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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婚禮細則 

(二○二一年七月一日生效，以行禮日期計算) 

  
(一) 申請禮拜堂作婚禮用途只限於： 

1. 新人最少其中一方為崇基校董會成員及其子女、中大教職員及其子女、中大校友（本科畢業生、研究

院畢業生、中大教育學院教育文憑課程畢業生）、崇基禮拜堂之友（恆常出席崇拜一年以上者）；與崇

基學院或中大有特殊貢獻人士。 

2. 新人最少其中一方為已領洗之基督徒，雙方都認同基督教婚禮，也獲教會推薦，並接受婚前輔導。 

3. 婚禮主持：由崇基學院校牧任婚禮主持或由校牧安排與崇基學院有關之牧師負責證婚 (包括：聖公會、

中華基督教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崇真會及信義會)。婚禮程序要先得校牧同意，及要配合本禮拜堂

之傳統禮儀。 
 
(二) 申請手續： 

1. 請瀏覽崇基學院校牧室網頁索取申請表格，http://www.cuhk.edu.hk/ccc/chaplaincy>租借場地，查詢日

期請查閱「崇基禮拜堂場地使用記錄」。 

2. 申請不早於借用日期一年前，填妥表格連同所需文件（參第三項），寄回校牧室，並繳交支票港幣三

千元作申請按金，支票抬頭：“香港中文大學”或“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申請按金將於

基本費用中扣除。若申請者不在已被接受的申請日期及時段舉行婚禮，按金將不獲退還。 

3. 若同意其申請，校牧室將發出「同意申請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婚禮通知書」（以下簡稱「同意申請通

知書」）。申請人只可於婚禮簡介會當日視察場地。 

4. 申請人收到「同意申請通知書」後，須繳交全部費用及按金港幣二千元，支票抬頭：“香港中文大學”

或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同意申請通知書」通常不會早於借用日期四個月發出。 

5. 若收到「同意申請通知書」後一星期內不繳交全部費用，或於婚期前四個月內更改婚期或取消，有關

日期、時間將開放給其他申請人，已收的申請按金及按金將不發還。 

6. 校牧室保留拒絕申請權利，而無須提供理由，但會發還申請按金及按金。 

7. 申請人須依本港法例，先呈報婚姻註冊署（可瀏覽 http://www.info.gov.hk/immd/），獲得「婚姻登記官

證明書」，並在婚禮舉行一個月前把「婚姻登記官證明書」交到校牧室，製作婚書。 

8. 崇基學院享有優先使用權；可因為學院舉行特別活動而徵用禮拜堂，屆時申請人須更改日期、時間，

或取消有關申請，將獲退回所有已繳交費用，而不會得到任何額外補償。 
 
(三) 所需文件： 

1. 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婚禮申請表； 

2. 新人教會所發的推薦信； 

3. 婚前輔導證明； 

4. 新人中大身份證明（如職員證副本、畢業證書副本、有關學業證明或有關身份證明）； 

5. 新人雙方身份證副本（可在副本上蓋上或寫上 “副本” 字句）； 

6. 新人領洗證明信副本。 
 
(四) 只接受星期六下列其中的一個時段（公眾假期除外），崇基學院校友優先。 

舉行婚禮時間（包括佈置、婚禮、拍照及場地清理，請勿超時。） 

1. 一時十分至三時二十五分  星期六（公眾假期除外） 

2. 三時三十分至五時四十五分  星期六（公眾假期除外） 
 

(五) 費用（由校牧室代收，交香港中文大學） 

（每年七月一日香港中文大學將進行借用場地收費調整，七月一日後舉行之婚禮即按調整之收費辦理，恕不另行通知。） 

(A)基本費用（共二小時四十五分鐘）： 

       綵排時間三十分鐘（通常於婚期前一個星期至一個月內之星期六，日期時間由主禮牧師安排，請準時出席  

       及請勿超時）；婚禮當日兩小時十五分鐘（時間包括佈置約四十五分鐘、婚禮約一個小時、拍照及場地清理 

       約三十分鐘，請勿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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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000（崇基校董會成員、崇基校友、崇基禮拜堂會友）。 

