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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Overseas Wedding 的日籍團隊以最細膩的手法為新人服務，讓新人可以盡情享受到日本人待客賓至如歸的服務態度及盡覽日本獨特的
文化。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教堂締造了多姿多采的拍攝元素。美麗的櫻花、紅葉、薰衣草、海洋以及大自然等等都會為二人的婚
照及海外婚禮添上繽紛色彩。我們一站式服務及豐富的統籌經驗，讓新人能輕輕鬆鬆地玩得盡興，留下獨特甜蜜的旅遊回憶。

日本婚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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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婚禮統籌及代訂安排

新娘髮型設計及化妝服務

專業攝影約 150 張 (所有高解像度數碼相底)

婚紗 (1 套) 及新郎禮服 (1 套)

新娘花球和新郎襟花

象徵式或合法結婚紀念書

連頸飾、耳環及頭飾借用服務 (7日)

裝飾佈置及租借費用

證婚官 (英語進行)

婚禮現場計劃及統籌

婚禮音樂

包含結婚當天的服務小費

輕井澤 ‧ 瑰麗婚禮
日本輕井澤擁有「日本小瑞士」之稱，富饒的大自然景色，分明的四季，交織出一幅幅美麗的景致。輕井澤的教堂瑰麗高雅，四處飄散濃濃的浪漫氣
息，讓新人盡情享受完美結婚時光。Your Overseas Wedding 特選的4間教堂更可為香港新人舉辦合法的婚禮，不用再在香港補辦註冊手續，在此舉
行海外婚禮簡單而浪漫。

輕井澤·石之教堂·Stone Church
由著名建築師 KENDRICK KELLOGG 於1988年建設。KENDRICK
KELLOGG 在美國打造了很多具有個人特色的建築物。他的作品全都是
融合當地的自然景色，充分利用了當地的地形特徵建造的。
石之教堂以石頭代表男性，玻璃代表女性作為建築概念，明亮柔和的陽
光由石頭和玻璃交互構成的弧形中穿透而入，既是祝福著一個幸福家庭
的誕生，同時也見證著一對新人由此走進兩人幸福光明的人生。教堂四
周被美麗而安靜的樹林所包圍，新人在婚禮後可在大自然中拍攝婚紗照
留念。
教堂容納人數： 4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030/1230/1530/1730
免費升級：
2晚新人蜜月房連早餐、現場音樂
化妝花絮拍攝、幸福灑米儀式

輕井澤·高原教堂·Kogen Church
輕井澤高原教堂建造於1921年，教堂至今已經有90多年歷史。經歷了漫
長歲月的洗禮後，溫馨的禮拜堂內散發出木造建築特有的淡淡香味。透
過正面窗戶照射進來的柔和光線，映照在大理石的新人之路上，引領著
新人走向幸福；悅耳的豎琴聲伴隨新人許下愛的誓言，高原的清風和綠
林見證新人實現這一生難忘的婚禮儀式。
輕井澤高原教堂被美麗的森林所包圍，可以看到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致。
各種節日期間，近2000個蠟燭的點綴更會照亮了整個夜空，帶領新人走
向夢幻的國度。
教堂容納人數： 8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000/1200/1500/1700
免費升級：
2晚新人蜜月房連早餐、現場音樂
化妝花絮拍攝、幸福灑米儀式

輕井澤·光之教堂 · Pierre Matiada Chapel

輕井澤·風之教堂·Brasa Bianca Chapel

「光之教堂」外形瑰麗、座地玻璃的設
計讓光線反射整個教堂，極為獨特。在
此教堂行禮的新人將會擁有超乎想像的
喜悅，深深感受到光之教堂為新人所賦
予的光芒力量，讓新娘綻放閃亮的姿采
之餘，有著被愛一生的感覺。

「風之教堂」擁有令人著迷的永恆之
美，教堂更以風為主題，喻意戀人之
承諾如大自然的風聲一樣永恆不息。
當與摯愛在輕井澤「風之教堂」許下
愛的宣言，新人將享受到人生最重要
的動人一刻，讓證婚回憶甜蜜難忘。

教堂容納人數： 8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2 晚酒店、
額外攝影 50 張、
現場音樂、
鮮花花球及襟花

教堂容納人數：
婚禮時間：
免費升級：

80 位賓客
無限定
2 晚酒店、
額外攝影 50 張、
現場音樂、
鮮花花球及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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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海之教會·Arluis Suite

沖繩 ‧ 浪漫婚禮

佇立於海邊，面對著美麗的沙灘，沖繩 Arluis Suite 是距離恩納村海域最
近的獨立教堂。在海邊的教堂舉辦婚禮，是許多新娘的夢想。「海之教會
」的落地玻璃讓新人可一覽窗外藍天白雲，水天一色的廣闊景象，並在莊
嚴的歌聲中，步上由琉球玻璃特製的神聖之路，一步一步走向幸福，新人
將迎接人生中新的一頁。
教堂容納人數： 4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0900/1030*/1230*/1400/1600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
* 須額外選購特別升級計劃

沖繩·白の教會·Shirono Chapel

沖繩·美之教會·Ginoza Chapel

座落於 Hotel Orion Motobu，由著名日本設計大師–吉野繁先生設計的全
新教堂讓婚禮完美的進行。新人被暖暖的陽光包圍著，在蔚藍的天空下及
閃閃生光的海洋前許下愛的諾言，讓賓客一起在教堂內共享甜蜜的時光。

2017 正式登場的美之教會是建築美學與自然美結合的設計師大堀伸先生的
精心傑作。位於沖繩東部宜野座的教堂，可以看到日出的幸福之地。在這
被陽光照耀，清澈透明的大海以及綠叢所包圍的地方。新人可享受遙望著
海平線，擁抱一生最動人的時光，讓心境瞬間追尋幸福的原始面貌。

