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冲绳度假婚礼

婚礼，是相爱两人互许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日子，也是向

为自己送上美好祝福的亲朋好友们表达“感谢”的日子。

我们在冲绳为新人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婚礼方案，帮您

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闪耀婚礼。

在阳光如泻的白沙沙滩、美丽珊瑚礁的浩瀚碧海的围绕下、

笑容洋溢的乐园婚礼将缓缓拉开帷幕。

邀请全世界的恋人 们光临日本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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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emony
婚 礼 风 格

在碧海蓝天围绕之下、视野开阔的教堂、沐浴在彩色玻

璃柔和光辉中的古典礼拜堂、洁白纯净的沙滩，在太阳

与亲朋好友们的见证下⋯⋯

站在让人悸动的幸福舞台，两位新人相互许下永恒的爱之承诺，

沉浸在无边的感动之中。

实现两位新人梦幻婚礼的

南国度假胜地

彰显个性

各种婚礼风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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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emony

Mode Mariage

甘加拉山谷

An deux fie wedding

LA-VIE FACTORY

身 着 冲 绳 传 统 服 装
琉 球 服 装 婚 礼

身着琉球王朝时代的传统礼服举办婚礼。

留下终身难忘的珍贵回忆。

婚礼、派对、夕阳 尽享乘船周游之趣。

无 人 岛 婚 礼

无人岛

本岛 宫古岛 石垣岛

万国津梁馆

温 馨 的 家 庭 式 款 待
餐 厅 婚 礼

为 携 手 迈 向 崭 新 生 活 的 两 位 新 人 献 上 祝 福

船 上 婚 礼

尽享采用冲绳食材精制

美味佳肴的休闲式婚礼

本岛 宫古岛 石垣岛

本岛 宫古岛 石垣岛

全 身 心 感 受 太 古 的 历 史 与 自 然 的 伟 力

甘 加 拉 山 谷 婚 礼

在钟乳洞遗迹的宽敞空间内，举办一场浪漫神秘的婚礼。

洁 白 纯 净 的 沙 滩 ，
阵 阵 涛 声 是 婚 礼 的 背 景 音 乐

沙 滩 婚 礼

在一望无际的海边，接受太阳与海风的

祝福，铭刻下两人的隽永时刻。

本岛 宫古岛 石垣岛

BIC Bridal

与亲朋好友共同轻松度过极具奢华感觉的特殊时刻。

整 个 酒 店 成 为 两 位 新 人 的 专 属 空 间

酒店包场婚礼

百名伽蓝

5Okinawa Resort  WeddingOkinawa Resort  Wedding4

婚 礼 风 格

在南国的热情岛屿，精心打造一场仅仅属于两位新人的幸福婚礼。

在冲绳举办一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难忘婚礼

Bridal House TUTU冲绳

教堂婚礼的详情请参考P16

一 览 无 际 的 海 景 是 幸 福 的 舞 台

教 堂 婚 礼

圣洁之路的那端，耀眼夺目的碧海蓝天，

象征着二人光明美好的未来。

LA-VIE FACTORY

COUTURE NAOCO WEDDING(Sunmarina Hotel(太阳码头酒店))

本岛 宫古岛 石垣岛

Based on the original comic “Itazurana Kiss” created by Kaoru Tada (C)
Kaoru Tada/minato-pro, Mz-plan
(C) “Itazurana Kiss2-Love in TOKYO” Partners

一吻定情2~Love in TOKYO

韩国电视剧「女人的香气」



Party Plan
派 对 方 案

神圣的仪式之后，便是与亲朋好友分享喜悦的婚礼派对时间。

宜人微风轻轻拂面的花园派对、在餐厅的正式宴会、

明月照耀下的贺宴等等，派对方案丰富多彩。

精选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佳肴尽显大厨手艺，

必能让来宾们大快朵颐。

在南国风情的开阔空间内，

尽情欢笑的

婚礼派对

美味与最佳外景的细致服务

Bridal House TUTU冲绳

Bridal House TUTU冲绳

卡福度假酒店公寓

LA-VIE FACTORY／卡福度假酒店公寓

BIC Bridal

Sunnys Wedding

WATABE Wedding

WATABE Wedding   

Couture-Naoco Wedding

WATABE Wedding

WATABE Wedding   

百名伽蓝

LA-VIE FACTORY／南方沙滩酒店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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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景拍摄将记录下两位新人所描绘的种种幸福瞬间，

宛如电影主角一般展现出最美的一面。对外景地和服装

精益求精，留下一生珍藏至宝的一张照片。

LA-VIE FACTORY

LA-VIE FACTORY

百名伽蓝
COUTURE NAOCO WEDDING

Wedding Location
以浪漫、唯美的方式留下两位新人最灿烂夺目的姿态。

婚 礼 外 景 地

9Okinawa Resort  WeddingOkinawa Resort  Wedding8

LA-VIE FACTORY

LA-VIE FACTORY

The Dream Studio



可爱系、时尚系⋯⋯。精致的装饰和照明，将两位新人的梦想瞬间

永恒地定格在照片中。

千代田 Bridal House 千代田 Bridal House

LA-VIE FACTORY

COUTURE NAOCO WEDDING

LA-VIE FACTORY

LA-VIE FACTORY

LA-VIE FACTORY

LA-VIE FACTORY

LA-VIE FACTORY

LA-VIE FACTORY

LA-VIE FACTORY （拍摄地点/波上宫）

LA-VIE FACTORY

Bridal House TUTU冲绳

百名伽蓝

WATANABE Wedding（拍摄地点/鲜花绽放村）

留下最美一张照片的婚礼外景地

碧蓝的大海与深深相爱的两位新人，

美到极致的构图

层次丰富的美丽碧海、遍布亚热带树林洋溢着生命力的各种植物、

感触历史与文化的世界遗产景点等，冲绳拥有着各种独具魅力的外景地。

请在此留下一生仅此一次的难忘婚礼照片。

闪闪发光宛如宝石般的透明海水衬托两位新人愈发熠熠

生辉，展现光彩照人的幸福表情。

Beach
沙滩

展现南国度假胜地的华丽，

留下令人终生难忘、

色彩缤纷的一张。

Hotel & Tourist facilities
酒店和观光地

在花草锦簇的度假酒店或风格十足的

开阔观光景点，留下1张表情丰富的精

彩照片。

3 Cultural Properties
世界遗产

洋溢琉球的历史风情，
留下戏剧性的一张美照。

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琉球王国时代历史遗迹的

背景中，交织着两位新人永恒不变的爱情。

Loca tion Studio
摄影棚

Loca tion 5 Miyako Ishigaki Island
宫古·石垣

拥有着世界闻名珊瑚礁的大海宛如宝石般潋滟，

热情欢迎两位新人的到来

BIC Br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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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摄影棚内可以拍摄各种风格的照片。

一望无际的透明海水和洁白纯净的沙滩，

争奇斗艳的各式花朵⋯⋯.。

与诉说不尽的岛屿之美，

以期留下美丽照片。

LA-VIE FACTORY



16:00 18:00 20:00
22: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潜水

■玻璃工艺 琉球玻璃村

拍摄地点/恩纳村海域

在酒店的早餐
Deli享用丰盛早餐
这里的早餐大量使用在冲绳

阳光中培育的岛上蔬菜等冲

绳食材，可以在此储存一天

的能量、尽情玩遍整个冲绳。

Deli
冲绳岛富着卡福度假酒店公寓

早 餐 海上运动
说起冲绳的魅力，毫无疑问首推碧蓝的透明大海。这里有

初学者也能愉快体验的潜水及浮潜、海上皮划艇、水上摩

托艇等各种丰富的海上运动项目，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运动，充分体验南国度假心情，挑战一下试试吧。

