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漫驚喜製造手冊 
 

 

Gift-Tip.com 

 
QQ 堂誠摯推薦! 

○C  http://www.Gift-Tip.com 

WW  

提供 9 大類， 
超過 60 種的驚喜點子 

讓你送禮物不再想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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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另一半送禮的關鍵，就是如何讓禮物傳遞你的心意&愛意。 

 

驚喜! 感動! 浪漫! 

  

                       會嗎?會嗎?:  Q 弟 
沒錯，現在資訊這麼發達，還有什麼招數沒有使出來過？ 

~但，招數不在新，在於有用。 
常常發現，有時候你想耍一下浪漫，或想製造驚喜，卻是老套又一下被發現，
另一半她也會很感動&開心。你用心創造的創意驚喜就算再失敗，那是你對你女
友的一片真心。 
 

Q 妹:真的!~ *^_^* 

Q 妹:我要 

Q 龐:好難喔!~>_<~ 

想知道我們是誰? 
請到最後面， 
或 http://www.Gift-T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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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 Gift-Tip.com 手冊製造浪漫驚

喜?? 

禮物、送禮的方式、地點(場景)…， 

製造驚喜不外乎這些，本手冊提供一些方法!!你可以單獨使用加上變化，

或是合併使用!! 

 

 

 

 

 

 

 

手冊裡大多介紹驚喜方式 

若要實際的禮物推薦請上- 

http://hot.Gift-tip.com 

 

舉例:像是還蠻常見的蠟燭排字製造驚喜 

禮物: 氣球+花+小禮物 

送禮方式: 蠟燭或煙火排字- 

地點: 充滿浪漫氣氛的海邊沙灘 

      有著滿天星斗的空曠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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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來個偶像劇般的浪漫情節， 

用來告白、求婚、生日、情人節…等，增加彼此的感情~ 

你可在配合自己想法，利用手冊裡的 IDEA，加以組合，驚喜可是千變
萬化，又獨一無二! 

 

較常見的驚喜-但也可以屢試不爽 

親自下廚、做菜 這很特別嗎?不，但由你來做，情況可能就有所不同嘍!尤其現在人越

來越少親自下廚，所以就格外難得了!!LOVE 

生活中的小小的

感動 

比如說看到她鞋帶散了，蹲下來幫她系上，再疼愛地拍拍她的腦袋

說：“笨笨”，或者在看著她睡著的時候，親吻她的額頭，親聲地叫

著她的名字，告訴你很愛她……很簡單，但是卻讓人甜到心裡的。 

排字(靠布置營造

氣氛) 

買兩百個紙杯，裡面放上蠟燭，擺成個大大的心型。視覺效果不

錯! 

 

沙灘上，用酒精膏噴成一圈愛心,然後帶著玫瑰與禮物-WOW 喔~ 

 

EX:我車騎到沙灘海邊用絲巾圍住他的眼，帶他到遠一點，在自己已

經事先佈置好的地方用蠟燭，心型圖案或生日快樂等等，加上自帶的

一束玫瑰、禮物和葡萄酒!!!!!! 
 

道具: 酒精膏、蠟燭、打火機 

地點: 空地、沙灘、房間(要小心) 

@@如果不想又上社會新聞，用火千萬要小心，還是不要在旅

館房間使用比較好!!不然可以用蠟燭的替代:螢光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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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字(簽頭詩) 買幾本好書，但是那幾本好書的第一個字 合起來是 " 生日快樂 " 

 

生日，她們送給她六本書，疊起來，六個書名組合成〔xx 生日快樂〕。 

 

或像是寫首詩，但每句的頭一個字，合起來是"XXX 我愛你" 

用煙火製造氣氛 用仙女棒或其他小煙火，不過施放的地方可要注意 

延伸應用: 

有用過仙女棒或手電筒寫字嗎? 

在暗的地方，將像機快門調慢，調成 8 秒或你可以寫完字的秒數! 

按下快門後，用仙女棒或手電筒寫字，拍出來的效果很不錯喔! 

如果可以和你的他一起操作，這樣感覺也是很不賴的唷! 