教堂容納人數：
婚禮時間：
免費升級：

50 位賓客
1000/1130*/1330/1500*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
新郎髮型、全程跟妝及
專業DVD錄影 或 攝影30張 (2選1)

教堂容納人數：

64 位賓客

婚禮時間：

0900 /1100/1400*/1600

婚禮時間 (須額外選購特別升級計劃)：

1000/1200/1300/1500/1700/1800*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
新人交通接送 (限恩納村)

* 須額外選購 The Garden Room 升級計劃
* 不可舉行宴會

沖繩·Water Chapel

沖繩·Blue Moon Ch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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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Moon Chapel 位於恩納村的 Hotel Moon Beach 內，座落與潔白的
沙灘上，四周椰林樹影，為新人帶來一個別樹一幟的海外婚禮。在微微的
海風及和暖的陽光結伴下，新人許下最動人的諾言，讓約定在此美麗的教
堂留下永恆回憶。教堂的設計讓空間感盡顯，新人更可在四周拍下婚照，
紀錄最令人回味的時刻。

Water Chapel 位於沖繩島的 Marriott 酒店內，教堂以水命名，讓新人可
以在宣誓時暸望海洋。教堂亦以落地玻璃環繞著，當婚禮進行時，新人及
賓客可飽覽270度令人心曠神怡的景色。教堂以細緻的心思為新人帶來無
限喜悅，不論是座位及教堂每一個角落，都是力臻完美。

教堂容納人數：
婚禮時間：
免費升級：

教堂容納人數：
婚禮時間：

30 位賓客
1000/1200/1400/1600
鮮花花球及襟花、新郎髮型、額外攝影50張 (連沙灘)

40 位賓客
1030/1230/1430/1630

沖繩·Monterey Lumer Church

沖繩·Lazor Garden Chapel

Monterey Lumer Church 位於 Hotel Monterey 內，距離機場約一小時車
程。面向著名的老虎海灘「Tiger Beach」，景色十分迷人。新人可遠眺著
大海，於具有英式風格的壯麗教堂行禮，讓大海和綠色庭園襯托著高雅雪白
的教堂，溫暖的守護著行禮的新人幸福滿溢。

蔚藍的天空下是清澈的海水，Lazor Garden Chapel 猶豫漂浮在波光粼粼
的水面上，周圍的自然美景盡情地投射在晶瑩的水晶玻璃中，營造出名副
其實的水晶教堂。教堂旁邊更設有海景宴會廳，能容納一百五十名賓客，
是招待賓客的理想場地，讓親友們一同見證新人這夢寐以求的童話式婚禮
。

教堂容納人數：7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000*/1130*/1300/1430/1600/1730
9-11月假期時段可另作査詢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花瓣雨、
額外攝影 50 張 (連沙灘)
*星期六日及假期須舉行午宴

教堂容納人數：5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030*/1200*/1330/1500/1630/1800/1930
9-11月假期時段可另作査詢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花瓣雨、
額外攝影 50 張 (連沙灘)
*星期六日及假期須舉行午宴

沖繩·Alivila Glory Chapel

Alivila Glory Chapel 最適合喜愛南歐格調的新人，它擁有西班牙殖民地
風格的建築特色，棗紅色的屋頂配襯白色的外牆，就像一座神聖的別墅。
教堂內華麗的裝飾以及聖詩班優美的歌聲，充斥著濃濃的古典風味。窗外
迷人的美景，配上動人的音樂，讓新人擁有既開心又溫暖的難忘婚禮。
教堂容納人數：10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000/1130/1300/1430/1600/1730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花瓣雨、
額外攝影 50 張 (連沙灘)

沖繩·Kanucha Chapel

Kanucha Chapel 坐落於沖繩的北部，教堂以南歐風格及純白色內部設計
為主題，與琉球色彩濃厚的玻璃花窗互相襯托。柔和的光線透過玻璃投射
到婚禮走道上，走道旁以幽雅的花瓣及裝飾作點綴，充滿高貴的味道。教
堂還會於11月至3月期間設有特別的燈飾佈置，為新人舉辦獨一無二的夜
間婚禮。
教堂容納人數：5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000/1130/1300/1430/1600/1730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花瓣雨、
額外攝影 50 張 (連沙灘)

沖繩·Okuma Chapel

沖繩·Renaissance Chapel

以大自然為主題的 Okuma Chapel 於2007年建成，白色的沙灘與藍天碧
海互相輝映，再配合全玻璃建造的教堂，既純潔又不失豪華的感覺。在這
華麗的結婚舞台裡，玻璃婚禮走道下是白色的幼沙，與一望無際的大海連
成一線，新人甜蜜地踏上這聖潔之路，許下永恆的誓言，為二人幸福的旅
程揭開序幕。

白色的 Renaissance Chapel 以「神聖的海濱」為主題，給人純潔溫馨的
感覺。教堂內全玻璃製成的聖潔之路和椅子，襯托純白色的內牆及精緻的
佈置，營造簡單而夢幻的格調，落地玻璃貫穿湛藍的大海，讓自然景緻盡
收眼底。在這別緻的教堂與愛人手牽手接受賓客的祝福，那幸福喜悅的情
懷必定一生難忘。

教堂容納人數：5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000/1130/1300/1430/1600/1730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花瓣雨、
額外攝影 50 張 (連沙灘)

