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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媞莫里斯水疗度假村概况

香媞浪漫之翼免费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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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庄园式的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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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的入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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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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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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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ti Maurice 酒店坐落于原始生态环境的马蹄形珊瑚沙湾附

近，周围环绕着碧蓝海洋与甘蔗田地，为您提供异域婚礼或浪

漫蜜月的完美场所。 

来到 Shanti Maurice 举行婚礼的新人可以从众多场地中挑选

婚礼现场，从末端延伸到印度洋码头的婚礼亭到度假村旁边古

老的 Badamier 树，还有郁郁葱葱的山脉作为背景。 

无论是举办婚礼庆典、求婚仪式还是享受浪漫之旅，Shanti 

Maurice 的工作人员将随时为您带来完美体验；从组织仪式

后沙滩上的香槟鸡尾酒会，到海洋边的婚礼晚宴或者 but-

ler-drawn 的香薰泡泡浴等，Shanti Maurice 让新人们尽享甜

蜜的新婚之夜。

最理想之地让你大声说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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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婚礼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精心为您设计了

两个婚礼套餐供您选择，以确保这一独特的日子让您

刻骨铭心： 

 Shanti 浪漫之翼 

 Shanti 海岛天堂

Shanti Maurice 
服务周到、热情、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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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ti 浪漫之翼 -- 免费 
独特的婚礼庆典日 

专业的婚礼礼宾服务 

结婚礼服和西装的熨烫 

证婚人（如果需要） 

您选择的婚礼场地* 

布置婚礼场地** 

一个花卉中心 

新娘手花和新郎纽扣花 

背景音乐（如果需要），您可以自己选择歌曲 

新婚夫妇的单层婚礼蛋糕*** 

仪式期间供应一瓶香槟 

繁星餐厅 5 道菜的浪漫晚餐 

入住期间在套房/别墅享用香槟早餐 

*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条款和条件



独特的婚礼庆典日 
专业的婚礼礼宾服务 
结婚礼服和西装的熨烫 
证婚人（如果需要） 
您选择的婚礼场地* 
布置婚礼场地** 
一个花卉中心  
新娘手花和新郎纽扣花 
新娘发型和化妆 
新郎面部护理。服务时间 60 分钟 
婚礼夫妇在 Nira 水疗馆享受“浪漫”按摩。服务时间：60 分钟 
新婚夫妇的单层婚礼蛋糕*** 
仪式后供应一瓶香槟和一份甜点
现场小提琴手和吉他手三重奏。服务时间：45 分钟 
在海滩上的私人露台为新婚夫妇提供5 道菜的海滩晚餐  
入住期间在套房/别墅享用香槟早餐 
在相册和 USB 盘提供 50 张打印图片的摄影服务 
一个浪漫的花瓣浴，期间供应 2 杯香槟 
视情况而定的新娘日用品 
Shanti 婚礼庆典**** 

*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条款和条件

SHANTI 海岛天堂- 2,943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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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媞婚礼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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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蛋糕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切蛋糕仪式具有意义，但它主要
起到为未来夫妇提供善意象征的作用。
在香媞，我们也依旧保持传统。我们的大厨将为您推荐不同口味的
婚礼系列蛋糕，有巧克力，海绵或者热带水果蛋糕。
 

单层双人份婚礼蛋糕
一个20人份蛋糕                                                                             
任何额外份量/人        

                                              
价格均含税

                      

 

美元
免费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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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拍服务 
婚礼拍摄                                                                                                          美元
婚拍含25张打印照成册&U盘                                                                        323                                                                                                                                              
45分钟视频拍摄                                                                                              303

2小时婚礼拍摄包含:                                                                                       542
24页相册
U盘带100张精修照片

仪式包含:                                                                                                         226
激光打印（2张）
U盘带50张
                                   
1小时照相服务包含:                                                                                       451
14页相册
U盘带100张精修照片
 

价格均含税

10



婚礼定制精选

娱乐

现场音乐                                                                                            美元
三重奏或爵士乐：2小时                                                                  516
双重奏：2小时                                                                                  344
独奏：2小时                                                                                      237
DJ和现场灯光：5小时                                                                     859
塞卡舞：45分钟                                                                                688
非洲舞：45分钟                                                                                859
拉丁舞：45分钟                                                                                859

烟火
火焰秀：25分钟                                                                                688
2分钟烟花                                                                                       8,594
加时收费                                                                                         2,578
2分钟大型烟花                                                                               2,665
加时收费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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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单选择的婚礼选项

美容和水疗护理                                                                                                           美元                                                                                               
做发型或化妆体验                                                                                                           62
新娘发型、化妆和装饰                                                                                                 254 
为新娘或新郎修指/趾甲。服务时间：45 分钟                                                         193

其他选项

在海滩凉亭为两人提供 3 道菜的浪漫晚餐。                                                            213
夕阳泛舟浪漫游。服务时间：2 小时                                                                          413
篝火                                                                                                                                    62
新婚夫妇骑马。服务时间：1 小时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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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媞结婚的客人享有以下特惠

新娘享有免费入住

 一瓶气泡酒                       
                               
一次浪漫烛光晚餐

一次双人45分钟Spa

免费升级到高级房型（视入住时房态情况而定）

蜜月特惠条例&条款

至少满5晚入住

免费婚礼包含的烛光晚餐不能与蜜月赠送同用

蜜月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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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和条件
婚礼手册适用于 2018 年 10 月 01 日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
所有的婚礼申请都应发送至mywedding@shantimaurice.com 并予以确认
婚礼套餐仅限于 2 人，补充收费适用于任何额外的人员参加。
对于通过旅行社预订的客人，抵达度假村时应提供凭证。
选择任何花饰安排的花卉将取决于鲜花开放的季节性和可用性。
该度假区对任何恶劣天气条件不承担责任。
婚礼场地的选择有：码头、海滩馆、枇杷树旁场地。
婚礼蛋糕的选择有：海绵蛋糕、热带水果蛋糕、巧克力蛋糕
婚礼套餐能与蜜月礼遇同享

免费婚礼套餐的条例&条款
至少入住5晚
所有免费婚礼套餐赠送须以预订HB餐食为前提
此套餐仅适用于中国市场（包含港澳台地区）
浪漫之翼包含的烛光晚餐包含在HB餐食晚餐内

付费婚礼套餐的条例&条款
上述价格以美元货币报价，包括当地毛里求斯政府税（15％ 增值税）
价格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在 14 天内取消任何婚礼庆典均须收取 80％ 的取消费用。
包含在婚礼套餐中的鲜花须从酒店进行选择。任何其他花卉要求，如兰花，都要收取额外费用。
婚礼纪念仪式包括一个性化的植树仪式。或者，婚礼结束后，新婚夫妇可以把自己的愿望标签贴在一棵树龄超过 100 年的树上，祈愿爱
情长长久久。结婚纪念仪式会让您永生难忘这个特殊的日子-
婚礼日
 
语言
婚礼仪式支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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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TI MAURICE RESORT & SPA
SAINT FELIX
MAURITIUS

T. +230 603 7200
F. +230 603 7250
E. MYWEDDING@SHANTIMAURICE.COM

SHANTIMAURI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