餐廳、KTV、電影

院的服務生幫忙 

 

給點小費交代一下服務員，戒指放紅酒或者飲料裡面 

雖然偶像劇經常出現 但是那個女生不羡慕偶像劇女主角？ 

EX:陪她去看電影，提前跟工作人員商量好，電影完畢後，燈亮起，

工作人員走出，說今天有個抽獎活動，看哪位觀眾是幸運者。然後，

在事先準備的紙條中，念出楊餘的名字，請她上臺領獎。 

女人應該都喜歡這種被關注的感覺吧，至於禮物可以是你倆的合影印

在一張電影院標記的賀卡上，大家也會一同為你心愛的人鼓掌慶祝生

日的！ 

EX:被約到一家麥當勞，但是去了沒看見人，隨便找個座位坐下之後，

服務生給拿來了氣球和寫著生日快樂的帽子。然後幫他慶生的人一起

蹦出來，Happy Birthday。 

來個愛的燭光晚

餐 

 

EX:把他的房間佈置一下，用粉色和白色的氣球紮成一個大大的心型,

買一個心型蛋糕，買一瓶紅酒，再準備幾盤小菜，幾個香薰蠟燭，為

他創造出溫馨浪漫的二人世界，他一定會感動的! 

準備好燭光、音樂，享受屬於兩人的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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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Party EX:不知你們二人有沒有共同的朋友，找幾個鐵哥們在海邊搞個小型

的 PARTY，生日蛋糕一定不能忘記，當吹起 24 根蠟燭的時候，給他一

個淡淡的吻 ，他一定會感到幸福的，也一定會記住這個難忘的生日

的  

EX:為對方籌辦的特別生日晚會，要聯絡對方的親朋好友一起佈置會

場、準備音樂和食物，在對方到來之前給對方一個驚喜等。 

出其不意的鮮花 鮮花他是永恆不墜的好禮，傳情達意就靠他，不用在特別的日子送或

是你不常送花，更能帶來驚喜!! 

的確很老套，但屢試不爽，很多時機送都有效~ 

但可以再花點心思會更棒，花的數量、花的種類、花語或分和他的星

座或生日，然後結合他的愛好進行設計，一定會大大的加分。 

更多的送花技巧可參考http://www.Gift-Tip.com/flower/  

自己唱歌給他聽 
唱歌?沒錯~不管你歌聲好不好聽，你用真誠的心唱給你的另一半

聽，哇~感動耶!! 

可以在電話裡唱、在他家樓上唱、走地下道(或路上)或公眾場合，就

看你怎麼安排 

哪首歌:可以試試，伍思凱的生日快樂 

             (這首歌真的讓壽星聽了很開心,屢試不爽) 

來個魔術表演吧! 一般的做法就是用小魔術，把禮物變出來!! 

若你對魔術很有研究或很在行，也可來個魔術秀!! 

穿玩偶裝 突然出現個穿卡通裝的可愛吉祥物，獻上禮物!!偶像劇裡好

像也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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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你會做的，就

夠驚喜 

在陽光明媚的日子裡突然約她出遊。帶上一些她喜歡吃的東西，弄上

幾瓶飲料，是不是很無聊呢？但是不久後你將會知道她曾為那天高興

得差點瘋掉。 

如果你平常不會這麼做，效果就更顯著了! 

找間會幫客人慶

生的店 

餐廳、lounge Bar、Pub，最好還有 band，請別人唱歌或表演，

或你可以上台唱歌 

Q 龐:我聽說 

在眾人面前送禮物給她，越普通的日子越好，這樣才夠特別，反差才會大，哪怕是

一本書、一盒巧克力、從此對她來說這一天就是特別的日子了 

Q 妹:好像是真的耶!           喔!~~: Q 弟 

創意類 

尋寶遊戲 
出個任務給你的他/她，給她一張藏寶圖和一些完成任務的提

示，在藏寶藏的地方放上你精心準備的一張你自編、自導、自演的搞

笑光碟或是新的地圖，這些東西以後給對方作為回憶，絕對是一級棒

的，到最後出現的當然是你自己囉! 