教堂容納人數：10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000/1130/1300/1430/1600/1730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花瓣雨、
額外攝影 50 張 (連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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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Aquagrace Chapel
位於寧靜讀谷村的 Aquagrace 教堂，在和暖的陽光下，伴著閃閃生光
的潔白沙灘，由世界著名藝術家 Hirotoshi Sawada 設計而成，教堂名
字以清水 Aqua 及優美 Grace 為主題，教堂的設計及採用物料令婚禮的
氣氛過程動人，在白亞教堂聖壇前許下誓言，讓新人在此教堂內進行一
場夢幻婚禮。
教堂容納人數：
婚禮時間：
免費升級：

60 位賓客
0900/1000/1100/1200/1300/
1400/1500/1600/1700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

*除1400外，所有假期之婚禮時段須舉行宴會

沖繩·Aqualuce Chapel

沖繩·Coralvita Chapel

Aqualuce 教堂位於沖繩島的恩納村 ANA 酒店內，恩納村以寧靜美麗見稱
，令教堂廣受日本新人喜愛。教堂的外型設計匠心獨運，半圓的雪白外觀
，讓新人猶如被暖暖的海水包圍著。教堂的聖壇配合庭園的綠悠悠草地，
進入教堂時讓心靈潔淨，長長的聖潔之路引領新人宣讀誓詞，夢想的婚禮
能在 Aqualuce 教堂實現。

座落於萬座毛上的 Coralvita 城堡式教堂，絕對是不少新人夢寐以求之選
。教堂的聖潔之路擁有13米，採用了天然及珍貴的大理石打造而成，讓新
人步入教堂時猶如置身於夢幻國度。教堂採用開放式設計，玻璃折射出閃
亮的陽光，新人猶如被大自然景色包圍著，並在賓客的祝福下，舉行一場
浪漫難忘的海外婚禮。

教堂容納人數： 6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0930/1100/1230/1400/1530/1700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

教堂容納人數：
婚禮時間：
免費升級：

沖繩·海之寶石教堂·Marine Bijou Chapel

沖繩·Centlegenda Chapel

Marine Bijou Chapel位於沖繩名護市的下方，鄰近恩納村，酒店吃喝玩
樂都甚為方便。"Marine Bijou" 法文的意思是海上寶石，佇立於著名的名
護灣碧海與沙灘前，陽光照耀著大海就像是寶石般耀眼璀璨。當新人進入
教堂的瞬間，三面的玻璃讓名護灣的美景映入眼簾，白色的教堂配上水晶
吊燈與海景配成一幅美麗的畫面。新人在教堂裡遠眺著遼闊海岸，許下動
人的誓言，翻開新人愛的下一章。

Centlegenda 教堂位於美國村附近，交通方便，購物熱點、餐廳、酒店應
有盡有。Centlegenda Chapel以海上宮殿為設計藍本，雪白色的教堂外
牆，加高地台的設計配以兩旁宮殿式階梯，讓教堂在藍天白雲背景下更顯
得冠冕堂皇。新人走過雪白色的聖潔之路，踏上透明藍色的玻璃聖壇遠眺
著一望無際的東海美景，許下浪漫的誓言，必定會是新人浪漫的愛情故事
中的夢想婚禮。

教堂容納人數：
婚禮時間：

教堂容納人數： 9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120/1240/1400/1520/1640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 鮮花花球及襟花、香檳葡萄酒 1 枝

*婚照拍攝數目為13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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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位賓客
1030/1330/1630/1830 (1830 只限 4-9 月)
0900/1200/1500 (必須舉行 6-22 人宴會)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

32 位賓客
1100/1300/1500/1700

沖繩·卡福教堂·Kafuu Chapel

Kafuu 為沖繩當地語，意寓幸福、幸福降臨的意思。教堂的外圍是白色的
牆壁和玻璃，將一望無際的藍天碧海帶到聖壇，成為美麗的背景。在透明
玻璃製的祭壇及海天一色的美景前，新人可以尊嚴莊重地完成婚禮儀式。
於黃昏時份，金黃色的日落會穿過教堂玻璃，為新人送上祝福。
教堂容納人數： 3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230/1400/1530/1700
免費升級：
額外150張攝影 (連沙灘)、現場音樂、
鮮花花球及襟花、花瓣雨

沖繩·海貝藍教堂·Seashell Blue Chapel

被沖繩蔚藍色的大海以及燦爛的陽光所包圍的 Sea Shell Blue Chapel，有
著一條被無限蔓延的湛藍色水平線環繞的新人大道，新人大道的前方彷彿
就因眼前這些美景而形成了一個光亮充盈的純白空間。當您和命中注定的
伴侶攜手推開那一扇通往幸福之門，耀眼的南國太陽和廣闊青空會給二人
送上最美麗的祝福。
教堂容納人數： 5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030/1230/1430/1630/1830/2000
免費升級：
額外攝影 150 張 (連沙灘)、現場音樂、
鮮花花球及襟花

沖繩·海洋鑽石教堂·Chapel Diamond Ocean

沖繩·St Aqua Chapel

象徵著永恆的海洋鑽石教堂景緻怡人，在清澈的大海以及蔚藍的天空融為
一線的景象吸引無數新人在這一座極其浪漫的教堂中舉行婚禮，見證著如
鑽石般永恆的愛。

位於北谷區的 St Aqua 教堂，面對著一望無際的藍色大海，眼前溫暖的陽
光和廣闊青空讓每場婚禮額外加添一份浪漫唯美的感覺，在二人的心裡化
成一段最難忘的甜蜜的回憶…… 新人更可在教堂舉行晚宴，擁抱喜悅一刻。

教堂容納人數： 6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000/1200/1400/1600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

