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日月潭婚禮 
【日月相映，情定日月潭】 

南投縣 111年度第 45屆集團結婚申請登記須知 

 

一、 活動依據：內政部訂頒「國民禮儀範例」暨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111年度實施計畫辦理。 

二、 婚禮特色：本年度集團結婚結合定情日月潭纜車、愛之船遊艇及幸福巴

士，採陸海空 3D方式活動擴大辦理。 

三、 主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南投縣政府 

四、 協辦單位：魚池鄉公所、南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元首館(大黑松

小倆口公司)、南投台灣麻糬主題館、南投縣私立同德高中、九族文化村

股份有限公司、日月潭纜車股份有限公司、南投縣渡船遊艇商業同業公

會、妮娜巧克力夢想城堡、美利達愛騎自行車中興店、日月潭雲品溫泉酒

店、涵碧樓大飯店、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日月潭大飯店、日月行館、晶

園休閒渡假村、日月潭教師會館、映涵渡假飯店、日月潭碼頭休閒飯店、

日月潭鴻賓大飯店、日月潭經典大飯店、馥麗溫泉大飯店、信義鄉公所、

信義鄉農會梅子夢工廠、水里鄉公所、水里鄉農會、草屯鎮農會、魚池鄉

農會、名間鄉農會、HOHOCHA 喝喝茶、財團法人臺灣省日月潭文武廟、承

億文旅潭日月、南投縣復臨國際實驗教育機構、台灣聯通停車場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本府衛生局、社會及勞動處、警察局、集集分局、家庭教育中

心、新聞及行政處 

五、 婚禮日期：民國 111年 10月 7日星期五（農曆 111年 9月 12日） 

六、 活動地點：當日上午 8 時於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向山遊客中心）出

發。婚禮地點：當日上午 11 時 20 分假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向山遊

客中心）舉行。參加對象及人數：年滿二十歲以上之未婚人士為原則，以

50對為限（以南投縣民優先，對數不足部分依申報先後為序）。 

七、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1 年 9 月 1 日止（額滿為止），逾期不予受理， 



