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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生活易「新婚生活易大賞 2018」隆重舉行
陳凱琳剛過人妻「試用期」放閃分享新婚點滴
準媽媽單文柔分享佗 B 喜悅 韋家雄娶妻娶新抱雙喜臨門
【香港 — 2018 年 11 月 12 日】由香港 No.1 結婚媒體新婚生活易主辦的「新婚生活易大賞 2018」
頒獎典禮於今天假香港四季酒店隆重舉行，以表揚一眾獲得香港新人肯定和認同的婚禮服務商戶。
今年新婚生活易大賞透過網上普選得出四十五個大獎及一眾新人非常期待的「全城至愛新人大賞」
。
大會亦特別邀請了三位剛結婚數月新的婚藝人陳凱琳、單文柔及韋家雄出席此年度盛事及擔任頒獎
嘉賓。
全城新人投選

香港婚嫁界至尊榮耀

生活易已連續第十四年舉辦「新婚生活易大賞」，於本年 八月至九月期間於新婚生活易網站
(wedding.esdlife.com)以網上普選形式收集準新人及新婚人士的寶貴意見，選出至真誠的四十五個婚
嫁行業大獎。生活易行政總裁馬宗傑先生表示：「新婚生活易大賞的每個獎項都是由準新人以親身
經驗選出，因此新婚生活易大賞已成為新人選購婚禮服務的可靠參考。」
今年「新婚生活易大賞」共設有四十八個獎項，當中包括兩個十年榮譽大獎、一個榮譽大賞及四十
五個新人至愛大賞。獎項類別涵蓋新人最關注的婚禮籌備項目，包括酒店及酒樓婚宴、婚紗攝影、
婚紗、男士禮服、婚禮攝錄及金飾或鑽飾等。今屆有兩間優秀的品牌首次奪得「新婚生活易大賞十
年榮譽大獎」
。此外，也新增了「新人至愛結婚鑽飾（亞洲品牌）」
、
「新人至愛化妝髮型服務」及「新
人至愛婚姻監禮人服務」
，以表揚婚嫁品牌一直的支持和熱烈的參與。(見附表一)
周生生呈獻

全城新人至愛大賞 2018

30 秒「動地」情緣

頒獎典禮同場更頒發一眾新人最期待的周生生呈獻「全城至愛新人大賞 2018」
，結果由一對準新人
Zoe 及 Robbie 的「動地」情緣得到眾新人的祝福及支持，榮獲此項殊榮。
新郎新娘一起經歷了六級地震，由普通朋友變為情人關係。在 2015 年，Zoe 和 Robbie 幾位朋友一
同踏上沙巴之旅。旅程中的某個早上，他們在酒店中正準備出門，突然間看到掛燈、衣櫃、床架由
緩慢至急速的不停在搖晃，他們亦感到天旋地轉。在情急之下，Robbie 立即緊緊抱著 Zoe，希望能
保護她的安全，而受驚的 Zoe 則在 Robbie 的懷中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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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30 秒的地震對他們來說很漫長，但幸好身邊都有對方的陪伴，也就是因為這短短的 30 秒，Zoe
和 Robbie 互生情愫，認定了自己這輩子的 Mr. Right 與 Mrs. Right。他們從相戀到結婚已有三年半，
由年少氣盛到彼此學會珍惜、欣賞、信任，當中經歷了種種磨合；因著對方，他們成長了。「我會
陪你做很多事，陪你走很多路，亦會用餘生去愛惜你，一起牽著手偕到白髮。」是 Zoe 對丈夫的
承諾；
「讓你成為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與子偕老。」是 Robbie 對妻子的誓約。他們期望能一直手
牽手，向著未來走下去，並感謝一路有對方同行。
今屆「新婚生活易大賞 2018」頒獎典禮榮幸獲得不同的的婚禮服務商戶支持，周生生呈獻「全城
至愛新人大賞 2018」得主的準新人之婚紗及禮服分別由 1.618 Couture and Bridal 及 LUXE Tuxedo
提供、化妝及髮型設計由女兒閣提供、大會的花球及襟花由 agnès b. FLEURISTE 提供，而致送現
場嘉賓之禮盒則由奇華餅家提供。

照片說明:

1. 生活易行政總裁馬宗傑先生於「新婚生活易大賞 2018」頒獎典禮公佈「2018 年度全港結婚消費
調查」結果，並分析婚嫁市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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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易行政總裁馬宗傑先生(左二)、新婚藝人陳凱琳(左一)、單文柔(右二)及韋家雄(右一)一同
為「新婚生活易大賞 2018」頒獎典禮揭幕，並祝酒恭賀各得獎商戶。

3. 新婚藝人陳凱琳出席頒獎典禮，陳凱琳更向在場嘉賓分享於外地結婚的趣事及剛過三個月人妻
「試用期」的新婚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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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年「新婚生活易大賞 2018」頒獎典禮邀請了新婚藝人單文柔為嘉賓，分享新婚及懷孕喜悦。