2. $15,000（崇基校董會成員子女、中大教職員及其子女、中大校友）。 
 
 
費用包括：  

1. 使用禮拜堂綵排及婚禮當日合共兩小時四十五分鐘（包括 2 支講台咪、最多 3 支無線咪及冷氣） 

2. 使用三角鋼琴 

3. 使用 2 張長枱（2 尺 x6 尺）作接待處用（室內） 

4. 使用油畫架一個 

5. 使用譜架一個 

6. 職工當值費（綵排及婚禮當日），合共兩小時四十五分鐘 

*7. 校牧室行政費 
    

 其它設施費用 
1.風琴 (另付司琴費）              $650 

2.管風琴司（婚禮當日，不包括綵排，經校牧室介紹後，新人直接與管風琴司聯絡）    $900  

3.活動中心（不包括草地，擺設婚禮後茶點招待用，限兩小時，沒有音響器材）   $1,080 

4.職工費（婚禮使用時段後，使用活動中心之職工收費）         $250/小時 
  
* 校牧室行政費 
使用禮拜堂設施費用，全數由中文大學所收取，與校牧室無關。事實上，本室之財政來源，全賴校友及教會友好

所奉獻（崇基校牧基金）而來。接受申請使用禮拜堂設施舉行婚禮並非校牧室之工作，乃是對外教會團體或校友

之額外服務，故要略收行政費。費用交校牧室轉存崇基校牧基金。行政費服務包括職員文書工作；婚禮程序及有

關事宜諮詢。 
 
(B) 按金 
申請按金  $3,000（於基本費用中扣除） 

清潔按金  $2,000（如沒任何損毀或違反規則，可退還，於婚禮後八星期內處理。） 
 

  
(六)  一般規則： 

1.  結婚人士請先指定一名總負責人，並將其姓名填報；以便與本堂職員聯絡。 

2. 結婚人士必須嚴守約定之時間舉行婚禮、婚禮前的綵排及租用時間。逾時則需扣除按金。 

3. 借堂人士及會者不得攜帶飲品及食物進入禮拜堂（飲用清水除外）。不可吸煙、飲食、展示不雅媒體或作

非法活動。違例者，院方有權即時終止其使用權，沒收按金，並將來不接受該團體/個人/推薦單位之申

請。 

4. 如有任何佈置、攝影、婚禮程序或分發宣傳品及單張事宜，須先徵得校牧室同意。聖壇上及台前藍地氈 

部份，須保持整潔及莊重，不可有任何佈置。 

5. 禮拜堂內外及活動中心內外之婚禮佈置及裝飾必需確保不損壞任何家具及牆壁，不准使用夾、膠紙、釘

書機/釘或有損壞家具及牆壁之用具及物品等。借用者不得任意加設任何電器用品。 

6. 禮拜堂內外及活動中心內外請勿使用明火、花瓣、樹葉、樹枝、金粉、豆米、紙屑、羽毛、氣球、泡沫、

零碎/易碎物及諸類等物。 

7. 借用禮拜堂及活動中心（中心範圍不包括門外平台及草地）應以指定之場地為限。借用公物包括聖壇上

家具，未經許可，不得變動其原來位置，如有任何損壞，須負責賠償。 

8.  禮拜堂乃屬莊嚴地方，進入禮拜堂人士，須衣履整齊，請保持安靜，不得喧嘩、嬉戲及追逐。 

9. 婚禮儀式進行期間，不可在聖壇上攝影及使用鎂光燈，妨礙婚禮進行。 

10. 校園內不可張貼宣傳婚事之指示及路引等，一經發現，可沒收其按金。 

11. 使用禮拜堂及活動中心完畢後，若發現因婚禮而導致有破壞校園物件、生態環境之情況，學院方面有權

沒收按金及追討賠償。 

12. 使用地方後，須自備垃圾袋清理場地及搬走所有垃圾到垃圾站（垃圾站設於禮拜堂對面教職員聯誼會側

露天停車場後）。若有任何損毀，本室有權按損毀程度追討賠償及清潔費用。 

13. 若有違反任何規則，本院有權隨時中止使用禮拜堂/活動中心，一切已交費用/按金概不退還。並將來不

接受該團體/個人/推薦單位之申請。 

14. 校牧室保留修改本規則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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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崇基學院禮拜堂婚禮注意事項  
 