自然体验
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的南国冲绳，

拥有着充满特色的大自然，保留有众

多珍贵动植物。您可以在山麓徒步与

原生林来次亲密接触，或是逆流而上

在河中徒步挑战自我，或者乘着独木

舟 在红 木丛 林中探险 等，在熟 悉自

然环 境的导游的带 领下，全身心体

验冲绳大自然魅力的项目很受欢迎。

工艺体验
传统的染色技法红型、对空瓶 进行

再 利用制作而成的琉 球 玻 璃、被称

为“YACHIMUN”的陶艺等，冲绳的

很多工艺都拥有着独特的历史。不妨

参 加 能 够 轻 松 体 验 这 些 工 艺 的 项

目，创作一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原创

作品，留下不同以往的旅行记忆。

度假高尔夫
如果是喜欢高尔夫运动的老爸们，那

么度假高尔夫便是最佳选择。在冲绳

独具特色的大自然怀抱中，边欣赏着

壮丽景色，边试着挑战南国特有的草

坪和球路。新郎新娘和双亲还可以一

起打上一轮高尔夫，这种乐趣也是婚

礼结束后的家人专享。冲绳全年气候

温暖，冬季也能尽享高尔夫之乐。

■年糕红豆刨冰

被誉为冲绳版甜甜圈的传统点

心开口笑，以及年糕红豆刨冰，

必能让您的旅行疲惫一扫而空。

甜 点
品尝冲绳传统点心，
享受轻松一刻

大快朵颐品尝冲绳人的
灵魂料理，不留遗憾
品尝冲绳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料理。其中以冲绳汤面最具代表性。

使用小麦粉制作而成的面条，因地

区和店铺而风味千变万化。将塔可

配料堆在米饭上食用的塔可饭是墨

西哥料理的冲绳版本，很有人气。

午 餐

■皮划艇

历史和文化遗产
冲绳拥有着不同于日本的历

史，2000年12月作为“琉球

王国的城堡及相关遗产群”

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首

里城遗址及斋场御岳等县内

9 处 城堡 遗 迹和名胜 ，以 及

讲述冲绳战役真实情况的战

争遗址和资料馆等，都是冲

绳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首里城

大家同乐

婚 礼 次 日
婚礼仪式结束后还能在此享受旅行乐趣，是冲绳独一无二的特色。

为您介绍亲朋好友和来宾都能尽享欢乐的冲绳魅力！

冲绳观光信息尽在 http://www.visitokinawa.jp/tc/ 冲绳物语

Let’s Go!
冲绳观光

冲绳观光信息资讯网站 ■和食

■岛猪料理

■牛排

■宫廷料理

购物
想 要 寻 找 冲 绳 特 色 商

品 ，那么国 际 大 道 绝 对

不 容 错 过 。壶屋陶器 街

上传统工艺的壶屋烧陶

器店鳞 次 栉比 。在号 称

世界最大规模的路上免

税店冲绳DFS环球免税

店 、冲绳 奥 特 莱 斯 购 物

中心Ashibinaa，您可以

尽情购买价位合理的名

牌商品 。家电 量 贩 店和

药妆店也因商品质量好

且种类丰富而成为人气

集中地。

演唱会
冲绳被誉为“艺术之岛”，是各种艺术的宝库。其中使用名

为冲绳三味线的乐器演唱的冲绳民谣是广受冲绳人民喜

爱的表演形式，有很多民谣酒屋可以边观看现场表演边品

尝美酒。另外在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冲绳，摇滚乐也非常

流行。LIVE HOUSE也是夜夜狂欢，热闹非凡。

和着泡盛享用当地食材的冲绳料理盛宴
使用岛豆腐制作而成的“冲绳炒苦瓜”、角煮（五香红烧肉）等猪肉料理都是冲绳

料理中的常见菜。和着泡盛一起享用更是别具风味。琉球王朝时代王公士族们

曾经享用过的宫廷料理以及感受到美国文化的牛排和多国料理等，各种风味美

食必定让您目不暇接。

晚 餐

■冲绳DFS环球免税店

■国际大道

■LIVE HOUSE

■醉乡

推荐给母亲和女性朋友推荐的

项目，就是美容和SPA。欣赏着

眼前一望无际的碧海美景，享受

一段放松时光，更有使用冲绳海

水的Thalasso Therapy（海洋

疗法）以及运用冲绳元素的丰富

项目等，绝对值得您一一体验！

美容和SPA

和风琉球猪排御膳
谷茶湾丽展海滨公园酒店
(Rizzan Sea-Park Hotel Tancha-Bay)

岛猪涮火锅
军事医学科学院美人蕉度假别墅酒店
(AMMS Hotels CanNa Resort Villa)

特 产 礼 品
想要的商品一应俱全
从实用型商品到游乐性十足的商品，想要购买让对方开心的特产礼物，

不妨去专卖店或是展销店转转吧？

AKAGA-RA

红型杂货 宛如宝石般的岛上水果鲜果酱 草本乳液

冲绳县产木制凉拖 泡盛 金楚糕

■冲绳美丽海水族馆

主题公园
世界最大的“冲绳美丽海水族馆”、能够最近距离欣赏艳丽海中

景致的“海中展望塔”、诉说着昔日生活与文化的“琉球村”、因

东洋第一大钟乳洞而闻名的“玉泉洞”等，能够了解冲绳历史、

历史与文化的体验型主题公园，一定能够让您全家欢乐开怀。

■冲绳汤面

■SPA UMIKI

■壶屋陶器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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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z e l  &  W i l s o n

・Wedding Date: Jun, 24, 2012

・Wedding Church: Lazor Garden

Tha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It is my dream 

wedding indeed. The Lazor Garden just look like a 

ca s t l e ,  w i th  a  beau t i f u l  and  un l im i t ed  beach  

s cenery,  the  wedd ing  was  in  a  ve ry  peace fu l  

a tmosphere .  We  bo th  indu lged  in  th i s  happy  

moment.  People there are all very welcoming and 

helpful. Afterall, we felt very grateful to be there, 

with all those staff.

R a y m o n d & G l e n d y

・挙式日：2012年10月4日

・挙式会場：OKUMA FELICIA教堂

新 娘 E r i k a  a n d  老 公 名 E d w i n2013.5.10 Okuma教会
婚礼当天化妆师和婚礼代理公司的负责人都非常热情，都是笑脸相迎。之间出了一个小插曲，我老公竟然把白衬衣忘记带来日本，教堂的工作人员为我免费提供了一件非常棒的衬衣，我个人感觉比国内花好几百买的衬衣还有造型，非常满意。所以我要感谢化妆师把我的造型做得那么美丽，感谢神父为我们主持了一场庄重圣洁的婚礼，感谢教堂里的所有员工和摄影师帮我忙前忙后，尽量满足我所有的拍摄要求，真的很辛苦又从不会有怨言和不耐烦的容颜。感谢我们婚礼负责人从我出国前到婚礼结束的完美对应。感谢冲绳本土居民在我整个蜜月旅行中留下了非常亲切的回忆。日本的服务行业我敢肯定高于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专业，敬业。所以我的选择没有错。冲绳，等着我，有一天我还会去拥抱你。

E a s o n ＆ F l o r a

挙式日：2011年7月11日

挙式会場：沖繩艾葵雅教堂

D a n i e l & G i n a
・挙式日：2012年10月11日　・挙式会場：LAZOR GARDEN ALIVILA

实际在冲绳完成了度假婚礼的

各对新人们都寄来了充满

幸福感的喜悦之声。

OKINAWA RESORT　　　　　  　WEDDING REPORT

A l e x & M i z u h o
・挙式日：2011年3月26日
・挙式会場：沖繩艾葵雅教堂

易 光 ＆ 沛 理

・挙式日：2012年6月15日

・挙式会場：沖繩艾葵雅教堂

K r i s  &  N i c h o l a s・Wedding Date: Aug 5, 2012
・Wedding Church: Lazor Garden

It was raining heavily with strong 

w ind  on  our  Wedd ing  Day,  bu t  

thanks to the hard work of all the 

l o c a l  s t a ff ,  o u r  w e d d i n g  w e n t  

smoothly.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 

service of the staff, they are very 

p ro fess iona l  and  f r i end ly .  The  

v iews of  Lazor  Garden are  very 

beautiful, and we all including our 

guests  appreciate i t  very much.  