至於要帶什麼東西出現，各自發揮~~ 

特製地圖 

詳細地將您的地址畫在明信片上送去，表示想他/她來拜訪您 

那個圖也不一定要是真的來找你，也可以找的是你的真心，改畫個大

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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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 
來玩個常見的抽籤，但籤裡面可以是甜言蜜語，怕這樣太無聊，

也可以是任務、問題，達對或完成任務，才會得到獎勵!!(LOVE) 

別出心裁的生日

《簡報》 

報導其生平事蹟、人生大事或轉捩點、他的生日新聞及生日宴會等消

息！相信他一定會好好收藏的。 

延伸:做成報紙、周刊、書的封面…等等。光想就很有趣!! 

公眾場合廣播 
車站、百貨公司、公眾場合廣播認領您準備的禮物，或來一段感

性的話 

來個短劇或角色

扮演 

請幾個人裝扮成她喜歡的角色[Cosplay]，表演個行動劇，作後獻上

禮物 

請人唱歌給他聽 在餐廳、PUB 或其他的場合，請人唱歌或演湊特別意義的歌曲!! 

小小惡搞 在她背後貼很大"她今天生日"，如果是在班上或公司，效果應該很

明顯，應該會有不少人跟她說生日快樂吧~ 

電腦合成照片 照片中的您看起來十分性感迷人 

肉麻式小幽默 
送一面暴漂亮的鏡子，告訴她是你喜歡的人的照片。懂了吧，省錢又

感動人。氛圍麼自己創造。 

但這可能只會是你安排驚喜的橋段，除非你的鏡子真的很漂亮，

你要當禮物。 

愛情作文 用以前學校用的稿紙，寫一份令人感動得涕淚縱橫的禮物 

歷久不衰的禮物: 卡片、花、巧克力、首飾，只要加點

巧思，也可以是大大的驚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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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喜範例 

約他到一個地方，要有一座至少兩三層的樓，等她到的時候，在樓上的你放出氣球，氣球上

要用大字寫上"我愛你"，等她欣賞滿天的氣球的時候，11 朵玫瑰花出現在她的面前，這些花

可以叫禮品屋的人幫你做，你自己要買 11 個不同口味的糖果， 分別綁在每朵玫瑰的棒棒上，

告訴她希望她每天都可以像今天一樣開開心心的，都可以這樣甜甜的笑，你對她永遠一心一

意(11)! 

 

不花錢版 (實際的物品，偏 DIY 類) 

自製服務兌換卷 
由你提供個人服務，比如替對方捶背、做飯等。 

像是:按摩卷、耍任性卷、尚方寶劍、免死金牌 

手工卡片 最常見也是最普通的生日禮物，可以自己進行設計，將你們以前的美

好回憶手繪上去! 

也有一些非傳統的卡片，像是會說話卡片(錄音卡片)、 

影音卡片、特殊的立體卡片! 

                    可參考 http://hot.Gift-Tip.com  

廢物利用-創意又

環保 

一個舊鍵盤，把所有的鍵拔下來，保持完好，然後用字母拼些

話。比如：HAPPY BIRTHDAY，I LOVE YOU FOREVER，肯定很可以

感動人哦，不過難的是要收集好多鍵盤才能拼好，而且要洗乾淨 

日曆 記住每個對你們來說很特別的日子（最好記得的要比她多哦）， 

買一本精緻點的日曆，在這些日子上做些功夫，簡單點的就比如畫個

圈，寫上特別的原因。 

特別點的可以自己設計日曆（需要有點天賦哦），然後去印刷出來。 

寫滿愛的紅色氣

球 
上面充滿愛的甜言蜜語，懸在房間裡，對方會大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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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愛的小書籤 
你可以做小書籤，寫一些話，或放照片!不一定要當禮物送，平常時候

給他，更有驚喜!! 

自己錄製的音樂

帶(專輯) 

收錄一些對你們倆有特殊意義的音樂，或初識時所演奏的音樂!! 

折紙手工類 

可 配 合 數 字 ( 生

日、紀念日、年

齡…等) 

如果是 20 歲，折 20 個愛心，每個裡面都寫上一句你想說的

話，Oh~So Sweet! 