外縣市可以通訊方式向本府民政處報名或逕向各報名地點報名。 

八、 報名地點： 

（一） 本府民政處及各鄉鎮市公所民政課。 

（二） 請受理報名單位將每日受理「對數」以電話（224-6062）或傳真

（222-1220）通知本府民政處宗教禮俗科（無則免），並於次日以

郵寄方式將申請書件寄送本府民政處核辦。 

九、 領取登記須知及報名表：自即日起至 9 月 1 日前向各鄉鎮市公所（民政

課）及本府民政處宗教禮俗科洽領或逕自於本府網站下載列印。 

十、 申請登記應具備書件： 

（一） 報名表 1份。 

（二） 當事人最近一年內 2 吋半身照片各 1 張（請自行各粘貼 1 份於報名

表之照片欄）。 

（三） 當事人雙方報名日前 15 日內申請之個人戶籍謄本（正本）各 1 份

（記事部分不得省略），如另一方為外籍人士，應檢附「單身證

明」，須翻譯成中文譯本並經我駐外館處驗證（正本、影本各 1

份）。 

（四） 當事人雙方國民身分證影本。 

（五） 未年滿二十歲者，須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1份。 

（六） 申請人不克前來辦理時，請於報名表注意事項第 6 點處填寫受委託

人詳細資料並另檢附受託人之身分證正本。 

十一、證婚人及介紹人：由縣長及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處長二人福證，並

請本縣議會議長擔任介紹人。 

十二、主婚人：由結婚當事人雙方家長擔任。 

十三、婚禮報到時間及地點：111年 10月 7日（農曆 111年 9月 12日）星期五

上午 7時至 7時 30分於本縣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向山遊客中心）

報到。 

十四、免費招待部分：當天午餐喜宴以「雞尾酒會」自助方式進行，每對參加



新人及雙方家屬合計最多以 10人為限。 

十五、本次集團結婚贈送每對新人禮品： 

（一） 精美結婚證書 1份。 

（二） 彩色團體紀念照電子檔 1份(提供網路下載)。 

（三） 婚禮進行過程電子檔 1份(提供網路下載)。 

（四） 元首館(大黑松小倆口)提供最新禮盒 1份。 

（五） 南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高級精美禮盒 1份。 

（六） 台灣麻糬主題館提供限定伴手禮禮盒 1份。  

（七） 信義鄉農會梅子夢工廠提供傳遞幸福貓頭鷹禮盒 1份。 

（八） 美利達愛騎自行車中興店單車免費 1小時優惠券 1份。 

（九） 妮娜巧克力夢想城堡提供禮盒 1份。 

（十） 魚池鄉公所日月潭紅茶伴手禮 1份。 

 (十一) 水里鄉農會提供蜂蜜梅醋 1份。 

     (十二) 水里鄉公所在地農特產品伴手禮 1份。 

     (十三) 草屯鎮農會提供錦歡喜米 1份。 

     (十四) 名間鄉農會提供山藥麵線 1份。  

     (十五) 信義鄉公所提供精美特產伴手禮 1份。 

     (十六) 魚池鄉農會提供樂樂杯伴手禮 1份。 

     (十七) HOHOCHA喝喝茶入園貴賓券 1份。  

     (十八)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贈送精美紀念品 1份。 

     (十九) 南投縣政府贈送精美紀念品 1份。 

     (二十)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社會及勞動處、家庭教育中心及民政處戶籍 

            及新住民科禮品各 1份。 

     (二十一)如需前一日（星期四）住宿者，將提供優惠住宿，家屬住宿及用 

           （訂）餐部分提供優惠（如附註） 

十六、保險：本活動參加之新人，當天另有 200萬元額度意外保險金。  

 



十七、注意事項： 

（一） 經核定參加婚禮者，本府於婚禮前 7 日寄發或電話通知相關注意事

項及資料，請密切注意，若未收到，請電洽（TEL:049-2221200）

張先生，另報名後如因事未克參加，請儘快以書面或電話告知，以

利有關作業。 

（二） 新人於婚禮當日，均務必準時參加，俾利婚禮圓滿順利，如無故缺

席者則取消參加婚禮資格。 

（三） 婚禮當日新郎著西裝，新娘請穿著婚紗或禮服，另新娘頭紗、化

妝、捧花及新郎領帶（或蝴蝶結），請自行準備。 

（四） 凡參加集團婚禮之新人，應履行婚嫁節約之規定，不舖張宴客，以

符集團婚禮之目的。 

（五） 自 97 年 5 月 23 日起結婚改採登記制，凡參加本集團結婚活動之新

人，均以戶政事務所完成辦理結婚登記後，方具婚姻之效力。 

（六） 本年度集團婚禮辦理日期、地點如有變更，將另行發布新聞及於本

府網站上公告週知。 

（七） 本活動實施計畫核定後實施，參加人員應自行考量防疫作為，報名

參加，如遇天災不可抗力或疫情擴大時，遵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

示及配合日管處花火節辦理，必要時取消辦理，本府不負責任何報

名損失賠償問題，其餘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之。 

（八） 本次集團結婚將辦理「創意主題婚紗進場」，歡迎各位新人發揮創

意，給自己一個不一樣的婚紗進場，留下一生難忘的回憶，活動時

將遴選 5 對最有創意之新人，獎品為日月潭知名飯店之免費住宿券

1 張（住宿券贊助業者為涵碧樓大飯店、雲品溫泉酒店、日月潭青

年活動中心、日月潭大飯店、馥麗溫泉大飯店、映涵渡假飯店、晶

園休閒渡假村、日月潭教師會館、日月潭經典大飯店、日月潭碼頭

大飯店、日月潭鴻賓大飯店、承億文旅潭日月)。 

 

 



附註：贊助廠商優惠方案，依各廠商為準，請逕洽各廠商。 

 
※ 元首館(大黑松小倆口公司)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電話：049-2918668 

 

※ 九族文化村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電話：049-2895361-1704    

※ 台灣麻糬主題館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電話：049-2255991 

※ 妮娜巧克力夢想城堡 

1. 新人憑證明(日月潭婚禮報名表影本)出示於【Cona’s 妮娜巧克力夢想城

堡】售票亭，購票享九折優惠，入館後，館內購物再享九折優惠，寓意長

長久久。 

2. 營業時間：10:00~17:30 (最後入園時間 17:00) 每周三公休 

3. 電話：049-2919528 

4. 地址：545南投縣埔里鎮桃米路 32號 

5. 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電話：049-2919528-725 

6. 商家保有最終內容之修改權利。 

 