Now we are in love with Okinawa!

The process of Legal Registration 

was very smooth and convenient!!

M r .  T A M  K w o k  K a n ＆ M s .  H O  L i  L y

挙式日：2012年9月25日　　挙式会場：AQUA GRACE

Wong Hock Man (Glen)＆YUEN Shou Man (Ivy)・挙式日：2012年8月31日・挙式会場：AQUA GRACE

在香港、台湾、上海、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设有销售冲
绳度假婚礼商品的经销店。请直接前往经销店洽询。如果您
所在地区没有经销店，也可以通过邮件垂询或预约。（部分
公司无法提供中文服务。如果公司的垂询栏内无中文标志，
请使用英文联系咨询。）

选择会场或婚礼风格时，

要去哪里咨询或进行预约呢？

请勿担心语言问题。冲绳度假婚礼商品经销店与冲绳当地
负责人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并有会说中文或英文的工作人
员。请放心地前来冲绳。

很担心是否会有语言障碍。

经验丰富的全体工作人员会竭诚为您提供服务予以应对。万一遇到台风
将至，可以调整时间来举办婚礼等，工作人员会尊重两位新人的意见，
并在当地予以应对。

如果婚礼时遇到大雨或台风怎么办？

平均是在具体准备工作开始前，提前4～5个月进行预约和
申请。有些日子是取消和预约集中的热门时段，因此建议
提前预约和申请。由于不是直接面对面而是通过电话或邮
件进行协商，稍微会花些时间，因此留足时间进行准备更
令人放心！

申请时间和准备期间有什么规定吗？

位于海外各地的冲绳度假婚礼商品经销店的工作人员及当地工作人员
相互间密切交流信息，努力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保证新郎新娘和嘉宾
能够顺利迎来婚礼当天，敬请放心。

没有时间去实地考察，所以觉得担心⋯⋯

婚礼所需费用，一般主要包括旅费（机票和住宿费）以及向婚礼策划公
司支付的费用。详细内容请垂询各冲绳度假婚礼商品经销店。

想要了解所需费用和费用明细。

冲绳的年平均气温为22.7度。全年都可以举办婚礼。最适合举办婚礼的
季节是2月～7月，以及9月～12月。

在冲绳举办婚礼的热门季节是什么时候？

冲绳至香港约需2小时20分钟，至上海约需2小时，至台北
1小时15分钟，至首尔约需2小时15分钟，是与亚洲各地近
在咫尺的南国乐园。由于路程时间短，不会对年纪大的嘉
宾造成很大负担，如果选择酒店内的教堂举办婚礼，移动
起来也很方便，能够举办一场让年纪大的嘉宾也不会感到
负担的度假婚礼。

婚礼时想要邀请年纪大的宾客参加，可以吗？
在冲绳，婚礼和婚宴结束后也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方案可供选择，是
最佳蜜月胜地。最受欢迎的度假方式是在冲绳美丽海水族馆或首里
城等地观光、体验美容和SPA、享受海上运动、前往离岛参加当天来
回观光旅行、在各地的主题公园感受冲绳文化等。购物方面，您也可
以在百货店、家电量贩店和药妆店购买日本制造的高品质商品。化
妆品也很受女性青睐，您还可以在免税店享受购买高级品牌商品的
购物乐趣。另外全年都能尽享高尔夫运动也是冲绳独一无二的优
势。

婚礼次日都有哪些项目？

冲
绳
度
假
婚
礼

夢幻般的費利西亞教堂婚禮，實現我的

童話婚禮夢想!

今年我選擇在沖繩的費利西亞教堂,完

成了童話故事般的婚禮!

白色乾淨的休息室,充滿海洋悠閒的布

置,浪漫特別的小物,歐式浪漫風格的梳

妝室,以及教堂專屬婚禮團隊由新娘新

郎整體造型到整個婚禮儀式進行都超乎

我想像中的美好!

結婚至今一年多，那天7月11日美好回

憶仍然迴盪在我倆心頭，這趟海外婚禮

不只有帶給我們新人幸福氛圍，更重要

的是讓我們家族成員帶回滿滿的感動，

也讓我們的成長過程中的好朋友們再一

次重現青春活力!真的很感謝華德培團

隊與Sammie 帶給我們的這美好的一切!

日本婚禮現場工作人員都非常地幫忙，化妝師很專業，她幫我化的妝比我訂婚時新秘所化的妝都美;攝影師很風趣幽默，說他在國外待過，攝影技巧一級棒!超專業的。從我們婚禮彩排以至到海灘拍照，大家都對我們很好，出動了很多的工作人員來協助我們拍照，真的謝謝全體工作人員!以旅遊行程來說，沖繩可以玩的地方多元(有海邊、水上活動、古蹟、海博館、國際通......等等。既然我決定辦海外婚禮，我真的希望自己的教堂、婚禮是最特別的啦! 這一趟海外婚禮讓我們很難忘，當天的一切真的為我們帶來最美好的回憶!(圖片見夾帶檔案)

身為日本人的我，夢想著婚禮一定要在海邊舉行, 因此與台灣籍的未婚夫決定在沖繩。當我站在教堂門前，父親對我說「恭喜妳」時，我的淚，不停的流了下來...教堂門開啟，映入眼簾的是蔚藍的天空與海洋、我最愛的家人、未婚夫的家人，聽著歌手現場演唱，當下感到無比幸福，一輩子都無法忘懷！！因大家分隔兩地，一想到要準備婚禮的事就覺得辛苦...幸好有華德培婚禮所有工作人員全力協助，特別是我們的婚顧~小逼的細心服務，讓一切順利進行。
結合新人、家人、婚禮＋α的快樂沖繩婚禮，真心推薦給即將步入禮堂的你/妳!!

「為何要到沖繩結婚？」    這是大家最

常問的問題。 除了想擁有個不一樣的

浪漫婚禮外，也想省去訂結婚儀式，卻

可留下一輩子難忘的回憶。趁這次婚

禮，帶著辛苦的家人還有我的朋友們一

起旅行~  讓大家真正成為一家人。 這

次婚禮讓大家留下非常棒的回憶，還說

下次有人結婚 要比照我們模式舉辦!!!!

感謝華德培NANCY的幫忙,我們的需求 

她都能盡量告知日本~

首先要多謝watabe wedding 給我一個好漂亮的教堂、令我倆有一個甜蜜而幸福

的難忘婚禮、絕對是心中dream wedding~在此更加要多謝fanny , 感謝給予很多

專業寶貴的意見、當中沒有過份推銷、耐心因應我們的喜好而作出最合適的

安排~忠心多謝妳fanny~~最後同樣要感謝沖繩當地的工作人員及化粧師、在炎

熱的天氣下、她們倆不辭勞苦地照顧我們、無論在教堂內外、怎致沙灘上都

照顧很週到、貼心、很友善。教堂裡面裝了很多隱藏鏡頭、鏡頭內各人也真

情流露。由於行程編排得暢順、到達當地沒有出現任何不安感覺、去政府做

合法註冊程序十分流暢、因為有專人配合和我們一同去、所以沒有出現沒法

溝通的狀況，在此多謝幚助過我們的每一位、尤其是fanny、當地在身邊的翻

譯及化妝師、我們一生也會記得妳們、妳們繼續加油呀!