其他建議 : 星星、紙鶴 

愛的記錄本 收集照片、車票、門票、電影票…等，我把交往時的照片~一

些噁心的對話作成一本愛的紀錄，剪貼成一本屬於他的相簿+一

些你的話!! 

手工織品 
最常見的就是圍巾，繡著我綽號的抱枕，枕頭沒什麼，繡的手藝也一

般，但是是一個男生繡的，所以比較意外!! 

其他手工禮物: 

1.巧克力花束 

2.串珠項鍊(手練) 

3.縫玩偶 

4.織圍巾 

5.相框 

什麼能讓人難忘，那就是出人意料，那就是與眾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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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婚嫁，要求婚怎麼辦!! 

其實就是可以把很多驚喜的方式，加上求婚的橋段即可!! 

再來個大絕招，單腳下跪後，拿出金光閃閃的戒指~~(感動) 

一般這時候的背景聲音會是 – 嫁給他、嫁給他… 

 

有氣氛的場地選擇 

浪漫山頂之旅 
晚上和親愛的人爬上山頂，在離天空最近的地方，說也心願! 

建議不要太高的山，除非你們就熱愛運動爬山~ 

像是台灣劇白色巨塔，言承旭找許安安的是台北象山，還可以看到台

北 101! 

美麗的星空(或夜

景) 
繁星滿天，挑選一顆用她（他）的名字命名 

小島之旅 帶上一個精美的野餐食品籃，享受豐盛的野餐!! 

這好像不太一般，不過你也可以來個變化，或是靠布置，來個

躺椅，偽裝一下! 

夢幻海灘沙灘 夕陽下，聽著海浪聲，赤腳走在海灘上，和他手牽手，談笑

說著你的彼此的故事。 

處處鮮花的房間 在房間裡放滿鮮花，或讓許多鮮花從天花板上吊下來，製造溫馨

和浪漫。 

遊樂園 遊樂園是情人的夢幻場地，一個歡笑與愛聚集的點，愛情電

影、偶像劇必出現的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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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不管是舊地重遊、在校生，或是嚮往這書香青春的氣氛，都是很棒的

選擇!回想一下，你的初戀是不事也發生在這壓? 

餐廳、PUB、電影

院 

在餐廳、PUB 或其他的場合，這麼自然的地點，要製造浪漫驚喜，也

是絕佳的地點!! 

 

鋪陳的確很重要，特別的一天，安排去哪玩，或看電影，如果又是有

意義的選地點，就更棒了~ 

BUT 建議你的鋪陳不要是，前幾天先故意冷落她，更糟

的是故意跟他吵架之類的，最好是不要這樣，不然很有可能適得其反，

小心還沒給她驚喜，就先把對方惹火了，或讓人家心寒!!切身之痛，最好不要剛

交往時這樣，因為都還不是很了解對方的反應!! 

Q 妹不愛!!           會嗎?!~~: Q 弟 

 

 

 

http://www.gift-tip.com/�
http://hot.gift-tip.com/�
http://www.gift-tip.com/�


版權所有 http://www.Gift-Tip.com 送禮技巧網編制 
§可轉載，註明出處即可，但切勿編輯重制發表!!§ 

實際禮物推薦評論 http://Hot.Gift-Tip.com  

更多禮物相關訊息請上送禮技巧網 http://www.Gift-Tip.com 
12 

 

送禮物要注意: 

來點創意: 沒有創意的禮物永遠是平淡的，即使它再昂貴。 

耍個浪漫:很重要，但很多人忽略。可能是小小一個動作，但卻大大加

分!! 

 

眾人的幫忙 

請商店店員幫忙 
帶他去逛街、逛百貨公司，你可以先跟很多店家串通好，等你跟她

到那家店去逛的時候，就請店員跟你的他/她說生日快樂，她一定會

超開心，他一定會問你，你可以裝傻，說可能是看你太漂亮或太帥，

這時候再帶他去下一家逛，呵呵!! 

Tip:可以準備一些小禮物、玫瑰，或準備手寫 POP 海報[可

愛的 XXX，生日快樂] 

可以找跟她年齡一樣多的店家，這樣會更有意義，超感動^^ 

眾人的祝福(熟人或

陌生人) 

請親朋好友、同學，甚至陌生人，給你的他/她一個祝福，你可以錄

下來或拍照，如果用拍照的話，可以準備一個白板，請他們寫下祝

福再拍! 

