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苗栗桐花婚禮暨桐樂會
報名簡章
一、 婚禮地點：苗栗三義西湖渡假村
二、 婚禮日期：106 年 5 月 7 日 (日)
三、 報名日期：106 年 4 月 9-11 日 09:00-12:00(額滿為止)
四、 報名資格：
(一) 男女雙方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 男女雙方或其中一方以非本國國籍（含設籍大陸）報名者，請附單身證
明或未於我國辦理結婚登記之單身切結書及護照影本各乙份，始得報名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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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男女雙方於 106 年 4 月 9 日（含）前 6 個月內，如涉跨國婚姻而影響報
名權益者，應檢附切結書並具明理由，提請主辦單位專案審查，經同意
後始完成報名，其報名名額將先予保留，如不同意報名名額依序由候補
順序遞補。
(四) 以上男女雙方均須於 106 年 4 月 9 日（含）前符合民法結婚年
齡（男 18 歲、女 16 歲）之未婚男女（以下簡稱新人）（若有違反民法親
屬篇情形者不得申請，未滿 20 歲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五) 未婚男女係指尚未舉行公開結婚儀式及結婚登記之男女。
【補充說明】資格認定以尚未至我國戶政單位辦理結婚登記之男女為準。
※ 詳情將於 【苗栗縣政府】、【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苗栗文化觀光旅遊網】
及 【苗栗玩透透】FB 粉絲專頁上公佈。
★加值服務：凡 2017 苗栗桐花婚禮完成報名之新人，可自行拍攝 5 分鐘之新人短
片(拍攝器材不限，手機、相機、平板等皆可)，並將影片寄至
miaoli.yesido@gmail.com（檔名為[報名編號_影片名稱]，例：07_與貓裏
喵相戀）活動小組信箱，主辦單位將替新人發佈至官方臉書粉絲專頁「苗
栗玩透透」，於活動時間截止前，獲得按讚數最多的前兩對新人，將獲得苗
栗在地觀光業者贊助之超值票券。
五、 報名對數：徵求 3 6 對新人，額滿即截止報名，報名收件至 60 件(保障一人
設籍於苗栗縣民 18 對)，另加碼苗栗縣民 16 對。
六、 報名流程：
1.下載填表

2.備妥文件

每對一式二份

如說明十所示

3.親赴報名
苗栗縣旅遊服務中心

七、 報名步驟：
(一) 於報名期間內，至苗栗文化觀光旅遊網 (http://miaolitravel.net/) 下載，每
對一式 2 份，正本一份、副(影)本一份，自行下載使用，本局不提供紙
本。【補充】最新消息同步公佈於官方臉書粉絲專頁【苗栗玩透透】
(二) 新人於報名表正本第一頁填妥基本資料、黏貼個人 2 吋彩色照片及簽
名、蓋私章；於正本第二頁黏貼身分證正反影本；於正本第四頁填寫
新人愛情故事(500 字以內)或自由發揮拍攝新人專屬故事影片。
(三) 準備男女雙方戶籍謄本正本各乙份及影本各乙份。
(四) 將男女雙方戶籍謄本正本（3 個月內）
（外籍人士請附單身證明正本及有
效護照影本各乙份）裝訂於報名表正本後，合訂即完成報名表正本乙份。
(五) 將男女雙方戶籍謄本影本（3 個月內）
（外籍人士請附單身證明及有效護
照影本各乙份）裝訂於報名表影本並黏貼個人 2 吋彩色照片後，合訂即
完成報名表副（影）本乙份。
(六) 將報名表正本及副（影）本裝入 A4 牛皮紙信封袋（於信封袋封面中央
標註新人姓名）
，即完成整份報名文件。
(七) 新人（男女任一方皆可）或親友代表親自攜帶以下文件報名：
1. 整份報名文件 (報名表正本及副（影）本)
2. 每對 2,000 元報名費
3. 每對 3,000 元保證金
4. 身分證、私章（當場查驗與報名表相符後發還）
至苗栗縣旅遊服務中心（地址：苗栗市玉清路 382-1 號，於苗栗市玉清
大橋旁）報名。
(八) 主辦單位將於報名當天 為新人拍攝【桐心協力】破冰小遊戲 ，新人可於
報名當日著特色服裝，並預先準備一分鐘說明兩人愛的故事。
八、 報名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乙份）及報名現場資料：
(一) 男女雙方報名表（黏貼個人 2 吋彩色照片及於報名表簽名、蓋私章）。
(二)
(三)
(四)
(五)
(六)

男女雙方身分證正反影本（正本現場查驗）。
男女雙方之戶籍謄本正本（報名日前 3 個月內）
外籍人士單身證明正本（外國國籍報名者）
。
護照影本乙份（外國國籍報名者）。
私章（正本現場查驗）。