（崇基學院禮拜堂，下列簡稱「禮拜堂」） 

 

1. 謹記交齊所有申請借用禮拜堂之文件。 

 
2. 謹記到婚姻註冊處登記，最早可登記日期為新人行禮日期前三個月（申請需時最少 15 個工作

天）。取到「婚姻登記官證明書」後，請電郵到負責職員，正本請於綵排當日交給主禮牧師。

請於婚期前一個月提供主婚人英文姓名，提交後不可更改。如主婚人不懂簽署，請盡早通知，

於簽婚書時只需在簽名欄上劃上“X”。 

 
3. 婚禮程序需電郵到崇基禮拜堂：chaplaincy@cuhk.edu.hk，由崇基學院校牧批核，謹記註明新

人中文姓名，行禮日期、地點及時間。最後一首詩歌極力建議為「完全的愛」，這是一首會眾

祝福新人的歌，非常適合於婚禮祝福環節前唱的詩歌，歌詞見第 15 頁。 

 
4. 證婚環節主要由崇基學院校牧或與崇基學院有關之牧師證婚，婚禮人士請通知主席於證婚環

節時介紹主禮牧師，牧師證婚環節約 25 分鐘，由“開始盟誓”直至“新郎揭頭紗”為完成整個證

婚環節。有關訓勉部份，不宜超過 10 分鐘；新人致謝時間約 5 分鐘。謹記這是一個婚禮崇拜，

重點是上主的慈愛和應許。是上主設立婚姻，是上主賜福一對新人。 

 
5.   請於綵排時核對資料，並請注意婚書上的簽名必需與於婚姻登記處登記時之簽名相同。 

以下人士必須出席婚禮綵排：雙方家長或證婚人、新郎、新娘、伴郎、伴娘、花仔、花女、非

本堂安排的司琴（新郎進場、新娘進場及禮成環節）等。花仔花女必須年滿 4 歲。 

 
6.  中大為提升校園出入管理效率的新措施，實施以下措施，以提升校園出入管理效率 ： 

 (a) 中大智能卡持有人 - 中大通(CULink)及中大圖書證持有人：從實施日起，須透過讀卡器驗證

其智能卡。 

     (b) 中大校友 - 中大校友信用卡持有人：須如常於校園入口處，出示其信用卡作入校之用。 

如有需要，中大校友信用卡持有人或會被要求出示香港身份證以作核實身份之用。 

所有其他訪客，如未能提供上述中大相關文件，均須於校園入口處(車輛閘口或各入口處)登記

其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方可進入校園。 

如情況需要，大學保留拒絕訪客進入校園的權利。 

校園出入管理措施旨在保障校園和大學社區的安全，大學感謝大學成員及社會各界人士的理解

和合作。 

 
7. 婚禮人士車輛可進入中大校園，在入閘時拍八達通咭及離開時拍八達通咭繳交費用。首 30 分

鐘免費，超過 30 分鐘會以入閘時間計算，每小時港幣$20，收費如有調整，恕不另行通知。禮

拜堂提供最多 3 張免費優惠券，每張可免費泊一車輛一次使用最多 10 小時，出閘時使用。優

惠券會於婚禮當日由當值同事交給新郎或新娘。到訪校園訪客及車輛，須遵守中文大學校園遊覽

守則，大學有權要求違反守則訪客及車輛離開校園。 

使用優惠券注意事項： 

1. 入閘時拍八達通咭； 

2. 出閘時先拍優惠券，待屏幕顯示免費時數，後拍入閘時使用之八達通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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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咭內餘額不足，可使用任何一張八達通咭； 

4. 如拍咭次序錯誤，令八達通先扣泊車費，金額將不能退回。 

禮拜堂附近可供停泊私家車的位置包括：1）崇基禮拜堂活動中心側、2）禮拜堂正門及 3）崇

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餐廳）側停車場。如沒有許可證之車輛，不得停泊於信和樓底下之大廈

