宿一晚。 

(價值NT$19,635 元整) 

彌月餐會專案優惠價。 

精選婚宴菜色試菜 

提供喜宴試菜八折(10 位一桌為限) 

(限簽約已付訂客人) 

http://www.grandmayfu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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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美福緣 婚宴專案 

NT$39,800+10% (每桌10人) 

全場最低保證桌數33 桌(含)以上 

專案截止日：2018 年6 月30 日止 

精緻餐飲 

精湛廚藝團隊特選中西式婚宴佳餚。 

席間汽水、茶水與鮮果汁無限暢飲。 

貼心新人席前輕食美點(雙人份)。 

餐前酒會 (提供50 人份無酒精雞尾酒、可樂、汽水及特製小點八款，另提供汽泡香檳飲 

無限暢飲)。 

精選進口紅酒 (每桌三瓶) 或 特製新人專屬酒標之進口紅酒 (每桌兩瓶)。 

＊贈送飲品(含酒精性飲料)僅提供婚宴席間使用＊ 

 

婚宴專業服務及設備 

香檳塔及Moet Chandon。 

新人成長或愛情故事MV 製作(二擇一)。 

全主題式現場氛圍佈置。 

(含舞台、婚宴桌花、入口接待桌花藝設計、相片區 

佈置、紅毯兩側花柱、飯店大廳兩側弧形梯拉紗佈置) 

宴會廳迎賓背板及新人專屬標誌提供。 

雅緻迎賓送客小禮。 

喜糖提籃及花童提籃免費提供使用。 

精選巧克力迎賓及送客喜糖。 

典雅婚宴菜單及立式賓客桌卡。 

賓客專用之地圖卡提供。 

迎賓簽名本及禮金簿提供。 

名師設計桌巾及椅套佈置。 

進口Narumi 典雅骨瓷餐具。 

頂級BOSE 音響及高畫質360 度連動環屏 

婚禮動畫。 

特效燈光音樂及迎賓上菜秀。 

用餐賓客館內四小時免費停車。 

 

 

 

   

 

貼心婚禮規劃 

婚禮當天小管家貼身服務。 

新人免費於館內空間拍攝結婚照，現場配 

有隨身小管家貼心服務。 

當日婚禮流程規劃。 

婚禮司儀主持服務。 

豪華新人專屬休息室。 

(可同步觀看賓客進場及宴席現況) 

專屬新人賀禮 

婚宴當日豪華禮賓專車接送。 
(當日使用，以台北市內及單一定點3小時接送為限) 

美福蜜月皇家套房及親友房一間含隔日雙 

人早餐。(價值NT$47,355 元整) 

Rivolta Carmignani 新人專屬浴袍。 

親友住宿享定價七折優惠。 

(至多5 間行政客房，限喜宴當天使用) 

免費使用一樓戶外歐楓亭舉辦證婚儀式。 

GMT 浪漫雙人燭光晚餐。 

婚禮後池畔酒吧派對優惠暢飲價。 

結婚週年贈送一間雅仕客房住宿一晚。 

(價值NT$19,635 元整) 

彌月餐會專案優惠價。 

精選婚宴菜色試菜 

提供喜宴試菜八折(10 位一桌為限) 

(限簽約已付訂客人) 

http://www.grandmayfu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