※ 『美利達愛騎自行車中興店』電話：049-2855295 

   親友 8折優惠︰與新人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以店家權宜當時車種提供。 

※ 日月潭教師會館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電話：049-2855991 

1. 新人入住涵曦湖景雙人房，每晚 2,599元(優惠 2間) 

2. 親友入住：住房定價 5 折優惠，桃李緣餐廳用餐享有 9 折優惠(酒水無折

扣)。 

 

※ 經典大飯店 111年日月潭婚禮優惠專案： 

1. 新人入住優惠 

2. 簡約/和式雙人房 NT.3,100元/晚 

3. 提前預約,視營運狀況 升等經典人房范特奇套房 

4. 專案預約聯絡窗口：049-289-9999*7799 

 

※ 『日月潭雲品溫泉酒店』電話：049-2212958 

1. 新人住宿優惠︰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 

2. 婚宴餐飲優惠：雲品渡假婚宴專案 

3. 每桌 NT$23,888+10%起，專案最低桌數 3桌 

4. 滿 20桌以上加贈 



 山景雙人客房乙間(早餐升等 Sky Lounge) 

 香檳塔(含 Gancia Asti乙瓶) 

 試菜乙桌(10人)7折優惠，於喜宴當日折抵 

 親友住宿享有定價 85折優惠 

5. 滿 30桌以上加贈 

 湖景雙人客房乙間(早餐升等 Sky Lounge) 

 香檳塔(含 Gancia Asti乙瓶) 

 試菜乙桌(10人)5折優惠，於喜宴當日折抵 

 親友住宿享有定價 8折優惠 

6. 「雲品渡假婚宴」套裝行程更多詳細內容，請來電洽詢（049）2212958

或光臨雲品網站查詢 www.fleurdechinehotel.com 

※ 『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電話：049-2850070 

新人住宿優惠︰親友住宿優惠︰餐飲優惠︰請來電洽詢 

1. 1、10月 6.7.9日入住不限房型享定價 6折優惠 

2. 10月 8日入住不限房型享定價 7折優惠 

 

※ 『日月潭大飯店』電話：049-2855511 

新人住宿優惠︰ 

1. 住宿優惠：婚禮新人及親友於 10月 6日（四）或 10月 7日（五）入住，

享映月湖景和洋房一泊二食（含早餐、晚餐）5999元之優惠價格。 

▲婚禮新人房特別優惠： 

① 配合集團婚禮活動流程，婚禮新人享住宿延退 4小時優惠。 

（須於下午 3時前完成退房） 

② 婚禮新人房加贈紅酒一瓶。 

③ 婚禮新人飯店至婚禮會場（向山遊客中心）賓士車來回接駁。 

（飯店賓士禮賓接駁車只有二台，若需求新人較多時需排隊等候） 

④ 婚禮新人升等雅緻湖景套房。 

2. 餐飲優惠：婚禮新人及親友享住宿期間全館餐飲消費 9折優惠。 

3. 親友住宿優惠︰ 

① 住宿優惠：婚禮新人及親友於 10 月 6 日（四）或 10 月 7 日（五）入

住，享映月湖景和洋房一泊二食（含早餐、晚餐）5999元之優惠價格。 

② 餐飲優惠：婚禮新人及親友享住宿期間全館餐飲消費 9折優惠。 

婚禮新人及親友享住宿期間全館餐飲消費 9折優惠。 

婚宴酒席專案內容請洽 049-2855511訂席中心洽詢。 

http://www.fleurdechinehotel.com/


  

※ 『日月潭晶園休閒渡假村』電話：049-2898740 

1. 新人住宿優惠︰10/6 優惠每晚純住宿 3,888 不含餐並升等至檜木蜜月房

(價值 7,400)限量 5間。 

2. 親友住宿優惠︰10/6優惠入住每晚純住宿 5,200限量 20間。 

3. 婚宴餐飲優惠：新人憑參加證訂餐優惠:(如親友預定需透過新人參加證訂

餐) 