九、注意事項
(一) 每對新人報名時繳交報名費 2,000 元 ，報名費供本局辦理與本活動相關
臨時事項之用，報名費繳交後，除報名情形為退件者外，一律概不退還。
(二) 保證金 3,000 元 退回方式於新人說明會時另行公佈；新人保證金於報名
額滿日後至婚禮活動辦理日前概不退還，繳費後無故退出或因違反法

律規定而被註銷資格者，不得再申請報名本縣桐花婚禮活動，亦不得要
求退還所繳保證金。(因特殊原因如家變、婚變、意外事故等原因無法
參加者，請於婚禮前（婚禮當日以後不予受理）檢具書面證明，經本局審
查，審查結果為同意後，始得無息退還保證金。
(三) 新人說明會，請新人（可擇一或委請親友參加）務必配合參加，俾利婚
禮預演，如無故缺席或未委託參加者視同棄權取消資格。
★1 場說明會、1 場總綵排分別暫定於 106 年 4 月 29 日 (六)假苗栗縣旅
遊服務中心會議室及 106 年 5 月 6 日(六)假西湖渡假村舉行
(四) 婚禮當日請務必準時報到，逾時恕不等候。
(五) 婚禮當日新郎及新娘服裝請依各新人所屬婚禮習俗服裝參加，例如：泰
雅族原住民新人子弟得穿著泰雅族原住民婚禮傳統服裝參加，亦可穿著
西裝或白紗禮服參加，新人服裝及當日化妝請自行準備。
(六) 新人參加婚禮時之編號，依新人於婚禮當日之報到先後順序排定之。
(七) 經主辦單位確認通知參加婚禮之新人每對將獲贈幸福六禮：「絲絲入扣手工蠶絲被」
、
「永結桐心-雙心項鍊」
、
「桐愛一生-陶藝對杯」、「棗生貴
子-囍米禮盒」
、
「一桐相灶-楓之醇好灶頭」及「17 桐趣-甜心枕」
（※詳
於苗栗文化觀光旅遊網 (http://miaolitravel.net/)網站；官方臉書：苗栗玩
透透公告）
，報名新人如無故退出或因違反規定而被註銷資格者，將不
發給贈品或應無條件繳回贈品。
(八) 幸福六禮領取方式：
請新人們於婚禮當天現場領取完幸福六禮：
「絲絲入扣-手工蠶絲被」
、
「永結桐心-雙心項鍊」
、「桐愛一生-陶藝對
杯」、「棗生貴子-囍米禮盒」、
「一桐相灶-楓之醇好灶頭」
及「17 桐趣-甜
心枕」
。
(九) 本活動新人幸福贈禮將依所得稅法規定以其他所得項目扣繳所得稅。
(十) 監護人與受監護人於監護關係存續中結婚，應檢附受監護人之父母同意
書乙份。
(十一) 外籍人士單身證明需翻譯成中文譯本後經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法院
譯證（經旅行社組團參加者得以旅行社切結書以確認為未婚身份）。
(十二) 報名資料請準備齊全，否則歉難受理。
(十三)有意參加之新人需於報名期限內至主辦單位處親自報名（接受他人委
託代辦，應於報名表委託簽名同意）
（可先用電話洽詢是否名額已滿）
。
(十四) 婚禮如因天災、戰爭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活動停辦時，本局無
息退還每對新人所繳交之報名費及保證金，新人不得異議或請求任何
賠償。
(十五) 本活動儀式為集團婚禮，恕無法配合個別信仰或其他個人特殊要求。
(十六) 結婚登記所用之結婚書約，其主婚人及證婚人請自行用印，以符合結
婚登記之規定，本活動所提供之結婚證書為參加活動紀念之用，其主
婚人及證婚人將以套印方式用印，不具法律效力。

(十七) 本國籍參加之新人應於 106 年 5 月 7 日(含)後始辦理結婚登記，若經
查證已辦登記，需繳還幸禮贈禮及扣繳保證金、報名費，並不得參加
106 年 5 月 7 日(日)之桐花婚禮活動。
(十八) 如需詢問本活動相關事項，請洽 2017 苗栗桐花婚禮服務專線：037-256600
或苗栗縣政府文觀局觀光行銷科 037-374375。
(十九)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變更本活動規則及審核、同意參加人參加本活動
之權利。
(二十) 苗栗縣旅遊服務中心(苗栗市玉清路 382 之 1 號)位置圖如下：
建議自行開車前往。
★中山高速公路→下苗栗交流道(往苗栗方向)→右轉東西向快速道路(72 縣道)→
下頭屋二交流道 往苗栗方向→過玉清大橋→左轉經國路二段(左側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