Tip:可以再善用科技，YouTube 或部落格 

請大家幫慶祝(同

事、同學...等) 

可以請大家一開始假裝忘記... 

(是老梗，不過表現的自然點還是很有驚喜的感覺) 

然後在一個特別的時間點 

突然一群人跳出來慶祝，唱歌、有蛋糕、禮物或鮮花 

http://www.gift-tip.com/�
http://hot.gift-tip.com/�
http://www.gift-tip.com/�


版權所有 http://www.Gift-Tip.com 送禮技巧網編制 
§可轉載，註明出處即可，但切勿編輯重制發表!!§ 

實際禮物推薦評論 http://Hot.Gift-Tip.com  

更多禮物相關訊息請上送禮技巧網 http://www.Gift-Tip.com 
13 

 

宣告眾人 

眾人前送禮 在眾人面前送禮物給她，越普通的日子越好，這樣才夠特別，反差

才會大，哪怕是一本書、一盒巧克力、從此對她來說這一天就是特

別的日子了 

快遞示愛 
她生日一早托速遞公司送鮮花和蛋糕到她的單位。讓她的同事都知

道男友為她慶祝生日。當然，裡面一定要夾帶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哦！ 

要做就做整套: 

送花的辦法同上。 

中午時打電話給她，問她收到花是否開心。 

然後告訴她“我還準備了一個特快專遞給你哦，晚上下班後會有人

送到你公司門口， 介時我給你打電話，你出來領禮物。 

讓她懷著期待的心情度過一個美好的下午。然後下班時打電話給

她，讓她出來領禮物，當然這個禮物就是你本人了。 

因為 你已經訂好一個非常優雅的就餐環境，要和她共赴美好的燭光

晚餐。 

如果時間允許，再看一場溫馨的愛情電影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送禮物方式的驚喜 

你的他住宿的話 要是她住宿，有室友的話，可以跟他們串通好，在他的床頭放上自

己的禮物，當你的他，醒來一睜開眼就看見了，真的會很開心!! 

猜拳也能有創意 跟你的她玩石頭，剪刀，布，手裡握著一枚戒指，然後一直出拳，

當她問你為什麼這麼傻的時候，張開手掌，哇喔~她會感動的流淚的

哦@@ 

情人送禮不必刻意等待特別的日子，在平凡的日子製造驚喜，

更讓人印象深刻，更加感動，自然感情也就更加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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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電臺、電視臺 點歌或請主持人 CALL OUT: 可表達您對對方生日的祝福。 

按:本手冊作者 B 先生表示，他國中的時候，有接到電台主

持人 CALL OUT 祝他生日快樂!!他真的是驚喜+感動萬分!! 

跟商家借跑馬燈 
請店家的跑馬燈，顯示:『XX，我愛你!!』、『XX，生日快樂』…等，

如果可以多找幾間商店配合就更棒了，數大便是美嘛!!呵呵! 

Tip:可以再善用科技，把過程上傳 YouTube 或部落格 

大樓燈號變換 以前常在電視新聞有看到，用大樓的燈號變化，來秀字或圖形，

不過這工程有點浩大，但如果這麼做是有價值的，花再多功夫也值

得，不是嗎?^^ 

大型電子廣告看板 附近可有電子看板，你可寫些告白或祝福的話! 

視覺很有震撼，但缺點:花錢…. 

做 VIDEO 拍生日 MV 或 VCR 錄影:如果不能親自參加生日聚會，可以提前錄

製一段 VCR 的祝福語給對方。 

請親朋好友、同學，甚至陌生人，給你的他/她一個祝福，你可以錄

下來或拍照，如果用拍照的話，可以準備一個白板，請他們寫下祝

福再拍! 