沖繩給了我們完美難忘的婚禮，回味當地的一切：藍天白雲，陽光海灘，白色的小教堂，友善的沖繩人。
WATABE 工作人員的親切服務，細緻的安排，令我們和賓客能夠簡簡單單地盡情享受婚禮的歡樂時光。  能夠在美麗的沖繩展開我們人生的新一章，真的非常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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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r .  PA R K  TA E J I N  & 　 M s . L E E  I N H E E
・挙式日：2013年10月18日　・挙式会場：OKUMA FELICIA教堂눈부시게 아름다운 노을 속에서 우리는 부부가 되었다.평소 결혼식은 조용하고 성스럽게 하고 싶다고 생각해서 해외 채플 
웨딩을 선택했다. 담당해 준 한국측 웨딩회사에서 준비 과정을 꼼꼼히 
챙겨주어 아주 편했고 오키나와의 스태프 분들도 친절하고 정성스럽게 
식을 진행해 주셔서 모든 것이 완벽했다. 노을을 배경으로 가족들의 
축복 속에 올렸던 오쿠마 채플에서의 웨딩은 내 평생 가장 아름다웠던 
기억으로 남을 것이다. 누군가가 나에게 해외 채플 웨딩을 어떻게 
생각하냐고 묻는다면 주저 없이 이렇게 말할 것이다. 망설이지 말라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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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堂望出去，是一望无际的水平线与无垠碧空。

宽敞的占地、多彩的设计，实现梦想的乐园婚礼。

KANUCHA STELAR CHURCH

释放五感尽情享受婚礼度假

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听觉五感尽情感受婚礼。

伸向大海的屋顶，象征着展翅高飞的跑道。 冲绳的自然与光线演绎一段难忘时
光。

星光与花卉装饰的教堂彩色玻璃熠
熠生辉，守护着神圣宣誓时刻。

铺满白沙的玻璃圣洁之路

兼设的宴会厅均为海景厅。 闪烁海蓝色光辉的大海与晴空为您祝福
豪华地理位置

EinesVilla di Nozze Okinawa

［Kanucha Bay Hotel Villas内］

Bridal House TUTU Okinawa问

tutu-okinawa@tutuwedding.comE-mail

http://www.resortwedding.net/okinawa/URL

长约1km的沙滩近在眼前的水晶教堂 2016年全部翻新

OKUMA FELICIA CHURCH
［JAL私人度假村OKUMA内］

12m·水晶圣洁之路 最多 50名容纳人数

地 国头村字奥间913

E-mail 日、英、中服务语言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10m 玻璃圣洁之路

地 名护市字山入端潮平川原361

COUTURE NAOCO WEDDING问

okinawa@couture-naoco.comE-mail

http://www.couture-naoco.com/URL
日、中服务语言

13m 大理石 最多50名圣洁之路 容纳人数

地 名护市安部156-2

Bridal House TUTU Okinawa问

tutu-okinawa@tutuwedding.comE-mail

http://www.resortwedding.net/okinawa/URL

E-mail 日、英、中服务语言

最多40名容纳人数

枝形吊灯与美丽大海让两位新人愈发光彩照人。

位于高台上，不论潮起潮落，都能尽享美丽海景。

专用化妆间，打造最美婚礼妆容！ 在最佳外景地留下珍贵的一张照片。

山丘之上，晴空与大海为两位新人送
上祝福。

集团公司间紧密合作，提供集团酒店内的餐厅
等服务，值得信赖

360度开放景致，海洋与天空交相辉映的婚礼

CHAPEL DIAMOND OCEAN
钻石海洋教堂

8m 大理石圣洁之路

地 恩纳村名嘉真雅西原2591-1

BIC  Bridal问

okinawa-de-wedding@bic-okinawa.co.jpE-mail

http://www.bic-okinawa.co.jp/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冲绳海洋丽晶酒店(Okinawa Kariyushi Beach Resort Ocean Spa)内］

最多60名容纳人数

名为海之宝石的海边教堂

Marine Bijou ［喜濑沙滩宫殿内］

7m 白色大理石圣洁之路

32名容纳人数

地 恩纳村濑良垣2260
问 Watabe Wedding 上海分公司

cn.info@e-okinawa.tvE-mail

http://www.watabe-wedding.com.cn/URL
日、中服务语言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美之教会已于 2017年 1月 3日正式开幕

首座位于冲绳东部之最新教堂 占地一万坪 想体验美之教会的魅力

被美之海与森林环绕的秘境

The Ginoza Resort 美之教会

地 冲绳县国头郡宜野座村惣庆396-398-1182

15m 大理石圣洁之路 最多60名容纳人数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问 ARLUIS WEDDING
arluistw@goodluck-corp.comE-mail

http://arluiswedding.com/zh-tw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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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白色外观与碧海翠绿交相辉映，见证永恒之爱。 [水 ]和 [光 ]的教堂于 2017年
2月装修开幕

享受能看到大海的拍照专用的大型沙发

12m 大理石圣洁之路

最多60人容纳人数

碧蓝大海怀抱中宛如珍珠般灿烂的教堂

酒店与教堂都位于恩纳村的小小山丘上。

白墙与玻璃围绕而成的教堂，可以从圣坛眺望
碧海蓝天

典礼后，在花园切婚礼蛋糕或打开
香槟的活动也很受欢迎。

感受冲绳的碧海蓝天，举办专属的仪式

10m 瓷砖圣洁之路 座席  30个容纳人数

地 恩纳村字富着志利福地原246-1
问 卡福度假酒店公寓

kafuu-wedding@kpg.gr.jpE-mail

http://www.kafuu-okinawa.jp/en/URL
日、英服务语言

Kafuu蓝色教堂
［卡福度假酒店公寓内］

Aqualuce Chapel
［全日空万座海滨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ANA Manza Beach Resort)内］

地 恩纳村字濑良垣2260

13m 大理石圣洁之路

建在800m长的沙滩边的教堂，兼设有婚宴厅。

地 恩纳村字谷茶1496(Rizzan Sea-Park Hotel Tancha-Bay)内］
问 千代田BRIDAL HOUSE

cn@okinawa-weddingisland.comE-mail

http://www.le-angemarry.com/URL

［谷茶湾丽展海滨公园酒店(Rizzan Sea-Park Hotel Tancha-Bay)内］

日、英、中服务语言

前方 5m处就是一片长达 800m的天然沙滩。 圣坛正上方的琉球彩色玻璃窗熠熠生辉 在婚宴空间，落坐后可以眺望与视线等高的水平线。可举办私
人派对。

Le angemarry Chapel

教堂庄严的钟声回荡在清澈的天空之中。

能够看到冲绳海岸国之公园万座毛的正统派教堂。

静静伫立的玻璃教堂，依偎在珊瑚礁大海的怀抱中

Coralvita Chapel
［全日空万座海滨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ANA Manza Beach Resort)内］

