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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稿 傳統註冊版 

 傳統式 現代式 

特式 1. 新娘由女方主婚人帶領進場 

2. 有花仔、花女 

1. 新郎和新娘一同進場 

2. 無花仔、花女 

設備 1. 新郎、新娘、兩位

主婚人的身分證

明文件正本 

2. 個人化誓詞(新人

需要自行預備) 

3. 戒指枕或戒指盒 

4. 檯 1 張 

5. 椅 5 張 

6. 影音器材 

7. 無線咪 2-3 支 

8. 結婚蛋糕 

9. 切蛋糕刀 

10. 香檳杯 1 對 

11. 香檳 

1. 新郎、新娘、兩位

主婚人的身分證

明文件正本 

2. 個人化誓詞(新人

需要自行預備) 

3. 戒指枕或戒指盒 

4. 檯 1 張 

5. 椅 5 張 

6. 影音器材 

7. 無線咪 2-3 支 

8. 結婚蛋糕 

9. 切蛋糕刀 

10. 香檳杯 1 對 

11. 香檳 

註冊儀式前 15 分鐘 

 傳統式 現代式 

場地供應商： (禮台和影音器材準備好)  

司儀： 註冊儀式即將開始，請各位就座。(不時重複直至全部就座) 

來賓及親屬： (全部就座) 

司儀： 各位來賓，我代表一對新人[新郎姓名]及[新娘姓名]，多謝大家蒞臨他們的婚宴，今晚[新郎姓

名]及[新娘姓名]將會在各位的見證下，完成莊嚴的註冊儀式，整個過程約 5 分鐘。 

在註冊儀式前，先請各位細心欣賞他們兩位的短片。 

場地供應商： (播放短片) 

伴郎： (把戒指和戒指枕交給花仔) (把戒指和戒指枕放好在簽名檯上) 

司儀： (播放短片完畢) 原來[新郎姓名]及[新娘姓名]是[如何認識]。 

註冊儀式 

 傳統式 現代式 

場地供應商： (暫停餐飲服務和限制進出場地) 

新郎： (台前站立) (場外站立) 

新娘： (場外站立) 

女方主婚人： (場外站立)  

司儀： 期待已久莊嚴的一刻即將蒞臨，請各位來賓喺註冊儀式進行期間保持肅靜。整個過程維時約 5

分鐘。 

現在，請大家把手機取出，把它關掉或轉為不嚮鬧的模式，以免影響莊嚴的儀式進行。多謝大

家的幫忙！(停頓直至賓客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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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 現在，首先請男方主婚人[男方主婚人姓名]上

台就坐。 

現在，首先請男女雙方主婚人[男方主婚人姓

名]和[女方主婚人姓名]上台就坐。 

男方主婚人： (上台就坐) (上台就坐) 

女方主婚人：  (上台就坐) 

司儀： 現在，請各位來賓起立歡迎新娘進場。 現在，請各位來賓起立歡迎一對新人進場。 

場地供應商： (奏樂) 

花仔和花女： (帶同戒指和戒指枕，步入會場，領路到台前，

把戒指和戒指枕放好在簽名檯上，然後返回坐

位) 

 

女方主婚人和

新娘： 

(步入會場)  

女方主婚人： (把新娘交到新郎手上)(上台站立)  

新郎和新娘： (上台站立) (步入會場，上台站立) 

場地供應商： (奏樂完畢) 

司儀： 請新人各位來賓，主婚人和新人就坐。 

新郎和新娘： (就坐) 

男女方主婚人： (就坐) 

來賓及親屬： (就坐) 

司儀： 請各位來賓保持肅靜(重覆直至待賓客安靜) 

司儀： 跟住，我們請婚姻監禮人[律師姓名]律師上台主持註冊儀式。 

 [註冊儀式開始] 

婚姻監禮人： (婚姻監禮人向新人祝賀)(請新人起立) 

(宣讀法定引言：在兩位結為夫婦之前，本人在職責上要提醒你們：根據《婚姻條例》締結的

婚姻是莊嚴而有約束力的，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因此，[新郎

姓名]和[新娘姓名]，你們的婚禮雖然沒有世俗或宗教儀式，但你們在本人和現時在場的人面前

當眾表示以對方為配偶，並為此簽名為證後，便成為合法夫妻) 