教堂容納人數： 20 - 30 位賓客
免費升級：
額外50張攝影

沖繩·天使教堂·RIZZAN Le Angemarry

沖繩 · 五感教堂 · Chapel of Five Senses

擁有天使教堂的美喻，沖繩天使教堂尤如一座童話般的城堡將沖繩最美麗
的海景盡收眼簾。在這如同童話般的教堂中舉行婚禮的新人會感受到天使
的祝福，留下一生中最動人的一刻。

座落於沖繩沙灘上的 Chapel of Five Senses，整座教堂以藍白色為主，透
過落地玻璃更能看到沖繩美麗的沙灘及蔚藍海灣，猶如步行在水上的藍色
新人大道 Virgin Road ，令新人有如置身於海天一色的耀眼國度下舉行婚
禮的感覺，帶給新人無限的新體驗。

教堂容納人數： 8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額外攝影 50 張、現場音樂

容納人數： 4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0930*/1100*/1230/1400/1530/1700 (平日舉行)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全程跟妝、額外攝影 100 張
(連化妝花絮及沙灘)、專業 DVD/Bluray 錄影 (婚禮及沙灘)
*須額外選購前一晚 Villa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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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 Beach Wedding
位於沖繩西岸名護市內的私人沙灘婚禮，擁有白色的沙灘及一望無際綠寶
石般的名護灣景緻。微微的海風以及寧靜的氣氛，新人可擁有一個完全屬
於自己的婚禮時刻，與摯愛在這海天一色的唯美仙境下享受著海浪聲及陽
光祝福，許下愛的承諾，締造永恆難忘的浪漫回憶。
容納人數：
婚禮時間：

20 位賓客
0930/1700

*婚照拍攝數目為100張

沖繩·Grand Bleu Chapel
位於 Kanucha 度假村內海灘之上，「Grand Bleu」擁有無敵海景，360度
全玻璃打造，光線明亮，陽光充足，整體空間設計意寓表現新生命誕生時
的璀璨猶如天使降臨人間。讓我們在這陽光的祝福下許諾永恒的愛之誓言
！
教堂容納人數：48 位賓客
婚禮時間：
0930*/1100*/1230/1400/1530*/1700
免費升級：
額外攝影 30 張 (連沙灘)
* 可在婚禮後舉行宴會

沖繩石垣島· Ishigakijima Chapel

想在私人度極高的美麗小島舉行海外婚禮，新人可選這教堂。這教堂位置
寧靜的石垣島的 Sea Side 酒店旁，讓人可擁抱自然景色之餘，亦可遠離遊
客頗多的繁華神沖繩主島。新人更可在美麗而寧靜的海灘處，在清澈的珊
瑚海水旁拍攝一輯極美的婚紗照，與摯愛在石垣島上留下最獨特的紀念照
片。
婚禮時間：

1000/1130/1300/1430/1600

*新人須入住教堂所屬酒店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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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宮古島· Allamanda Chapel

位於距離沖繩本島只有約40分鐘飛行時間的宮古島上，擁有極多不同品種
的珊瑚礁，而散發著西班牙式古典風格的教堂佇立在小山丘上，讓新人看
著宮古島的景色，彷彿擁在這私人的小天地中舉行一個夢想海島婚禮。教
堂以三角尖頂，三面玻璃作設計，讓陽光充分引入教堂內。教堂兩旁的彩
繪玻璃窗以宮古島當地的植物作圖案設計，而聖壇前的玻璃透出花卉樹木
景色，相影成趣。
教堂容納人數：
婚禮時間：
免費升級：

40 位賓客
1000/1200/1400/1600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化妝師隨行

北海道 Tomamu．型格婚禮
日本北海道 Tomamu 位於北海道的中央，四面環山、風景秀麗，是日本著名星野集團的旅遊婚禮及蜜月休閑勝地。山梨縣位於日本中部地區之東南方
，四周被山嶽和連峰包圍。這裏有湖、有溪谷，景觀壯麗，讓婚照場景非常豐富。Your Overseas Wedding 更特別為香港新人安排舉辦合法婚禮，令
海外婚禮型格而浪漫。

北海道·冰之教堂·Ice Chapel
「冰之教堂」是冬季最冷時大自然所締造，是日本唯一的由冰雪建造的婚禮
教堂，亦是位於北海道的TOMAMU渡假村內。
細雪飛舞的北海道的冬天，完全由冰雪建造的「冰之教堂」展現出它夢幻般
的姿態。在這反射著美麗光線的冰之教堂裡，能夠體驗誰都無法想像的典禮
。在美麗的星空下，被充滿幻想的冰蘭色光輝包圍的二人世界一定能夠成為
難忘的回憶。
而婚禮後的特製溫酒，更為新人送上無限的祝福。
教堂容納人數：
婚禮時間：

30 位賓客
1400/1700*/1900*

免費升級：

賓客香檳祝酒、現場音樂、花瓣雨、*煙花 30 秒

(2018年1月13日至2月15日，2019年待定)

* 夜間婚禮需額外費用

北海道·水之教堂·Water Chapel
水之教堂位於北海道的TOMAMU渡假村內，距離新千歲機場搭乘JR僅需
60分鐘左右，是日本北海道海外婚禮合法註冊的首選。水之教堂是名設
計師安藤忠雄的作品，近日因拍攝梁靜茹「崇拜」MV及舉辦蘇慧倫婚禮
而聲名大噪。
北海道星野TOMAMU度假村也還有滑雪場以及雲海的美景，在2013年
冬季就吸引了超過30,000名日本旅客入住。渡假村總面積為1,000ha (相
當於213個東京巨蛋以及40座大安森林公園)，夏天為森林為主的渡假村
，冬天則是著名的滑雪勝地。
教堂容納人數：
婚禮時間：

80 位賓客
1000/1300/1600/1900*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15名香檳祝酒、花瓣雨