停車場，否則會被鎖上。 

 
8.  婚禮人士可自行於校外租用最多 3 架穿梭小巴或單層旅遊巴士進入中大校園（中大未能提供

租用巴士服務），首 30 分鐘免費，超過 30 分鐘會以入閘時間計算，每小時港幣$20，收 費 如 

有 調 整 ， 恕 不 另 行 通 知 。 有 關 安 排 需 於  5  個 工 作 天 前 ， 把 填 妥 之 「 團 體 訪 客 

入 校 申 請 表」 電 郵 至 chaplaincy@cuhk.edu.hk，校 牧 室 代 為 把 資 料 轉 給 中 大 保 安 處 ， 

有 關 表 格 ， 可 於 中 大 保 安 處 網 頁 下 載 ：

https://www.scu.cuhk.edu.hk/so_media/Form/20210817CampusVisitApplicationForm.pdf。 

如安排來往大學火車站及崇基禮拜堂之穿梭小巴，請於大學港鐵站 A 出口露天廣場之保安處

站崗處上落客（參附頁地圖）。旅遊巴士不准在校園內停泊及等候，並須於上落客後離開校園，

違規旅遊巴士或會被禁止進入校園。 

 

9.  請勿擅自在禮拜堂活動中心外平台、草地上或停車場內設置茶點，否則會被即時制止，有關

按金亦會被扣除。已申請於活動中心設置茶點之新人，請謹記自行安排處理剩餘飲料（包括

杯內），請勿倒進洗手間洗手盆、厠內、雨水渠或草叢內。 

 
10.  請婚禮統籌進場時全場走一趟，確保禮拜堂提供清潔整齊的場地，禮拜堂亦要求新人交還清

潔整齊的場地。請清理所有自行及賓客帶來之物品及垃圾（請自備垃圾袋），紮好及搬到禮拜

堂對面露天停車場後之垃圾站（面向教職員聯誼會正門右側斜路入）。請注意：請勿攜帶飲品

及食物進入禮拜堂，包括新娘房，一經發現，新人所付的按金將會被扣除。 

 

 

常 見 問 題 
 
（一）申請手續方面 

 
1. 問：借用禮拜堂雙方都是崇基人，場租方面可否減收？ 

 答：禮拜堂婚禮收取的費用，只分崇基人士及非崇基人士兩種收費。新人當中只要有一位是

崇基校友，均屬崇基人士收費。 

 
2. 問：我的朋友或親友乃非中大校友或職員，我可以代為申請嗎？ 

答：申請者即舉行婚禮之人士必須為崇基校董會成員或其子女、中大教職員或其子女、中大

校友、崇基禮拜堂之友；或對崇基學院或中大有特殊貢獻之人士。 

 
3. 問：我的另一半是非基督徒，可以申請禮拜堂行禮嗎？ 

答：新人最少其中一方為已領洗之基督徒，經教會推薦，同意其婚禮及接受婚前輔導。 

 
4. 問：我可否找禮拜堂的牧師做婚前輔導呢？ 

答：安排婚禮乃校牧室額外為中大校友或人士提供之服務，並非校牧室職務之列，故校牧或

校牧室未能提供婚前輔導，閣下可向其它基督教機構或輔導機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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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問：我想於後年申請禮拜堂舉行婚禮，可以電話留位嗎？ 

 答：禮拜堂只接受四個月後至一年內的申請，以收到申請資料及申請按金為正式申請。 

    例子：如今日是九月一日，禮拜堂只接受明年一月一日至明年九月一日的申請。 

 
6. 問：我可否提早遞交申請資料？ 

 答：禮拜堂只接受四個月後至一年內的申請，以收到申請資料及申請按金為正式申請。 

例子：如今日是九月一日，禮拜堂只接受明年一月一日至明年九月一日的申請。閣下可

於九月一日前數天把資料寄到本禮拜堂，我們會等到九月一日下午 5:00 時處理，閣下的

申請不會有優先權。 

 
7. 問：我可以參觀禮拜堂嗎？ 

 答：禮拜堂只會於婚禮簡介會時間給已申請婚禮的人士參觀，其它日子未能安排。 

8. 問：禮拜堂甚麼時候可以確定我的申請？ 

 答：如禮拜堂已接受閣下的申請，禮拜堂將會安排閣下出席簡介會，及於閣下婚期前四個月

內約綵排日期及時間。惟學院保留禮拜堂最終使用權利，如婚期當天有學院活動，將以

學院活動優先處理。 

 
 