5. 新婚藝人韋家雄出席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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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今年周生生呈獻「全城至愛新人大賞 2018」由周生生集團首席市務經理徐旭玲小姐頒獎給得主
黃汶竣(Robbie)及鄭可妍(Zoe)。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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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新婚生活易大賞 2018」得獎名單
獎項名稱

得獎商戶

1

新人至愛酒店婚宴 - 港島區（殿堂之選）

香港四季酒店

2

新人至愛酒店婚宴 - 港島區（尊貴之選）

港島海逸君綽酒店

3

新人至愛酒店婚宴 - 港島區（優越之選）

數碼港艾美酒店

4

新人至愛酒店婚宴 - 九龍區（殿堂之選）

香港洲際酒店

5

新人至愛酒店婚宴 - 九龍區（尊貴之選）

唯港薈

6

新人至愛酒店婚宴 - 九龍區（優越之選）

帝苑酒店

7

新人至愛酒店婚宴 - 新界及離島區（殿堂之選）

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

8

新人至愛酒店婚宴 - 新界及離島區（優越之選）

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

9

新人至愛新酒店婚宴

香港旺角希爾頓花園酒店

10

新人至愛酒樓婚宴 - 港島東區

譽宴（銅鑼灣利舞臺店）

11

新人至愛酒樓婚宴 - 港島西區

會所 1 号‧西港城 大舞臺

12

新人至愛酒樓婚宴 - 九龍東區

御苑皇宴（九龍灣店）

13

新人至愛酒樓婚宴 - 九龍南區

譽宴‧星海（The ONE 店）

14

新人至愛酒樓婚宴 - 九龍西區

15

新人至愛酒樓婚宴 - 新界東區

美心皇宮（沙田大會堂店）

16

新人至愛酒樓婚宴 - 新界西區

會所 1 号‧愉花園

17

新人至愛酒樓婚宴 - 新界北區

彩晶軒（元朗店）

18

新人至愛新酒樓婚宴

19

新人至愛會所婚宴

陽明山莊

20

新人至愛西式婚宴

My Day（My Seasons 四季薈）

21

新人至愛戶外婚宴場地

香港半島酒店 - 露天陽台

22

新人至愛婚紗攝影 - 香港

Billy ONAIR Photography

23

新人至愛婚紗攝影 - 中國大陸

24

新人至愛婚紗攝影 - 台灣

薇薇新娘

25

新人至愛婚紗攝影 - 日本

My Dream Wedding

26

新人至愛婚紗攝影 - 韓國

One Plus One Wedding

27

新人至愛婚紗攝影 – 其他海外國家

28

新人至愛結婚金飾

周大福

29

新人至愛結婚鑽飾（歐美品牌）

Cartier

紅磡灣天澄閣中菜廳（海韻軒海景酒店）

星薈

王子視覺婚紗攝影

K&S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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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新人至愛結婚鑽飾（亞洲品牌）

I-PRIMO

31

新人至愛結婚鑽飾（香港品牌）

周生生

32

新人至愛證婚場地

香港愉景灣酒店 - 海濱白教堂

33

新人至愛結婚禮餅

奇華餅家

34

新人至愛花藝設計

agnès b. FLEURISTE

35

新娘至愛護膚化妝品牌

36

新人至愛男士禮服

LUXE Tuxedo Ltd.

37

新人至愛婚禮統籌服務

拉斐特 Lafayette

38

新人至愛蜜月旅遊服務

東瀛遊旅行社

39

新人至愛海外婚禮服務

Love's On by EGL 東瀛遊

40

新人至愛中式裙褂

41

新人至愛婚紗

42

新人至愛婚禮攝影及錄影

Kelvinshot

43

新人至愛婚姻監禮人服務

葉謝鄧律師行

44

新人至愛場地佈置

45

新人至愛化妝髮型服務

46

新婚生活易 2018 榮譽大賞

47

十年榮譽大獎

會所 1 号‧西港城 大舞臺

48

十年榮譽大獎

東瀛遊旅行社

Dior

冠南華
1.618 Couture and Bridal

Free Concept Wedding Decoration
女兒閣
奇華餅家

有關生活易 (ESDlife)
生活易是長江和記實業與惠普電腦的合資公司，其享譽國際的網站 ESDlife 生活易（www.esdlife.com）是香
港最受歡迎及穩健可靠的電子生活資訊媒體之一。生活易透過網上平台提供廣泛的生活資訊，旗下的新婚
生活易更是香港 No. 1 的結婚資訊媒體，其他內容包括家庭、健康及驗身專門店等不同範疇。為了提供更全
面的網上服務，我們為顧客提供安全可靠的網上付款系統及多元化的身體檢查服務，此外，我們更為企業
客戶提供綜合性的市場推廣和資訊科技解決方案。

傳媒查詢，請與下列人士聯絡：
生活易 ESDlife
張翠宜 (Colette Cheung)

何思穎 (Queenie Ho)

電話：(852) 2128 9866 / (852) 9580 6010

電話：(852) 2128 9891 / (852) 9251 6577

電郵：colettecheung@esdlife.com

電郵：queenieho@esd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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