(時段會按季節而略有不同)

* 夜間婚禮需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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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小樽教堂

北海道·小樽 Grand Park

此獨特教堂位於蜜月聖地的北海道小樽市內，除了能夠一覽石狩灣與小樽
港碼頭的魅力，更讓新人及賓客同時欣賞無邊無際及美麗壯闊海邊景色，
在此城市許下愛的誓詞，必定讓愛意猶如小樽運河般的細水長流，成為天
造地設的一對。

Grand Park Otaru 位於北海道的中央地區，座落於別具歐風的小樽。新人
在此酒店內的教堂舉行婚禮，玻璃透明感的設計讓天然光照射於教堂內，
可瞭望美麗的海景及別緻的碼頭景色，新人及賓客均可盡情感受浪漫奢華
的氣氛。

免費升級：

免費升級：

額外攝影 50 張 (小樽運河)

北海道函館·愛沐教堂· Emu Chapel

北海道函館·古典教堂 ·Lila Note Church

函館位處北海道南端，置身於此，可盡享明媚風光、鮮美漁獲及富饒大自
然之美。愛沐教堂位於函館山上，飽覽函館的繁華景色。天空與海洋的蔚
藍，映襯著教堂的紅磚，陽光折射在神聖祭壇上，在只屬於您們的異國教
堂中，攜手步入人生旅途的新一頁。

瀰漫著最具函館風情的金森倉庫區，浪漫街道林立。唯一座落於其中的紅
色古典教堂 Lila Note Church。伴隨著溫潤的海風，美妙的音色，在無盡
的星空及牧師見證下，共許今生不渝的誓言，攜手步入下一段絢爛的人生
旅程。

教堂容納人數： 60 位賓客
1000/1130/1300/1430/1600/1730/1900
婚禮時間：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2 人午餐及浪漫婚禮晚餐、
額外攝影：教堂 50 張、3 小時 2 個外景 150 張 (連化妝師)、新人當天接送
及 花瓣雨

教堂容納人數： 100 位賓客
1000/1130/1300/1430/1600/1730/1900
婚禮時間：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2 人午餐及浪漫婚禮晚餐、
額外攝影：教堂 50 張、3 小時 2 個外景 150 張 (連化妝師)、 新人當天接送
及 花瓣雨

北海道札幌 ·ICF 教堂

北海道札幌人氣ICF教堂極受日本人歡迎，教堂為「International
Christian Fellowship」，是基督教會信者團體的名稱。位於擁有札
幌最美森林公園之稱的圓山公園入口處，是一座唯美的天然白璧教堂
。教堂高20米，精緻的獨特設計仿佛中世紀的歐洲大教堂，擁有極
大的開放感和莊嚴神聖感。聖潔之路為長達15米的純白大理石，可
以清楚地倒影出新人的美麗姿態。豪華吊燈營造出一種絢麗多彩大氣
莊重的氛圍。
容納人數：140 位賓客 (下層110，上層30)
婚禮時間：1000/1130/1300/1430/1600/1730/1900
免費升級：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2人午餐及浪漫婚禮晚餐、
額外攝影：教堂 50 張、3 小時 2 個外景 150 張 (連化妝師)、新人當天
接送 及 花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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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音樂、額外攝影 50 張

北海道札幌 ·布蘭帕奇教堂·Blanc Birch

位於北海道札幌市內，新人可在綠油油的山丘上舉行一場婚禮。Blanc
Birch 教堂內以瑰麗的彩繪玻璃、天然的大理石、宏偉獨特的外牆及大自然
的翠綠景色，編織成美麗的圖畫。在不同的四季中，新人可享受夏天氣息
的白樺樹、可愛的羊群以及冬日的雪景，見証美滿幸福的生活開始。
教堂容納人數： 64 位賓客
1100/1300/1500/1700/1900*
婚禮時間：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新人市內當天接送
*1900 為夏天時段

大阪·St Bath 教堂

大阪·Eines 教堂

快來感受日本婚禮攝影首選之一 · Eines 大阪花園式婚禮，參照意大利米蘭
建築的設計藝術，以對襯的彩繪玻璃帶出和諧溫暖的婚姻祝福。光線透過
彩繪玻璃映照在白色大理石上，呈現出七彩光芒，代表著永恆的愛戀。在
浪漫的婚禮後，新人更可以在教堂外的庭園內拍攝婚照。新娘更可以在噴
泉及鮮花綠樹的配襯下接受著各親友賓客的祝福，讓愛一直傳承下去。

來自18世紀英式獨立教堂，座於日本繁華大阪區內，為新人打造動人高貴
的日本婚禮。St Bath 內的彩繪玻璃與最幸福的一瞬間結合，獨立建築物散
發英式浪漫而莊嚴的氣氛。新人舉行婚禮後更可在大阪拍攝美麗的婚照。
如需舉行晚宴及小型酒會，我們的婚禮統籌員將會為您們細心安排，讓賓
客可歡聚美好時光。

教堂容納人數： 9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100/1400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10 人花瓣雨

教堂容納人數： 100 位賓客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 (小提琴及管風琴)、鮮花花球、
10 人花瓣雨、可轉穿和服舉行婚禮

大阪·Chapel Goedele

大阪·Chapel St Anna

座落於大阪 Hotel Monterey 的 Chapel Goedele 仿照十四世紀比利時教
堂建築，圓拱形天花與復古吊燈營造典雅神聖的氛圍。自然暖光與彩繪玻
璃窗互相融合，使教堂呈現萬千姿態，讓新人及賓客置身於浪漫唯美的婚
禮氣氛中，見證一對新人恆久浪漫的愛情。