（二）場地方面 

 
1. 問：如當日只有我的申請，我可否改時間，提早或加時？ 

 答：不可以。 

 
2. 問：我訂了某個時段，可否提早進場？ 

答：申請表上的時段為使用時間，禮拜堂（包括新娘房、車位留位及場內設施）只會於使用

時間開放予婚禮使用，禮拜堂會準時開門，新人必須準時交還場地，包括新娘房及車位

留位。所有親友及工作人員亦須準時離開禮拜堂。 

 
3. 問：我可否於禮拜堂新娘房內飲食呢？ 

 答：不可以，使用禮拜堂規則—不可攜帶飲品及食物進入禮拜堂，一經發現，會被沒收按

金。 

 
4. 問：我可否以糖果或食品作為婚禮紀念品送給與會人士？ 

答：使用禮拜堂規則—不可攜帶飲品及食物進入禮拜堂，如新人以糖果或食品作為婚禮紀

念品，只可以於婚禮後，在禮拜堂外，與會人士離開禮拜堂時派發。 

 
5. 問：我有蛋糕或西餅或午飯餘下的食品，可否帶入禮拜堂呢？因為禮拜堂內有冷氣可更好保 

存食物? 

 答：使用禮拜堂規則—不可攜帶飲品及食物進入禮拜堂。禮拜堂乃莊嚴地方，即使閣下不 

        在場內進行飲食，食物所發出的味道會吸引昆蟲，後果嚴重。 

 
6. 問：我可否選擇禮拜堂聖幃顏色？ 

 答：不可以。禮拜堂聖幃顏色是按教會節期所用，有白色、紫色、紅色及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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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問：禮拜堂可容納多少人？ 

 答：最多一千二百人，主要區域可容納 500 人。 

 
8. 問：我的賓客可以坐樓上閣樓嗎？ 

 答：樓下全層坐滿後，將按實際情況開放閣樓。 

 
9.     問：使用禮拜堂或活動中心後，禮拜堂會否提供垃圾袋或清理服務？ 

 答：禮拜堂只收取職員當值費用，當值職員負責場地準備、查詢、監察及善後工作，禮拜堂 

                 沒有額外收取清潔費用，故使用禮拜堂或活動中心後，須自備垃圾袋清理場地及搬走 

                 所有垃圾到垃圾站（垃圾站設於禮拜堂對面教職員聯誼會側露天停車場後）。若有任何 

                 損毀或違規，禮拜堂會按程度追討賠償或扣除按金。 

 
（三）佈置方面 

 
1. 問：我可否沿途張貼道路指引？ 

 答：不可以。如校內保安處發現，每張罰款港幣 500 元；禮拜堂工作人員發現，每張罰款港  

           幣 100 元。如發現損毀校內設施，如欄杆油漆等，罰款額將視乎情況而定。 

 
2. 問：禮拜堂對出斜路旁欄杆可以佈置嗎？ 

答：可以。但只限絲帶或繩子捆綁，不可使用膠紙。佈置的物品不可阻礙車輛進出及駕車人 

 士的視線。 

 
3. 問：我見到禮拜堂有我所需的物資，可否使用？ 

答：借用禮拜堂或活動中心（學生中心範圍不包括門外平台及草地）應以指定之場地為限。

借用公物包括聖壇上之家具，未經許可，不得變動其原來位置，如有任何損壞，應負責

賠償。 

 
4. 問：有甚麼器材或物資可供使用？ 

 答：1. 兩邊講台各有 1 支固定咪，另借出最多三支無線咪連咪架  

   2. 三角鋼琴  3. 油畫架一個  4. 譜架一個  5. 羽毛筆  6. 2 張長枱作接待處用（2 尺 x6 尺） 

 
5. 問：我可否於婚禮前或後於禮拜堂內擺放物資？ 

答：不可以。 

 
6. 問：禮拜堂有沒有紅地氈？我可否自行攜帶？ 

 答：禮拜堂沒有紅地氈提供，亦不可以佈置紅地氈。 

 
7. 問：我可否與上一對或下一對新人共同佈置呢？ 

 答：可以。請通知禮拜堂，禮拜堂會把閣下聯絡電話交給另一對新人，細節由閣下及另一對 

            新人商議。如決定一同佈置，請通知禮拜堂。 

 
8. 問：禮拜堂內可否用氣球、泡沫及羽毛佈置？ 

答：不可以，以及明火、花瓣、樹葉、樹枝、金粉、豆米、紙屑、零碎或易碎的，無論新鮮

或乾的，都不可以在禮拜堂內外及活動中心內外、草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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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問：禮拜堂會否提供佈置服務？ 