Tip:可以再善用科技，YouTube 或部落格 

戀愛記錄幻燈片 一些你們從相識到相戀具有代表性的合影照片，用電腦做成一張張

連續顯示的幻燈片，配上屬於兩人的背景音樂，這樣的禮物值得保

存一生@@ 

網路 
一個慶祝生日的小網站，有她喜歡的歌曲、flash、卡通等等，整理一

些照片，下面寫點東西，做成網路相冊，酸甜苦辣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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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很重要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有個漂亮的包裝，會為你的禮物大大加分，

甚至一個好的包裝，那種視覺享受，也可能讓包裝昇華成一個禮物!! 

Q 龐:是啊!是啊!猴子穿衣服，也有三分人樣!!:p 
 

 

找 99 個人簽 99 句生日快樂。用手機照下來傳到網上，這個是很好

的素材噢！  

 

整套做法 

做 VIDEO 上傳到 youtube…等，再分享到 FaceBook，再讓朋友

們狂推說讚!! 

 

數字類(紀念日、生日) 

你們值得紀念的日子或號碼，像是生日、結婚或交往的紀念日…等，找跟這些數字一

樣的物品!!或是你自創的一組有意義的數字!! 

 

鈔票、車票票根 
精美的生日書、鈔票、車票、憑證:根據出生年月日，或其他

有意義的數字(像是你們紀念日)及相關情況購買。 

像車票 : 永保安康-生日那天的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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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禮不外乎要有 

出其不意的驚喜、撼動人心的感動、 

絕無僅有的特別、歷久彌新的紀念。 

但別忘了，一個真心 W 最重要!! 

送禮技巧網 http://www.Gift-Tip.com 

實際禮物推薦 http://hot.Gift-Tip.com 

4 季、12 個月、365

天 

想法來自《綠光森林》，可以精心挑選 12 件（365 件難度太大了點

兒）禮物，放在一個盒子裡，集中送給她，告訴她，這 12 件禮物

讓她一個月拆一件，不要多拆哦！因為你在一整年裡都能感受到你

帶給她的驚喜。當然，不要忘了，每一份禮物裡都要寫一封信（結

合季節啊之類）給她，向她表示你的愛意。讓她一年到頭都有禮物

拆！ 

數大便是美 
親自去撿上 999 個漂亮的貝殼，最好是不要重複貝殼的樣子， 

999 朵玫瑰、以前常有人摺星星! 

不過這些辦法缺點是花時間或花錢，就看你怎麼用了! 

1999 個字的情書 
千萬記住，多一個字都不行! 

不一定是 1999，也可以是 1314、520…等~ 

N 種 不 同 方 式 的

“我愛你” 

不同的字型，或不同國家的文字，寫在紙上，最好將其裝裱起來 

可以用線上翻譯的功能:Google Translation(翻譯) 

99 張有關愛情的郵

票 

將其製成一個精美的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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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介紹我們啦!!! 等好久喔!! 

 

作者 B 先生:各為客官，他們是 QQ 堂^^||| 

:我是 Q 龐，看我有個龐克頭就知道了! 

:我是 Q 妹!       :我是 Q 弟!! 

QQ 堂之 Q&A 講座: 

:為什麼叫 QQ 堂(糖)壓?!! 

:都可以有棒棒堂，為什麼不能有 QQ 堂=.= 

OS:(哼，其實應該是作者 B 先生想紅又不想露臉，我們才會出道) 

:為什麼我們臉右邊下面都有一點?!! 

:都說是 Q 了，當然要有一點，你阿 Q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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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_O!!!…那又為什麼我們沒有身體也沒有腳? 

>.<:蝌蚪也沒有腳ㄚ，都說是 QQ 堂了!(氣) 

Q_Q:你是說會像蝌蚪一樣，長大變青蛙嗎??我不要

~~~!~>_<~ 

作者 B 先生:挖喔!Q 妹~妳說我才想到耶!快記下來!嘿~(邪惡) 

作者 B 先生:我可以叫小布，不要叫 B 先生嗎?~ 

:小布?，你是說布萊德‧彼特嗎?少臭美了!哼!!! 

作者 B 先生:(沮喪……) 

 

QQ 堂希望大家多支持嘍!! 

 

送禮技巧網 http://www.Gift-Tip.com 

實際禮物推薦 http://hot.Gift-Tip.com 

12 星座送禮技巧大全 http://www.Gift-Tip.com/12s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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