Chapel St Anna 位於 Hotel Monterey La Soeur Osaka 內，其明亮透光
的設計為教堂外圍營造出空間感，透明天花與自然光線突顯教堂的雅緻白
牆及優美輪廓，讓新人於甜蜜溫馨的氣氛下攜手步入婚禮殿堂。教堂內的
古典精緻設計帶領新人與賓客投入於浪漫莊嚴的誓言之中，為一對新人獻
上最真摰誠懇的祝福。

教堂容納人數： 80 位賓客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額外攝影 50 張

大阪·The Chapel Eternity

座落於大阪 Hyatt 酒店的教堂內，整座教堂在綠樹清水包圍下，以「永恆
」之概念而命名。日本著名設計師設計以無數白色環形裝飾著教堂四周，
獨特設計讓新人留下刻骨銘心的誓言，亦喻意了訂婚戒指成為永恆愛情的
結晶。
教堂容納人數：

100 位賓客 (已包16名賓客座位安排)

教堂容納人數： 100 位賓客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額外攝影 50 張

大阪·The Chapel Sanctuary

同樣於 Hyatt 酒店內的 Sanctuary 教堂散發出大自然的奧妙，讓新人及賓
客感受到被陽光、碧水與綠樹包圍著。在此美麗的神聖領域起誓的新人，
都能充份感受到選材獨特的石頭、木材天然資源。浮於水面上的圓形教堂
及設計中融合了花紋，以現代方式創造出了神聖的領域，讓新人造就完美
的婚禮。
教堂容納人數：

80 位賓客 (已包16名賓客座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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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BP Wedding Hall

享受京都古城特有的自然風光和歷史古城的安謐。東山，北山，西山群山
擁抱，東有鴨川，西有桂川，南有宇治川，四季變幻。BP Wedding Hall
坐落在繁華街內的屈指可數的木屋町內，讓新人陶醉於自然氣息和人文氣
息相融合的魅力。
教堂容納人數：12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額外攝影 50 張、現場音樂

京都 · 豐國神社 · Toyokuni Shrine

享負盛名的豐國神社見証了無限新人的愛情故事。讓喜愛日本文化的新人
，在神社許下愛的宣言，舉行一場傳統和式的夢幻婚禮。神社融合了傳統
文化及精緻設計，新人可從透光度極高的婚禮場地享受溫暖的自然光，而
神社內裝飾精緻的木材，散發靜謐的安寧氣息，為賓客及新人留下深刻回
憶。
容納人數：
免費升級：

48 位賓客
3 位樂師演奏現場樂箏、
婚紗禮服升級為傳統和服 (白無垢 / 色打掛)

京都·Eines 教堂

Eines Kyoto以悠雅的歐式莊園為設計藍本，讓新人有著城市婚禮的方便，
更有著庭園婚禮的寧靜及浪漫。被譽為「森林教堂」的Eines Chapel以花
為設計理念，以大自然為題，三面落地玻璃透出教堂外的庭園樹木，再配
襯著教堂內的特色佈置，新人猶如置身大自然當中。精緻的聖壇，顯出教
堂的不凡。在這美麗的教堂中舉行一場浪漫的婚禮，定能讓新人擁有畢生
難忘的浪漫回憶。
教堂容納人數： 9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100/1400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10 人花瓣雨

京都·上賀茂神社 · Kamigamo Shrine

位於鴨川上游的上賀茂神社是京都具歷史文化的神社之一。在舉行浪漫的
婚禮的同時，新人可深深感受日本傳統文化及建築美學之醉人感染力。在
蔚藍的空中花園中穿著日式和服，由專業的日籍攝影師拍攝動人婚照，接
受神社及各方的祝福，讓新人及賓客一同享受甜蜜及幸福的時光。
容納人數：
免費升級：

48 位賓客
婚紗禮服升級為傳統和服 (白無垢 / 色打掛)

* 場地不包括婚禮音樂及花球襟花

* 場地不包括花球襟花

京都．St. Andrew 教堂

繼承18世紀歐洲英式教堂的宏偉典雅設計特色，極珍貴手製的彩繪玻璃見
証了感人歷史回憶。除了細緻的建築設計外，當太陽照射在彩繪玻璃時，
所綻放出的美麗光輝，讓彩繪玻璃的非凡工藝與日本細緻無遺的婚禮文化
完美融合，為新人帶來極致婚禮。新人更可在京都感受完美的拍攝旅程，
不論在東山或鴨川區，新人均可拍攝美麗的江戶風情，保留雅典瑰麗回憶
。
教堂容納人數：
免費升級：

13

70 位賓客
現場音樂 (小提琴及管風琴)、鮮花花球、
10 人花瓣雨、可轉穿和服舉行婚禮

大津·Lakeside Chapel 湖邊教堂

位於京都近郊的大津湖邊教堂，天花板高3米，主通道7.6米，可容納108
人的「湖畔教堂」閃耀著幸福光芒。以莊重的白色基調為主，洋溢著透明
感的教堂，在琵琶湖的懷抱中創造感動的瞬間。教堂地理位置優越， 從京
都站出發只需10分鐘，可以近距離欣賞日本第一湖泊琵琶湖的美景。
教堂容納人數：108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2 晚酒店、額外攝影 50 張

橫濱·Grand Oriental Chapel

橫濱·Chapelle du Rivage

周邊如摩天輪、海灣大橋、大型碼頭、紅磚倉庫等，能忘卻城市喧囂的空間
，「Grand Oriental Chapel」是一個以音樂文化打造的教堂。以落地玻璃
建造開放的空間感，連接花園和露天水池，莊嚴的儀式將沿著美麗的音樂聲
在水面上傳播。