 答：不會。如有需要，請與禮拜堂聯絡索取常用的佈置服務者聯絡資料，自行聯絡。 

 
10. 問：禮拜堂內，除了新娘子進場走廊，還有甚麼地方可以佈置呢？直柱或橫樑可以佈置嗎？ 

                 有甚麼地方需注意呢？ 

 答：禮拜堂已接近六十年歷史，禮拜堂會嚴格執行使用細則，亦希望各位使用者保護禮拜堂 

             設施，減低損耗。 

使用者必須確保禮拜堂內外及活動中心內外之婚禮佈置及裝飾不會損壞任何家具、牆壁 

及設施，夾、膠紙、釘書機/釘或可損壞家具及牆壁之用具及物品等一概不准使用。 

 
1. 可佈置地方主要為接待處桌及油畫架（不可放門外）、新娘子進場走廊等。新娘子進場 

走廊，建議用塑膠 S 鈎（闊口最少 1.5 吋）掛在木椅側，既快捷又能減低損耗。 

2.  禮拜堂內不可使用拱門及花鐘。 

3. 台上不可加添任何飾物、花或花柱，包括聖壇、咪、詩班席、講台等地方。 

 
（四）程序方面 

 
1. 問：程序表需要交給禮拜堂批核嗎？ 

答：需要的。請用程序表樣本加上內容，於婚禮 3個月前，把整份程序表電郵至 

chaplaincy@cuhk.edu.hk，讓相關同事批核，我們會於閣下婚禮 2個月前回覆。 

並注意下列事項： 

 

．程序表要登有新人中文全名；序樂、婚樂及禮成只可彈奏音樂，不可獻唱，不可選用 

“Bridal Chorus”；整個程序需選基督教詩歌，不宜選個人敬拜的詩歌及多次重唱； 

主席不需解釋每個項目細節等；程序表字款、顏色要清晰，字號不可太小；程序內容包 

括：進場及禮成音樂名稱及作曲，詩歌及獻詩歌名及歌詞，音樂伴奏音樂名稱，讀經經 

文及章節等。 

 

．訓勉不可超過 10分鐘，不需公開新人的婚姻輔導內容，宜分享愛情及婚姻的價值。 

 

．婚禮誓詞會按證婚牧師所屬教會的版本，網上的資料只供參考。 

 
2. 問：我沒有伴郎伴娘，可以嗎？ 

 答：不可以。 

 
3. 問：我沒有花仔或花女，可以嗎？ 

 答：可以。 
 
4. 問：我朋友的子女未滿四歲，但他們很聰明，曾經在其它婚禮作過花仔花女，可以在此做花 

                 仔花女嗎？ 

 答：此禮拜堂走廊長 60 尺，較其它婚禮場所走廊長。禮拜堂要求花仔花女必須年滿四歲，是

為了閣下婚禮能夠順利進行。曾經有年紀太小的花仔花女於婚禮途中不走路、害怕、嚎 

哭等，要媽媽邊叫邊走，甚至出動波板糖等等，焦點蓋過新娘。年滿四歲的小朋友則較

為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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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問：我可否於婚禮中播片？ 