地 恩纳村字濑良垣2260

13m 大理石圣洁之路 最多40人容纳人数

最多80～100名容纳人数

依托广袤大海，在神圣之丘敲响钟声，祝福全新的开始。

雨天时在本馆会准备好走廊。 碧海蓝天所环绕的室外教堂

每天仅限一对新人，充满私人空间感的度假婚礼

神圣之丘 地

地 国头郡宜野座村汉那397-1

军事医学科学院美人蕉度假别墅酒店（AMMS Hotels CanNa Resort Villa）问

info@cannaresort.co.jpE-mail

http://www.cannaresort.co.jp URL
日、英服务语言

［美人蕉度假别墅酒店内］

7.5m 瓷砖圣洁之路 最多30名容纳人数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仪式後在教堂前的天然海滩享受美景拍照

在冲绳少见的沙滩旁花园、一个场地多
种风格

最亲近冲绳自然风光的度假胜地

蓝月教堂

地 恩納村前兼久1203 Hotel Moon Beach, Bridal Salon

BRIDEs SCENE问

oka@bridesscene.co.jpE-mail

http://bridesscene.co.jpURL
日、中、英服务语言

［Hotel Moon Beach］
8m 瓷砖圣洁之路 最多30名容纳人数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问 Watabe Wedding 上海分公司
cn.info@e-okinawa.tvE-mail

http://www.watabe-wedding.com.cn/URL
日、中服务语言

问 Watabe Wedding 上海分公司
cn.info@e-okinawa.tvE-mail

http://www.watabe-wedding.com.cn/URL
日、中服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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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名称寓意“神圣海边”。

亚热带的绿色植物环绕的红色屋顶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教堂。

伫立在伸向大海的海岬上，仿造地中海的洁白
外观令人印象深刻。

可以穿着婚纱与海豚合影的私人定制海豚婚礼
（可选购项目）

洋溢着纯洁神圣的气氛。 还可以举办日式神前婚礼或市民婚礼。

12m 琉球玻璃圣洁之路

最多50名容纳人数 

地 恩纳村山田3425-2
问 Bridal House TUTU Okinawa

tutu-okinawa@tutuwedding.comE-mail

http://www.resortwedding.net/okinawa/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玻璃圣坛的对面便是无限的天空与大海，
静静伫立在海角之上的洁白教堂 2016年全部翻新

RENAISSANCE RIBERA CHURCH
［冲绳万丽度假酒店 (Renaissance Okinawa Resort)内］

在一片南国风情中举办家庭式婚礼

CHAPEL BIANCA

10m 大理石圣洁之路

最多80名容纳人数 

8m 化玻璃圣洁之路

最多50名容纳人数 

［冲绳残波岬皇家度假酒店内］

地 读谷村宇座1575
冲绳残波岬皇家度假酒店问

znp-bianca@daiwaresort.co.jpE-mail

www.daiwaresort.jp/okinawa/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从地面14层的高度眺望大海与蓝天的

天空教堂&花园婚礼

从繁花似锦的地上 14层欣赏的绝佳全景观

在海边教堂前的沙滩拍摄婚纱照

天空花园 奏响爱之歌的婚礼钟声

Beachside Sky Chapel OKINAWA

地 北谷町北谷2-16-1 Beachside Condominium
问 Sunnys Project 婚典事业部

sunnys.wedding12@gmail.comE-mail

http://www.beachside-sky-chapel-okinawa.com/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在凉亭打开香槟尽情干杯！

时尚英伦风格的壮丽礼拜堂。

高雅白色外观与碧海翠绿交相辉映，见证永恒之爱。

经典壮丽与现代创意完美融合的英伦风格教堂。

16m 大理石 最多70名圣洁之路 容纳人数 

地 国头郡恩纳村富着1550番地1
问 Bridal House TUTU Okinawa

tutu-okinawa@tutuwedding.comE-mail

http://www.resortwedding.net/okinawa/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MONTEREY LUMER CHURCH
［冲绳蒙特利酒店度假村（HOTEL MONTEREY OKINAWA SPA & RESORT）］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所有客房均为海景房的太阳码头酒店内部

26m的圣洁之路一直延伸到可以看见大海的圣坛，是最佳的婚礼舞台。

蓝绿色大海尽收眼底的婚礼舞台！

SUN MARINA WEDDING

最长26m圣洁之路

最多40名容纳人数 

地 国头郡恩纳村字富着66-1

［太阳码头酒店（Sunmarina Hotel）内］

COUTURE NAOCO WEDDING问

okinawa@couture-naoco.comE-mail

http://www.couture-naoco.com/URL
日、中服务语言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10m 玻璃

最多40名

圣洁之路

容纳人数 

玻璃与大理石环绕，与自然完美融合
的美丽教堂。

可以饱览美丽海平面的露台
琉球玻璃铺成的圣洁之路仿佛一直延伸至美丽的大海

玻璃圣坛的前方绵延不断的大海和天空共同送上祝福

ARLUIS SUITE 海之教堂

地 恩纳村字山田3085-1

ARLUIS　WEDDING问

okinawakg@goodluck-corp.comE-mail

http://www.arluis.com/zh-tw/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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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蓝色大海一望无际，在舒适的空间里举办婚礼，让你梦想成真。

2015年 9月焕然一新，空间更加舒适精致。

白墙与红色尖顶的秀丽教堂与大片绿色相互辉映。

拥有闪耀着白蝶贝光茫的幸福之路的独立型教堂

还可在酒店内拍摄婚纱照 从圣坛隔窗可以眺望到东海。

13m 大理石圣洁之路

最多60名容纳人数 

冲绳的阳光与海风送来祝福，

令人感动的度假婚礼

Aquagrace Chapel

在Hotel Nikko Alivila举办一场无比幸福的婚礼

ALIVILA GLORY CHURCH

14m 红底白色点缀圣洁之路

最多100名容纳人数 

［Hotel Nikko Alivila内］

阳光如泄的玻璃礼拜堂 所有人都洋溢着微笑，共享幸福瞬间。

追求极致的满足感，
整个酒店都能欣赏到美丽海景

LAZOR GARDEN ALIVILA

12m 水晶圣洁之路

最多60名容纳人数 

［Hotel Nikko Alivila内］

地 读谷村字宇座675

地 读谷村字仪间614

Bridal House TUTU Okinawa问

tutu-okinawa@tutuwedding.comE-mail

http://www.resortwedding.net/okinawa/URL

E-mail 日、英、中服务语言

地 读谷村字仪间600

Bridal House TUTU Okinawa问

tutu-okinawa@tutuwedding.comE-mail

http://www.resortwedding.net/okinawa/URL

E-mail 日、英、中服务语言

高出一个台阶的圣洁之路让新人在接受祝福的瞬间显得更为美丽动人。

实现梦寐以求的酒店婚礼

位于本岛中部的地理位置，距离机场的交通非常便捷，又靠近城市及海边，也是婚礼结
束后活动的不二选择

闪烁着白色光辉的圣洁之路

蓝色照明打造神秘氛围
的教堂

可举办 660名客人婚宴的宴会厅

15m 电照明式 最多90名圣洁之路 容纳人数 

地 宜野湾市真志喜4-1-1
问 拉古纳花园酒店 婚典部

bridal@laguna.co.jpE-mail

http://www.laguna.co.jpURL
日、英服务语言

Laguna Chapel
［拉古纳花园酒店内］

光辉灿烂的洁白市民教堂

Crystal Rose Chapel
18m圣洁之路

最多60名容纳人数 

地 那霸市西3-3-1
问 千代田BRIDAL HOUSE

info@okinawa-weddingisland.jpE-mail

http://www.crystalrose-chapel.com/URL
日、英服务语言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问 Watabe Wedding 上海分公司
cn.info@e-okinawa.tvE-mail

http://www.watabe-wedding.com.cn/URL
日、中服务语言

10m 马赛克玻璃 最多62名圣洁之路 容纳人数 

Voyage de lumière Chatan Resort
［光之旅北谷度假酒店］

仿照船型的时尚教堂&宴会厅

在北谷美浜诞生

地 冲绳县
问 光贵梦幻星光婚典

wedding@fanta-okinawa.comE-mail

http://www.fantawedding.jp/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华丽的蔚蓝大海在圣坛前铺开，教堂造型仿佛一艘豪华客轮

