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DDING  PACKAGE 

飯店自建築起、設計至施工，以減能減碳為目標，採用綠建材、天然採光設計、       

省水標章衛生設備、節能燈具及空調節能系統，獲得內政部頒發「黃金級綠建築標章」。 

凱達串連都會交通、城市文化與藝術作品，提供在地行程建議，體驗都會聰明新玩法。 

750 間設計客房、2 間中西式餐廳及  挑高 7 米 2宴會廳帶來視野與美食的新感受。  

完善的露天泳池、健身房等設施，給旅客細心的旅程感動。 

宴會廳全新規劃的完善設施，結合最新科技編織最絢麗的光影效果迎合星空主題婚宴氛

圍，彈性調整的宴會空間與殷勤入微的服務，帶給新人與賓客全台灣獨一無二的婚禮饗

宴，無論舉辦婚宴儀式、婚禮囍宴及新人派對均能令人留下深刻難忘的回憶。 

                                           洽詢專線：02-2383 6797 餐飲業務部 

台北凱達大飯店 

2020年婚宴專案 



凱達大飯店為讓賓客品嚐最新鮮的當令美饌，實際佳餚將因應時節適當調整，菜單內容請依現場提供為主 

歡迎來電洽詢 02-2383 6797 轉 餐飲業務部 

 

燦爛 18800婚宴專案 
適用期間：2020年 1月 1日起週ㄧ至週四 

每桌可坐 10位嘉賓，另需外加 10%服務費(不含國定假日,連假期間) 

 

WEDDING  PACKAGE 
 

饗 

主廚精選中式歡宴佳餚 
每桌 1瓶紅酒佳釀佐餐暢飲果汁 

 

美                                        
精選舞台佈置 
情境式主題染燈特效 
新穎投影設備及聲光設施 
西式婚禮裝飾蛋糕,浪漫裝飾香檳塔(二選ㄧ) 
典雅桌巾 
迎賓及送客甜蜜喜糖 
主桌及客桌特色花藝；入口拍照背板 、 
接待桌、相本區 、禮金簿及簽名本  
 
心 

婚宴流程規劃                                                                                                
婚宴主持                                                                                                       
新娘專屬管家貼心服務 
精緻新人餐前點心 
婚宴菜色鑑賞 一桌 8折優惠(付訂後方享折
扣)  
新人精緻客房住宿 1晚及翌日自助早餐 2客 
婚宴期間賓客可享免費停車 (視現場停車位狀況而

定) 

備註 
3樓宴會廳全區 ：最低保證人數 42桌起 
宴會 I廳：最低保證人數 25桌起 
宴會 II廳：最低保證人數 18桌起 
3樓家宴中餐廳 
最低保證桌數 12桌起 

  

 御前六品迎賓集 

銀絲蜇皮、醋溜川耳、冰釀蕃茄 

老滷豬腱、紹興醉雞、胡麻時蔬 

  姿造龍蝦燒鴨盤 

  錦繡四喜花好圓 

  蒜香金磚蒸大蝦 

  位盅芽白燉花膠 

  德國脆皮烤豬腳 

  雙臘芋香珍珠糕 

  響油鮮露蒸石斑 

  御膳養身黑蒜雞 

  澎湖黑糖麻糬 

  精美手工叉燒酥 

  寶島四季鮮果盤 



凱達大飯店為讓賓客品嚐最新鮮的當令美饌，實際佳餚將因應時節適當調整，菜單內容請依現場提供為主 

歡迎來電洽詢 02-2383 6797 轉 餐飲業務部 

 

閃耀 20800婚宴專案 
適用期間：2020年 1月 1日起週五至週日 

每桌可坐 10位嘉賓，另需外加 10%服務費(含國定假日,連假期間) 

WEDDING  PACKAGE 
 

饗 

主廚精選中式歡宴佳餚 

每桌 2瓶紅酒佳釀佐餐暢飲果汁 

 

美                                        
精選舞台佈置 
情境式主題染燈特效 
新穎投影設備及聲光設施 
西式婚禮裝飾蛋糕,浪漫裝飾香檳塔(二選ㄧ) 
典雅桌巾 
迎賓及送客甜蜜喜糖 
主桌及客桌特色花藝；入口拍照背板 、接待桌、                                               
相本區 、禮金簿及簽名本  
 
心 

婚宴流程規劃                                                                                                
婚宴主持                                                                                                       
新娘專屬管家貼心服務 
精緻新人餐前點心 
婚宴菜色鑑賞 一桌 8折優惠(付訂後方享折扣)  
新人精緻客房住宿 1晚及翌日自助早餐 2客 
婚宴期間賓客可享免費停車 (視現場停車位狀況而定) 

備註 
3樓宴會廳全區 ：最低保證人數 42桌起 
宴會 I廳：最低保證人數 25桌起 
宴會 II廳：最低保證人數 18桌起 
3樓家宴中餐廳 
最低保證桌數 12桌起 

 