婚姻監禮人： 請新郎宣讀您的誓詞 

新郎： 我請在場各人見證：我[新郎姓名]願以你[新娘姓名]為我合法妻子。 

備註： 除指定上述法定誓詞外，亦可依照下列方法採用個人化誓詞； 

1. 從「自選誓詞範本」中選擇，或自行撰寫誓詞，但其內容必須包含法定誓詞； 

2. 把個人化誓詞預先印出、修飾（如剪裁成 A5 size、用 iPad 顯示等）及帶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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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註冊前將個人化誓詞放在簽名枱上，以便於宣誓時讀出。 

*請注意，律師帶往現場之誓詞板只為法定誓詞，新人如欲採用個人化誓詞，必須遵照以上步

驟自行準備。 

婚姻監禮人： 請新娘宣讀您的誓詞。 

新娘： 我請在場各人見證：我[新娘姓名]願以您[新郎姓名]為我合法丈夫。 

備註： 除指定上述法定誓詞外，亦可依照下列方法採用個人化誓詞； 

1. 從「自選誓詞範本」中選擇，或自行撰寫誓詞，但其內容必須包含法定誓詞； 

2. 把個人化誓詞預先印出、修飾（如剪裁成 A5 size、用 iPad 顯示等）及帶到現場； 

3. 註冊前將個人化誓詞放在簽名枱上，以便於宣誓時讀出。 

*請注意，律師帶往現場之誓詞板只為法定誓詞，新人如欲採用個人化誓詞，必須遵照以上步

驟自行準備。 

婚姻監禮人： 現在請新郎和新娘進行交換戒指的儀式。 

婚姻監禮人： 首先請新郎為新娘戴上戒指。 

新郎： (為新娘戴上戒指) 

婚姻監禮人： 跟住請新娘為新郎戴上戒指。 

新娘： (為新郎戴上戒指) 

婚姻監禮人： 現在請新郎為新娘揭頭紗。 

新郎： (新郎為新娘揭頭紗及親吻新娘) 

婚姻監禮人： 新郎及新娘請坐。 

新郎和新娘： (簽署結婚證書) 

雙方主婚人： (簽署結婚證書) 

婚姻監禮人： (簽署、蓋章結婚證書)(包裝結婚證書及證書禮盒) 

婚姻監禮人： 請新郎和新娘起立。 

新郎和新娘： (起立) 

婚姻監禮人： [新郎姓名]及[新娘姓名]您們已正式成為合法夫妻，現在我將結婚證書交到新娘手上，祝您們

白頭到老，永結同心。 

今日嘅註冊儀式，禮成。 

 [註冊儀式結束] 

其他儀式 

司儀： 恭喜[新郎姓名]及[新娘姓名]。我們請新郎、新娘、男女方主婚人和婚姻監禮人一起合照。 

眾人：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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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 多謝[律師姓名]律師。請兩位主婚人和婚姻監禮人先到台下就坐。 

婚姻監禮人： (退席) 

男女方主婚人： (退席) 

場地供應商： (送上結婚蛋糕) 

司儀： 我代表[新郎姓名]及[新娘姓名]多謝在場所有嘉賓為他們見證註冊儀式，完成註冊後，是切結

婚蛋糕的時間，有請[新郎姓名]及[新娘姓名]。結婚蛋糕象徵豐裕，寓意兒孫滿堂。新郎、新

娘一起切結婚蛋糕，代表承諾從今以後照顧對方一生，過著甜蜜和諧的家庭生活。 

新郎和新娘： (一起切蛋糕) 

司儀： 我代表所有賓客祝賀您們的生活揭開新一頁。 

場地供應商： (收回結婚蛋糕) 

司儀： 完成切結婚蛋糕儀式後，是[新郎姓名]及[新娘姓名]合巹交杯的時間。  

場地供應商： (遞上香檳杯) 

司儀 請[新郎姓名]及[新娘姓名]合巹交杯，象徵您們兩位二為一體，二人同心，百年好合！  

新郎和新娘： (合巹交杯) 

司儀： 讓我們舉杯誠心祝賀他們新婚。大家一起乾杯！ 

來賓： (舉杯祝酒) 

新郎及新娘： (祝酒後，放下酒杯) 

司儀： [新郎姓名]及[新娘姓名]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感受。 

新郎和新娘： (向兩方家長、親戚、朋友致詞和致謝) 

司儀： 先請[新郎姓名]及[新娘姓名]就坐。 

新郎和新娘： (退席) 

司儀： 婚宴即將開始，請各位來賓慢用。 

(司儀退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