自然时尚派宴会厅适合举办各种风格的宴
会

眼前广袤的美丽大自然为两位新人献上
祝福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婚礼仪式前家人朋友可以享受放松的休
息室

中头郡北谷町美浜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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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在小小山丘上的洁白教堂拥有优雅和时尚空间的蓝色天空独立式教堂

教堂位于酒店境内，典礼结束后可以悠然度过小岛休闲时光。

碧蓝大海所环绕着的日本最南端的教堂 [石垣婚礼 ]

以南十字架星座命名的日本最南端教堂

Crudesur Chapel

10m 玻璃圣洁之路

最多40名容纳人数 

［全日空洲际石垣岛度假酒店内 (Intercontinental ANA Ishigaki  Resort)内］

一览美丽大海的全玻璃开放式空间

距离机场仅20分钟车程，非常便捷。还提供婚宴和住宿服务。

距离机场20分钟车程 价位合理&品质上乘

Sea Shell  Blue

8m 大理石圣洁之路

最多50名容纳人数

［冲绳南方沙滩酒店度假村内 (Southern Beach Hotel Resort Okinawa)内］

地 石垣市真荣里354-1

极尽奢华的豪华婚礼

ALLAMANDA CHAPEL

10m 大理石圣洁之路

最多40名容纳人数 

［ALLAMANDA Shigira Bayside Suite内］

被米其林指南评选为日本3颗星景观地的地区。 感受着南国的海风，接受祝福。 2009年6月举办了献堂仪式的日本最西端的教堂。

全身心感受冲绳的大自然，迎接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St.Kabira Church
［石垣岛海滨酒店内］

最长8m圣洁之路

最多20名容纳人数 

地 石垣市川平154-12
COUTURE NAOCO WEDDING问

okinawa@couture-naoco.comE-mail

http://www.couture-naoco.com/URL
日、中服务语言 

地 宫古岛市上野字新里926-25

10m 大理石 60名圣洁之路 容纳人数 

在眺望太平洋的山丘上，许下爱的誓言

St.Andrew's Chapel

地 西原町字津花波431　

地 糸满市西崎町1-6-1冲绳南方沙滩酒店度假村内 (Southern Beach Hotel Resort Okinawa)内 地

Petit Wedding（小型婚礼）冲绳店问 问

japan@la-viephoto.com E-mail

http://www.la-viephoto.com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鲜艳的教堂玻璃展现出宫古岛的丰富植物 处于翠绿小山丘上，
可欣赏宫古岛大海的美景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问 Watabe Wedding 上海分公司
cn.info@e-okinawa.tvE-mail

http://www.watabe-wedding.com.cn/URL
日、中服务语言

问 Watabe Wedding 上海分公司
cn.info@e-okinawa.tvE-mail

http://www.watabe-wedding.com.cn/URL
日、中服务语言

问 Watabe Wedding 上海分公司
cn.info@e-okinawa.tvE-mail

http://www.watabe-wedding.com.cn/URL
日、中服务语言

奢华的绝景空间

以福木叶为主题设计的教堂

由设计师亲精心手打造可一覧绝佳海景的教堂

冲绳 

8m聖潔之路

最多50名容納人數

ORION 本部酒店 水疗及渡假酒店

本部町备濑１４８－１

ARLUIS WEDDING
info@arluis.comE-mail

http://www.arluis.com/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希　伊教會罒夕

宽敞明亮的宴会会场「Alam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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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人打扰、仅属于两位新人的私人定制婚礼

可以眺望碧蓝璀璨大海的婚礼会场 冲绳屈指可数的部濑名岬

Bankoku Shinryokan Okinawa问

bridal@shinryokan.comE-mail

http://www.shinryokan.comURL

每天1对新人的私人定制度假

万国津梁馆
11m·大理石圣洁之路 最多60名容纳人数 

地 名护市喜濑1792番地

E-mail 日、英服务语言

在大海与富饶自然的怀抱中，
与宾客共度幸福婚礼

THE BEACH TOWER OKINAWA

根据两位新人的婚礼主题相应进行会场
布置很受新人欢迎

拥抱冲绳碧海蓝天的幸福婚礼 地理位置非常便捷，同时也是很受游客欢迎的度假酒
店

11m

最多30名

圣洁之路

容纳人数 

大海与天空交汇的风景，与两位新人的未来重叠在一起

浜比嘉纪念日

准备了令人难忘的舞台来代替洁白教堂 与所有宾客分享充满惊喜的感动

［浜比嘉岛度假酒店内］

最多80名容纳人数 

地 URUMA市胜连比嘉202

梦幻代理人（DREAM AGENT）问

hamakawa@gwk2.net（日）·tei@gwk2.net（中）E-mail

URL http://www.dream-agent.info/URL
日、中服务语言

地 中头郡北谷町美浜8-6

光贵梦幻星光婚典（Fantasista Wedding）问

wedding@fanta-okinawa.comE-mail

http://www.fantawedding.jp/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冲绳沙滩塔酒店］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问 谷茶湾丽展海滨公园酒店(Rizzan Sea-Park Hotel Tancha-Bay)
bridal@rizzan.co.jpE-mail

http://www.rizzan.co.jpURL
日、英服务语言

在大海的衬托下，两人的幸福 TIME拉开帷幕。

梦幻的空间和光线相互交织，度过无比幸福瞬间的烛光婚礼

柔和烛光轻轻摇曳，在浪漫温馨的氛围中

举办两位新人专属的甜蜜仪式

RIZZAN烛光婚礼
［谷茶湾丽展海滨公园酒店(Rizzan Sea-Park Hotel Tancha-Bay)］

地 国头郡恩纳村字谷茶1496

15m 针刺毡地毯圣洁之路 最多50名容纳人数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演绎两位新人迈向全新生活的美满时刻。

酒店大厨的招牌婚礼蛋糕。
鲜艳的蛋糕装饰绝对吸引人的眼球。

挑高天井，以琉球玻璃等冲绳特色元素精心装饰而成的开放空间。

两位新人精挑细选的宴会元素让气氛
更加热烈。

让大家都感受幸福的考究餐厅婚礼

MERCURE OKINAWA NAHA
［冲绳那霸美居酒店］

地 那霸市壶川3-3-19

冲绳那霸美居酒店问

 H8725-SL2@accor.comE-mail

http://mercureokinawanaha.jp/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100名容纳人数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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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

美丽外景的无尽精彩，开放的空间背景

可在婚车内部的特别空间拍摄婚纱
照

以理想婚车为背景的婚纱照，或者利用桥梁等，
婚纱照种类丰富多彩

地 冲绳县那霸市曙2-24-13  曙冲商大厦6-A

约5m ※仅限在沙滩举行婚礼的情况

无设定※主打室外和外景婚纱照商品

圣洁之路

容纳人数 

加长款豪华婚车，让灰姑娘的梦想成真！

Cerulean blue

株式会社蔚蓝（Cerulean blue）问

info@cerulean-blue.co.jpE-mail

http://www.cerulean-blue.co.jpURL
日、英服务语言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蔚蓝］