 御前六品迎賓集 

銀絲蜇皮、醋溜川耳、椒麻腐竹 

老滷豬腱、紹興醉雞、胡麻時蔬 

  情定終身慶團圓 

  胡麻野蔬九孔鮑 

  金蒜粉絲蒸明蝦 

  松茸干貝燉花膠 

  紅酒鬆果枇杷骨 

  掌上明珠扒烏參 

  東港櫻花蝦米糕 

  松露油蒸海青斑 

  蟲草野菌鹿野雞 

  凱達精美叉燒酥 

  花漾幸福鮮果饌 



凱達大飯店為讓賓客品嚐最新鮮的當令美饌，實際佳餚將因應時節適當調整，菜單內容請依現場提供為主 

歡迎來電洽詢 02-2383 6797 轉 餐飲業務部 

 

絢麗 23800婚宴專案 
適用期間：2020年 1月 1日起週五至週日 

每桌可坐 10位嘉賓，另需外加 10%服務費(含國定假日,連假期間) 

WEDDING  PACKAGE 
 

饗 

主廚精選中式歡宴佳餚 

主桌佳餚位上服務 

每桌暢飲紅酒佳釀佐餐暢飲果汁 

 

美                                        
精選舞台佈置 
情境式主題染燈特效 
新穎投影設備及聲光設施 
西式婚禮裝飾蛋糕,浪漫裝飾香檳塔(二選ㄧ) 
典雅桌巾 
迎賓及送客甜蜜喜糖 
主桌及客桌特色花藝；入口拍照背板 、接待桌、                                               
相本區 、禮金簿及簽名本  
 
心 

婚宴流程規劃                                                                                                
婚宴主持                                                                               
婚宴當日豪華禮車服務（限台北市、新北市三小時） 
新娘專屬管家貼心服務 
精緻新人餐前點心                                                              
賓客婚禮紀念小物 
婚宴菜色鑑賞 一桌 8折優惠(付訂後方享折扣)  
新人精緻客房住宿 1晚及翌日自助早餐 2客 
婚宴期間賓客可享免費停車 (視現場停車位狀況而定) 

備註 
3樓宴會廳全區 ：最低保證人數 42桌起 
宴會 I廳：最低保證人數 25桌起 
宴會 II廳：最低保證人數 18桌起 
3樓家宴中餐廳 
最低保證桌數 12桌起 

 

 迎賓御前八珍碟 

 花雕醉雞、醋溜魚皮、櫻蝦瓜仁、水晶餚肉 

 四季烤麩、老滷豬腱、芥末時蔬、掛爐燒鴨 

   情定終身慶團圓 

   姿造龍蝦九孔盤 

   乾燒酒釀海明蝦 

   壇罐頂湯八寶翅 

   焗烤羔羊蘋果派 

   蠔皇花膠燒烏參 

   廣式鮮露海石斑 

   蒜圓金湯娃娃菜 

   火炯干貝一品雞   

   凱達蘿蔔絲酥 

   幸福寶島四季果 



凱達大飯店為讓賓客品嚐最新鮮的當令美饌，實際佳餚將因應時節適當調整，菜單內容請依現場提供為主 

歡迎來電洽詢 02-2383 6797 轉 餐飲業務部 

 

璀璨 25800婚宴專案 
適用期間：2020年 1月 1日起週五至週日 

每桌可坐 10位嘉賓，另需外加 10%服務費(含國定假日,連假期間) 

 
WEDDING  PACKAGE 
 

饗 

主廚精選中式歡宴佳餚 

主桌佳餚位上服務 
每桌暢飲紅酒佳釀佐餐暢飲果汁 

 

美                                        
精選舞台佈置 
情境式主題染燈特效 
新穎投影設備及聲光設施 
西式婚禮裝飾蛋糕,浪漫裝飾香檳塔(二選ㄧ) 
典雅桌巾 
迎賓及送客甜蜜喜糖 
主桌及客桌特色花藝；走道花藝裝飾、 
入口拍照背板 、接待桌、相本區 
禮金簿及簽名本  
 
心 

婚宴流程規劃                                                                                                
婚宴主持                                                                                                       
新娘專屬管家貼心服務 
精緻新人餐前點心 
賓客婚禮紀念小物 
婚宴菜色鑑賞 一桌免費優惠(付訂後方享折扣)  
新人精緻客房住宿 1晚及翌日自助早餐 2客 
婚宴期間賓客可享免費停車(視現場停車位狀況而定）                                                                         
迎賓雞尾酒會：雞尾酒 1缸、軟性飲料、迎賓小點 3款 
 
備註 
3樓宴會廳全區 ：最低保證人數 42桌起 
宴會 I廳：最低保證人數 25桌起 
宴會 II廳：最低保證人數 18桌起 
3樓家宴中餐廳 
最低保證桌數 12桌起 

 

   迎賓御品八珍碟 

  花雕醉雞、醋溜魚皮、櫻蝦瓜仁、水晶餚肉 

   四季烤麩、老滷豬腱、蜜製燒鴨、香烤烏魚子 

情定終身慶團圓 

油醋龍蝦和風盤 

蠔汁醬燒鮑魚蔬 

頂湯位盅中排翅 

極汁羊排芋簽糕 

蠔皇花膠燒婆參 

雲耳百果扒蘆筍 

松露油蒸龍虎斑 

巴西瑪卡養身雞 

凱達經典叉燒酥 

幸福寶島四季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