Chapelle du Rivage 位於橫濱的戀人聖地山下公園和橫濱中華街內，獨立
的教堂，和經常在人氣日劇出現的長樓梯是不容錯過的攝影背景。豪華的
大理石教堂內，當中的長階梯上飄舞的花瓣雨，像是神給予的禮物，給新
娘新郎帶來人生中最美的時刻。

教堂容納人數：10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額外攝影 50 張、現場音樂

教堂容納人數：8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額外攝影 50 張、現場音樂

橫濱·Geihinkan Sound Hall

橫濱·The Wood Chapel

Geihinkan Sound Hall 是橫濱非常受歡迎的婚禮舉辦地，坐落在俯瞰樹
林的小山上的一座獨立式教堂。被四周美麗的大自然景緻包圍著，明治時
代的建築風格，古典設計空間突顯了日本文化史，伴隨婚禮的鐘聲響起，
象徵把永恆的祝福送予新人。

坐落在橫濱港的黃金地段，從日本大通站步行僅1分鐘的路程。教堂充滿
木系的可愛歐洲風格，自然空間溶合了陽光照耀樹木的綠色調。兩旁窗景
如山下公園及海灣大橋映入眼簾，在這樣一個柔和的環境下與樂器伴奏著
，打造了溫馨浪漫的婚禮儀式。

教堂容納人數：10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額外攝影 50 張、現場音樂

教堂容納人數：10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額外攝影 50 張、現場音樂

橫濱·The Classica Bay Chapel

橫濱 ·Chapel Lumiere

教堂位於以“加州風格”為主題，臨海而建的度假村裡。能俯瞰海天連成
一線的橫濱海灣大橋港全景，舒適寬敞的空間，與別緻的現代感融合，採
用天然材料簡潔的設計，通過純白色的聖潔之路，一步一步的走在祭壇前
，新人彷彿被賓客的祝福包圍著。

特式的磚柱，代表了橫濱獨特的異國情調，教堂前面是藍色的大海和山下
公園的綠樹。新人大道之上，閃亮的水晶燈飾，讓新人有如在星海下走過
。兩邊相對的長椅，能讓賓客清楚地看見幸福的新人。另外，教堂的燈光
配置十分貼心，可以隨著不同的場景和瞬間而轉變，使婚禮充滿戲劇性和
令人難忘。

教堂容納人數：108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額外攝影 50 張、現場音樂

教堂容納人數：
免費升級：

85位賓客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額外攝影 5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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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海之光教堂·Luce Mare Chapel

東京·PrimaLuce Chapel

以意大利文「海之光」命名的 Luce Mare Chapel 座落於東京著名的熱門
約會聖地台場 Hilton Tokyo Odaiba 內，獨立型的玻璃教堂可一覽無遺地
把東京灣收入眼簾，而具有濃厚東京色彩的彩虹橋及東京鐵塔亦會見證著
二人的婚禮，讓新人盡情感受「海之光」的魅力。

Prima Luce Chapel參照玻璃溫室的概念，以透明玻璃、白色和木色為主調
，新人緩緩地走在純白的走道上，拖著白紗，踏上聖壇台階前。陽光透過
落地玻璃照耀在新娘的頭紗，閃閃發光，映出唯美的畫面。新人看著外面
的小瀑布，象徵著細水長流的愛情一直源源不息的祝福，在此許下永恆的
誓言，讓愛永恆不滅。

教堂容納人數：
免費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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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位賓客
花瓣雨

教堂容納人數：

96 位賓客

東京·Forrest Chapel 森之教會

東京·Guest House 貴賓館

「森林教堂」佇立在庭園裡外觀簡潔的建築物，潔白的聖潔之路，祭壇前的
大片落地玻璃，這樣充滿現代感的一座教堂，營造出聖潔的浪漫氣氛。教堂
一側空地可用來放氣球或拋花捧，與賓客們作互動交流，以東京鐵塔為背景
極為獨一無二的婚禮場地。

於明治44年竣工的煉瓦造2層建築，「貴賓館」由近代日本黎明期著名宮
廷建築家片山東熊先生設計，是法國・巴洛克華麗風格的貴重建築。室內
以17世紀末的裝修風格，配以大理石暖爐和吊燈，所有細節處都做了精緻
處理的優雅風格建築。

教堂容納人數：98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2 晚酒店、額外攝影 50 張

教堂容納人數：5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2 晚酒店、額外攝影 50 張

東京·Shiro Chapel 白之教會

鎌倉·Ocean Chapel 海洋教堂

距離羽田機場約15分鐘，「白之教會」為品川市區罕見的戶外獨棟式教堂
。自然光灑落於挑高10米的空間裡，非常適合新人們宣誓的教堂。12米長
的白色大理石主通道也是一大特色。儀式結束後可以在露台拋捧花或舉辦
香檳儀式。

為於距離東京1小時車程的豪華飯店，所有客房皆能眺望湘南海岸，傾聽
潮騷之聲的奢華時光。海洋及富士山景致盡收眼底，流雲天光·映出海天一
色的的美麗教堂。和煦陽光穿透整片玻璃迴廊，灑落在13米長純白的聖潔
之路。

教堂容納人數：10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2 晚酒店、額外攝影 50 張

教堂容納人數：10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2 晚酒店、額外攝影 50 張

小田原·和式婚禮·Hotoku Ninomiya Shrine

小田原·Crystal Grace Chapel

由資深日本專業團隊全力為新人統籌，讓傳統的日本和式婚禮完美地在小
田原進行。小田原為寧靜浪漫的結婚勝地，距東京只需1個小時的車程。
讓新人可擁抱小田原的大自然氣息，在成片的青空下，沐浴在自然光中。
四周庭園空間廣闊，於不同的季節都盛開着芳香四溢的鮮花。擁有難忘的
婚禮。