L lota wedding

能够衬托女性之美的众多摄影点

所有客房均为豪华套房，并附有私人泳池

提供机场接送服务顶级食材的盛情款待

&hana-stay wedding Panacea wedding

地 冲绳县国头郡今归仁村古宇利466-1

在“恋之岛·古宇利岛”发誓永远的爱

冲绳 One Suite 度假酒店（One Suite Hotel & Resort）

合同公司 One Suite问

1suitewd@gmail.comE-mail

http://www.1suitewedding.com/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料理铁人坂井主厨  精致法式临海餐厅
独栋别墅婚礼会场

Okinawa La Rochelle

绿意盎然的庭园全新开张的独栋别墅婚礼会场 日本知名婚摄公司为您掌镜

地 沖縄県国頭郡恩納村仲泊1329-2
LEC CO.,LTD  LA-VIE PHOTOGRAPHY问

japan@la-viephoto.comE-mail

www.la-viephotography.cn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大海与天空交汇的风景，与两位新人的未来重叠在一起

ORIENTAL HILLS OKINAWA

20名容纳人数 

地 冲绳县国头郡恩纳村瀬良垣79-1

BRIDEs SCENE问

oka@bridesscene.co.jpE-mail

http://bridesscene.co.jpURL
日、英、中服务语言

海景 独立型 化妆间 撒花庆贺

婚宴会场 自然光线 风琴演奏 夜间婚礼

提供住宿

约5m ※仅限在沙滩举行婚礼的情况

无设定※主打室外和外景婚纱照商品

圣洁之路

约13m圣洁之路

容纳人数 

7ｍ·大理石

·大理石

40名

圣洁之路

容纳人数 



相互讨论想要举办的
理想婚礼风格

提起冲绳度假婚礼，当然是能

够欣赏大海的会场最受欢迎。

海边教堂、沙滩、无人岛等等，

先商量想要 举 办婚礼的方 式

吧。

1

终于到了婚礼当天！
享受最幸福的一天吧

婚 礼前会 举 行与正 式 婚 礼一

样的彩排，因此放松心情吧。

婚礼结束后，在冲绳特有的摄

影点尽情拍 摄 集体照等纪 念

照。

6

安排在冲绳逗留期间的住宿、
交通和蜜月

与一般的婚礼不同，还必须考

虑 新郎新 娘和宾客的 住宿和

交通。但是很多会场都在酒店

内，因此无需费功夫去找住宿

酒店。

3

在婚礼前一天抵达当地，
视察会场、进行最后协商

带来戒指垫枕、迎宾版等所需

物品，同时在会场及沙龙确认

婚礼当天的安排和费用支付。

协商结束后尽早休息。

5

极致完美的服饰选择&
美容

度假 婚礼服饰的重 点在于选

择采用可以 灵活 活 动的轻型

材质，并且能够与大海与天空

相互融合的婚纱。最好在婚礼

前3～5个月便开始进行美容。

4

冲 绳     度 假 婚 礼 的 流 程
对于两位新人而言，未曾接触过婚礼筹备，要在不熟悉的地方举办婚礼，当然会有很多担心。

但是只要耐心咨询各个会场或策划公司并循序渐进，那么便没有任何问题！

彻底调查能够满足两位
新人要求的会场

庄严肃穆的大教堂、尽情感受

私密感觉的家庭婚礼、乘坐敞

篷车沿泳池边游行等等，寻找

能够让两位新人梦想成真的会

场吧。

2

婚纱照定格下两位新人
光辉灿烂的永恒之爱

碧蓝的大海、亚热带的富饶森

林、世界遗产等历史景点，还有

纯 天然未 经 人 工修 饰的离岛

等，在这些地方留下两位新人

最幸福的身影。

7 婚礼结束后
大家来狂欢！！

冲绳的魅力在于婚礼 结束 后

还能尽享南国度假时光。与亲

朋好友等宾客一起享受海上

运动或尽情购物，留下难忘的

婚礼记忆。

8

1 January
【长袖+毛衣】
强烈的季风吹来，感觉上比实际
温度冷。穿着薄夹克等。

最高19.5℃/最低14.6℃/平均17.0℃

107.0mm
平均21.6℃

07：18 18：03

2 February
【长袖+毛衣】
晚上仍然很冷。穿着春季外套等
外褂。

最高19.8℃/最低14.8℃/平均17.1℃

119.7mm
平均21.0℃

07：01 18：25

3 March
【长袖】
虽然已经有春季浪漫的感觉，但
晚上仍需要穿着长袖。

最高21.7℃/最低16.5℃/平均18.9℃

161.4mm
平均20.9℃

06：34 18：41

4 April
【薄款长袖或短袖】
这是1年中最为舒适的时期。
穿着短袖衬衫、牛仔裤等。

最高24.1℃/最低19.0℃/平均21.4℃

165.7mm
平均22.2℃

06：02 18：55

5 May
【短袖】
闷热的天气持续。
穿着短袖短裤。

最高26.7℃/最低21.8℃/平均24.0℃

231.6mm
平均24.5℃

05：41 19：11

6 June
【短袖】
需要注意防晒。穿着薄衬衫、佩
戴太阳镜等。

最高29.4℃/最低24.8℃/平均26.8℃

247.2mm
平均26.0℃

05：37 19：24

服装

各
季
服
装

日出时间
日落时间
气温
雨量

海水温度

7 July
【短袖】
穿着薄衬衫、佩戴太阳镜、防止
晒伤！需要注意台风信息。

最高31.8℃/最低26.8℃/平均28.9℃

141.4mm
平均28.6℃

05：49 19：24

8 August
【短袖】
戴帽子、太阳镜、穿着遮阳薄款
长袖衬衫。

最高31.5℃/最低26.6℃/平均28.7℃

240.5mm
平均28.2℃

06：04 19：01

9 September
【短袖】
暑热高峰已经过去，但仍然可以
下海游玩。需要佩戴太阳镜。

最高30.4℃/最低25.5℃/平均27.6℃

260.5mm
平均27.8℃

06：17 18：28

10 October
【长袖或短袖】
早晚需要穿着薄外套。

最高27.9℃/最低23.1℃/平均25.2℃

152.9mm
平均25.4℃

06：31 17：57

11 November
【长袖】
穿着春秋衫、薄的开衫等。

最高24.6℃/最低19.9℃/平均22.1℃

110.2mm
平均25.2℃

06：51 17：38

12 December
【长袖】
与日本本土相比冬季很暖和。

最高21.2℃/最低16.3℃/平均18.7℃

102.8mm
平均22.8℃

07：12 17：42

服装

各
季
服
装

日出时间
日落时间
气温
雨量

海水温度

上海

北京

首尔

釜山

香港 台北

东京
福冈

大阪
名古屋

北海道

冲绳

冲 绳 交 通 指 南

至台北1小时15分钟，至香港2小时30分钟，
至韩国（首尔）2小时15分钟，至北京3小时。
地理距离近，非常便捷。

O K I N A W A   A C C E S S   G U I D E

气候日历 1月

0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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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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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霸 *2010年气象厅统计数据

降
水
量︵
mm
︶

18.3 19.9 21.2
23.8

26.7 28.7 28.9 28.0 25.7
21.4

18.116.8

90.0

276.5
219.0 220.5 193.0 194.0

88.5

368.0
281.5

574.5

348.5

41.5

海水浴场
开放的

季节

樱花
盛放 需注意

防止
紫外线！

到了
台风季

出发地 所需时间 航班数/天·周

●至那霸的交通

香港

台北

首尔

釜山

上海

北京

每天1个航班 根据星期几会有2个航班

每天2个航班 根据星期几会有3个航班

每天1个航班

每周3个航班

每天1个航班

每周2个航班

2013年12月

约2小时30分

约1小时15分

约2小时15分

约2小时

約2小时10分

約3小时

*可能会因季节发生变动。
详情请浏览主页 http://www.naha-airport.co.jp/international/

冲 绳 季 节 日 历

OKINAWA RESORT WEDDING 31OKINAWA RESORT WEDDING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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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古岛