 新人定席辦理婚宴 10桌以上，招待新人房一間 

 親友參加宴席訂房平日對折、假日九折 

 宴席 8800+10%起 

 戶外宴席 10000+30%起               

 

※ 『馥麗溫泉大飯店』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電話：049-2856698 

1. 新人住宿優惠︰新人蜜月房(房型：經典語湯房 )住宿半價優惠限婚宴前

一晚或當晚及贈送翌日早餐二客(限桌數 10桌以上)。 

2. 親友住宿優惠︰試菜優惠/親友住房優惠試菜 8 折免一成，平日住房 7 折

+10%(含早餐)；住房限婚宴前一天或當天(限桌數 10桌以上)。 

3. 婚宴餐飲優惠： 

 NT$8,999+10%(限平日) 

 NT$1,0999+10%(不分平假日) 

 NT$1,2999+10%(不分平假日) 

 贈高級送客喜糖 

 贈每高級宴會紅酒一瓶。 

 贈果汁暢飲(酒水開瓶計費方式/桌$500) 

 岩盤浴(二階)2人同行第 2人半價 NT$1482(不分平假日) 

預約洽詢：049-2856698 

 

※ 『日月行館』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 

電話：049-2856677 

 
※ 『碼頭休閒大飯店』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 

電話：049-2855143 

  
※ 『信義鄉農會-梅子夢工廠』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 



電話：049-2791949 

 

※ 『水里鄉農會-真梅館』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 
電話：049-2772101 

 
※ 『映涵渡假飯店』 

1. 依當日專案價格，新人住宿，藍月雙人房 3,000 元，僅含早餐，房間升等

晨戀蜜月房。電話：049-2850299 

2. 親友住宿，雙人房 3,000 元，僅含早餐，房間可安排一大床或二小床，餐

飲優惠請洽飯店詢問。 

 

※ 『日月潭鴻賓大飯店』 
依當日專案價格，新人住宿，親友住宿，餐飲優惠請洽飯店詢問。 

電話：049-2855888 

 
※ 『承億文旅潭日月』 

依當日專案價格，新人住宿，親友住宿，餐飲優惠請洽飯店詢問。 

電話：049-2855366王小姐 

 
※ 『南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

電話：049-2734305 

 
※ 『草屯鎮農會』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 

電話：049-2333151-205 

 
※ 『魚池鄉農會』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 

 電話：049-2898453-謝小姐 

 
※ 『南投縣農產運銷公司』優惠方案請洽公司詢問。 

電話：049-2734305吳先生 

 

※  歡迎新人逕洽本活動協辦單位詢問是否提供新人優
惠專案 

 

 



南投縣 111年度集團結婚報名表     

婚禮日期  111年 10月 7日 編號  

申請人姓名   

相片 （粘貼處） （粘貼處）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學歷及現職（服務

單位） 

  

書面聯絡地址 

【請確實填寫住址以利後

續聯絡及贈品寄送】 

郵遞區號：            
 

主要聯絡人 請擇其一為主要聯絡人                      

※ 注意事項： 
1.報名表填寫一份，新人雙方身分證影本（正反面）及照片請自行粘貼，請以正楷字書寫；並

檢附新人雙方個人之戶籍謄本（正本）各 1份。  

2.申請人如一方為外籍人士，應檢附「單身證明」，須翻譯成中文譯本並經我駐外館處驗

證。 

3.本報名表所填、附之資料皆正確無誤，若有偽造情事，願自負法律責任。 

4.本人知悉於 97年 5 月 23日起，婚姻效力成立於至戶政事務完成結婚登記。 

5.現行結婚制度採登記制，新人雙方若要指定 10 月 7 日為結婚日，可於婚禮前 3 日上班日至

任一方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辦理結婚登記即可。 

6.報名期間內可親自（委託）至南投縣政府民政處宗教禮俗科報名或以通訊方式報名（郵寄

地址：南投市中興路 660號  民政處收），如以通訊報名者，則以郵戳日期為憑。 

申請人（新人雙方）簽章： 



愛的小故事(告訴我們浪漫愛情或與南投日月潭相關結合故事及創意

婚紗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