Crystal Grace Chapel如同其名，新人可透過270度的玻璃觀看大海、藍
天、綠草形成的美景，無界限地感受到大自然。當陽光照射大海，玻璃反
映在教堂裡閃閃發光。新人踏上純白的處女道路，仰望高達17米的天花
玻璃，感覺壯觀宏偉。新人在婚禮後更可在教堂外被譽為「夢之度假區」
裡拍攝浪漫婚照，紀錄這完美的夢幻時刻。

教堂容納人數： 20 位賓客
免費升級：
傳統和服 (白無垢 / 色打掛)

教堂容納人數： 80 位賓客

那須·Epinard 森之教會

福岡 ．Chapel In The Sky

置身森之教會就如在大自然中蒐寶，在草木參天的樹林裡尋找到滿載幸福的
聖潔之路，與愛侶在優雅的小屋中互許愛的承諾。位於東京近效清幽的那須
町Epinard酒店內，森之教會脫俗之餘亦俱備完善配套，是酷愛大自然的您
尚佳婚禮選擇。

藍藍的晴空、無邊的大海、320度的玻璃景色交織而成的一個甜蜜國度，
Hilton特別為新人呈獻這美麗而具大自然氣息的婚禮場地。海洋、繁華的
福岡市以及獨特的教堂設計主題，在這個接近天際的教堂中，締造了出一
個充滿暖意的婚禮儀式。

教堂容納人數：8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1130/1300/1430/1600/1730
免費升級：
1晚酒店、額外攝影 50 張、花瓣雨

教堂容納人數： 100 位賓客
免費升級：
2晚新人蜜月房連早餐

名古屋 ．One O Five
One O Five 教堂以純白色為主調，配上透明光的聖潔之路，新娘拖著白紗在
閃亮的光芒上進行婚禮，讓白紗更引人注目。教堂兩旁的玻璃讓名古屋市景
如同畫像般盡收眼底，新人置身於浪漫唯美的婚禮氣氛中，刻劃出永恆不變
的浪漫回憶。
教堂容納人數：
免費升級：

108 位賓客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及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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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梨縣·葉之教堂·Zona Chapel
葉之教堂「ZONA」位於日本山梨縣(距離東京約2小時車程)，由名設
計師Klein Dytham所設計，於2005年獲得建築設計界最高榮譽D&AD
獎，是日本合法結婚的浪漫之選。
ZONA 在義大利語中代表「聖域」，圓弧形的屋頂下，相互許下誓言。
交疊的兩片樹葉ZONA的外觀，宛若兩片偶然飄落重疊的葉片在此奇蹟
似的相逢。如同在此立誓的彼此，皆是無可取代的最愛。流線型的屋頂
為可開關式，當天頂開啟，空間明亮且綠意盎然，如同天象儀般亮起璀
璨光芒。
教堂容納人數：
婚禮時間：
免費升級：

60 位賓客
1000/1115/1230/1345/1515/1630/1745/
1900 (夜間婚禮需額外費用)
2晚新人蜜月房連早餐、香檳祝酒

山梨縣·St Conifer Chapel 富士山教堂

廣島·La Lumiere Nouvelle

座落於東京富士急高原樂園酒店內的 St Conifer Chapel，可以眺望富士山
的場地。Conifer 是指針葉樹，在花語裡代表「永遠」的意思，喻意山盟
海誓、永遠相愛，為新人的愛情送上永恆的祝福，教堂亦是為此而建成。

緊靠「瀨戶內國立公園」，「La lumiere nouvelle 」飽覽瀨戶內海的全景
，其延伸向大海的主通道是一大特色。天花板3.5米，主通道7.5米，可容
納人數70人，毗鄰廣島格蘭王子大飯店，是一眾新人結婚的理想場地。

教堂容納人數：8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額外攝影 50 張 、現場音樂、鮮花花球

教堂容納人數：70 位賓客
婚禮時間：
無限定
免費升級：
2 晚酒店、額外攝影 50 張

神戶．St. Morgan

宏偉典雅的英國莊嚴的彩繪玻璃大教堂 – St. Morgan – 為新人帶來極不平
凡的動人婚禮。在教堂的聖堂裡，工藝非凡的彩繪玻璃呈現了基督誕生直
至最後晚餐為愛犧牲的感人故事，猶如以愛祝福在 St Morgan 教堂每一對
行禮的新人。此外，新人更可在神戶港拍下完美的婚照，留下美麗日本回
憶。
教堂容納人數： 132 位賓客
免費升級：
現場音樂 (小提琴及管風琴)、鮮花花球、
10 人花瓣雨、可轉穿和服舉行婚禮

17

海外婚禮服務

我們的海外婚禮服務涵蓋多個浪漫地點，不論是教堂、沙灘或古堡式婚禮，
我 們 都 樂 意 為 閣 下 統 籌 。歡 迎 聯 絡 我 們 ， 一 起 策 劃 完 美 感 人 的 海 外 婚 禮 ！

海外婚照服務
我們的海外婚照服務涵蓋多個浪漫地點，不論日本、巴黎、倫敦、希臘、布拉格、
新西蘭、澳洲、關島、 峇里、泰國、韓國、香港、澳門、上海、紐約及意大利，
我們都樂意為閣下統籌。歡迎聯絡我們，拍攝一輯美麗動人婚照！

Your Overseas
Vacations

支持機構

沖繩觀光局

網址: www.YourOverseasWedding.com

電話: 8102 2243

地址: 香港尖東麼地道63號好時中心216-217室 (敬請預約)

電郵: sales@youroverseaswedding.com

旅遊牌照號碼: 353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