宫古机场

石垣机场

那霸机场

石垣岛

许田

宜野座

金武
屋嘉

石川

冲绳北
冲绳南

北中城

丰见城丰见城·名嘉地

西原

冲绳自动车道 

那霸 西原JCT

南风原北

南风原南

冲绳爱妮丝婚礼教堂(Eines Villa di Nozze)

万国津梁馆

埃莉维亚格洛丽教堂（Alivila Glory Church）

Sea shell blue

圣卡比拉教堂(St.Kabira Church)

克鲁蒂斯鲁教堂
 (Crudesur Chapel)

奧庫瑪菲利西阿教堂
（OKUMA FELICIA CHURCH）

卡努恰斯特拉教堂
（Kanucha Stelar Church）

卡福度假酒店公寓 蓝色教堂
蒙特利露梅尔教堂（Monterey Lumer Church）

天使教堂（Rizzan le Angemarry）

万丽利贝拉教堂（Renaissance Ribera Church）
海洋教堂(Arluis Suite)

浜比嘉岛度假酒店(HAMAHIGAKINENBI)

碧安卡教堂(BIANCA)

圣安德鲁斯教堂(St. Andrew's Chapel)

钻石海洋教堂（Diamond Ocean Chapel）

美人蕉度假别墅酒店 神圣之丘
(cannaresort villa)

琉球村

冲绳世界文化王国·玉泉洞
甘加拉山谷

艾葵雅教堂（Aquagrace Chapel）

克菈薇塔教堂(Coralvita Chapel)

太阳码头婚典（Sunmarina Weeding）

艾葵露雀教堂(Aqualuce Chapel)

阿拉曼达教堂(Allamanda Chapel)

拉佐尔花园埃莉维亚教堂
（Lazor Garden Alivila Church）

爱之天国教堂（Chapel Ciel de Amour）

拉古纳教堂（Laguna Chapel）

教堂和典礼场所地图 参加企业一览

海之宝石（Marine bijou）

冲绳沙滩塔酒店 (The Beach Tower Okinawa)

水晶玫瑰教堂（Crystal Rose Chapel）

冲绳本岛

宫古岛

石垣岛

Bridal House TUTU冲绳

冲绳县那霸市松山2丁目3-15 TUTUBLD
http://www.resortwedding.net/okinawa/
      tutu-okinawa@tutuwedding.com
TEL +81 98-862-0222
服务语言 日·英·中

BIG BRIDAL

冲绳县国头郡恩纳村名嘉真雅西原2591-1
http://www.bic-okinawa.co.jp/diamond-ocean/index.html
      okinawa-de-wedding@bic-okinawa.co.jp
TEL +852 2312-571
服务语言 日·英·中

拉古纳花园酒店

冲绳县宜野湾市真志喜4-1
http://www.laguna-garden.jp/cn/
      bridal@laguna.co.jp

服务语言 日·英

万国津梁馆

冲绳县名护市喜濑1792番地
URL http://www.shinrykan.com
      bridal@shinryokan.cm
TEL +81 980-53-03155 
服务语言 日·英

谷茶湾丽展海滨公园酒店

冲绳县国头郡恩纳村字谷茶1496
http://www.rizzan.co.jp
      bridal@rizzan.co.jp
TEL +81 98-964-6611
服务语言 日·英

株式会社蔚蓝（Cerulean blue）

冲绳县那霸市曙2-24-13  曙冲商大厦6-A
http://www.cerulean-blue.co.jp
      info@cerulean-blue.co.jp
TEL +81 98-941-6828
服务语言 日·英

冲绳那霸美居酒店

冲绳县那霸市壶川3-3-19
http://mercureokinawanaha.jp/
      H8725-SL2@accor.com
TEL +81 98-996-1073
服务语言 日·英·中

光贵梦幻星光婚典

冲绳县那霸市天久1045-1
http://www.fantawedding.jp/
      wedding@fanta-okinawa.com
TEL +81 98-860-0110
服务语言 日·英·中

梦幻代理人（DREAM AGENT）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1088号 长峰中心2606室
http://www.dream-agent.info/cn/
      tei@gwk2.net     hamakawa@gwk2.net
TEL +86 21-6334-3898
服务语言 日·中

服务语言 日·英·中

LA-VIE FACTORY/小型结婚典礼

冲绳县糸满市西崎町1-6-1冲绳南方沙滩酒店度假村内
 (Southern Beach Hotel Resort Okinawa 3F) 
TEL +81 98-995-1222
http://www.la-viephoto.com
      japan@la-viephoto.com 

千代田BRIDAL HOUSE

冲绳县北谷町北前1-19-5
Westcoast Mansion 301
http://www.le-angemarry.com/
http://www.crystalrose-chapel.com/
      cn@okinawa-weddingisland.com
服务语言 日·英·中

COUTURE NAOCO WEEDING

冲绳县那霸市金城3-8-14
http://www.couture-naoco.com/
      okinawa@couture-naoco.com
TEL +81 98-859-7220
服务语言 日·中

服务语言 日·中

冲绳WATABE WEEDING

上海市浦東新区金橋出口加工区 新金橋路230号3号
http://www.watabe-wedding.com.cn/
      cn.info@e-okinawa.tv
TEL +86 21-6473-2255

冲绳县国头郡宜野座村汉那397-1
http://www.cannaresort.co.jp/
      info@cannaresort.co.jp
TEL +81 98-968-7011
服务语言 日·英

军事医学科学院美人蕉度假别墅酒店（AMMS Hotels CanNa Resort Villa）

卡福度假酒店公寓

冲绳县国头郡恩纳村字富着志利福地原246-1
http://www.kafuu-okinawa.jp/en/
      kafuu-wedding@kpg.gr.jp
TEL +81 98-964-7722
服务语言 日·英

ARLUIS WEDDING

东京都品川区东品川2-3-12
SeaFortSquare Center Bldg 10F
http://www.arluis.com/zh-tw/
      okinawakg@goodluck-corp.com
TEL +81 3-5781-7681
服务语言 日·英·中

冲绳残波岬皇家度假酒店

冲绳县中头郡读谷村字宇座1575
www.daiwaresort.jp/okinawa
      znp-bianca@daiwaresort.co.jp
TEL +81 98-958-7200
服务语言 日·英·中

阳光婚典

冲绳县中头郡北谷町北谷2-16-1 海滨公寓Ⅲ A-1
http://sunnys-wedding.jp
      info@sunnys-wedding.jp
TEL +81 98-926-0468
服务语言 日·英·中

教堂 琉球服装 包场 花园 船上 酒店 照片沙滩 餐厅

沖縄県上海事務所
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398号华盛大厦1603B室
 TEL+86-21-6351-0231  Fax+86-21-6350-7369

沖縄県北京事務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号北京幸福大厦B座619室
TEL+86 10 6466-8679     Fax+86 10 6466-6693

光之旅北谷度假酒店 (Voyage de lumière Chatan Resortt)

蔚蓝（Cerulean blue）
冲绳那霸美居酒店（MERCURE OKINAWA NAHA）

RIZZAN烛光婚礼

本公司上海店
TEL +86 21-6473-5855

冲绳 白色教会（White Chap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