 答：不可以。 
 
6. 問：我可否帶樂隊，用鼓、電結他、電子琴等，甚至把樂器連接禮拜堂的音響系統？ 

 答：不可以。 
 
7.  問：我可否邀請弦樂四重奏？演奏位置在哪裡？有足夠譜架嗎？ 

 答：可以。演奏者可以在管風琴側空位演奏，但不可以阻塞證婚牧師及訓勉座位之通道。禮 

                 拜堂最多只借出兩個譜架。 
 
8. 問：我可否自行控制禮拜堂的音響？ 

   答：不可以。如需要調較大細聲，請通知禮拜堂當值的工作人員。禮拜堂沒有專業操作員， 

                只提供基本音響及操作—如咪及咪的音量。 
 
9. 問：我可否播放 CD/MP4，或其他影音片段嗎？ 

 答：不可以。以及最好的效果為現場彈奏。 
 
10. 問：禮拜堂會否有錄影？ 

 答：不會。 
 
11. 問：禮拜堂有沒有詩班袍提供或租用？ 

 答：沒有。 
 

12. 問：詩班可以坐在哪裡？ 

 答：台上詩班席（面向十字架右手旁），約有二十個座位，視乎詩班員身型大細。 

 
13. 問：詩班員可否走到台前獻詩？ 

 答：不可以。詩班員必須在詩班席獻詩，並請勿走出通道。 

 
14. 問：獻詩環節會否有工作人員協助放咪及收咪？ 

答：如需於獻詩環節使用咪，請新人自行安排工作人員，獻詩時擺放，獻詩後立即放回原位。 

 
15. 問：我沒有牧師作訓勉，可以找主禮牧師做訓勉環節嗎？ 

 答：做訓勉的牧師需要於婚禮前與新人面談數次，主禮牧師沒有時間可以兼顧。新人可請所 

 屬教會的牧者或傳道人，甚至朋友做訓勉。 

 
16. 問：我是否可以按自己教會禮儀或程序進行婚禮呢？ 

 答：閣下申請崇基禮拜堂舉行婚禮，不只是借用場地，而是要遵行崇基禮拜堂基督教禮儀及 

            程序。 

 
17. 問：我可否邀請自己教會的牧師做證婚牧師呢？ 

 答：不可以，證婚牧師由崇基禮拜堂安排，貴教會牧師可作其它婚禮職事—主席、讀經、

祈禱、訓勉等。 

 
18. 問：最後一首詩歌是否一定要選擇「完全的愛」，我可選擇其它詩歌嗎？ 

 答：「完全的愛」是一首會眾祝福新人的歌，非常適合於婚禮祝福環節時唱的詩歌，如閣下有 

           其它更合適的祝福詩歌，牧師也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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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問：我可以安排多少對伴郎伴娘或花仔花女呢？ 

 答：一對伴郎伴娘，不多於三對花仔花女。 

 
20. 問：攝影師走動位置是否有限制？ 

 答：是。攝影師須遵守禮拜堂的“攝錄、攝影人士注意事項” (請看第二部份 iv-xi)。攝影師的走

動位置不應影響新人及賓客。攝影師只准於簽婚書時，才可以到台上攝影師位置拍攝。

新人請於婚禮綵排前把攝錄、攝影公司聯絡資料交給禮拜堂。 

 
21. 問：我可以要求牧師用英語證婚嗎？ 

 答：禮拜堂安排的牧師一般可用英語或廣東話證婚，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五）風琴方面 

 
1. 問：我朋友是風琴司，非中大音樂系學生，可否使用禮拜堂的管風琴呢？ 

 答：一般情況下不可以，除非該風琴司曾是中大音樂系主修管風琴學生，並得禮拜堂同意。 

 
2. 問：我朋友多年前是中大音樂系學生，他可以使用禮拜堂內的管風琴嗎？ 

 答：由禮拜堂確定。 

 
（六）茶點方面 

 
1. 問：我想於婚禮前訂禮拜堂地下的活動中心作賓客休息或茶點用，可以嗎？ 

 答：禮拜堂地下的活動中心只會允許作婚禮後茶點之用。 

 
2. 問：如婚禮當日只有我的申請，我可否提早或加時？ 

 答：不可以。 

 
3. 問：我不想擺茶點，只想於門外提供飲品，可以嗎？ 

 答：不可以。 

 
4. 問：我訂的食品公司須要時間擺放食品，如果早到可以提早使用場地嗎？ 

 答：不可以。 

 
5. 問：我可否於禮拜堂正門外或草地上擺放飲品？ 

 答：不可以。如閣下想設婚禮後茶點，場地主要為禮拜堂地下的活動中心室內，如閣下想 

            把食物擺出活動中心門外平台（階磚位），只可靠近玻璃門一條直線，要預留空間給行 

            人，不可阻塞通道。 

 
6. 問：我可以借用活動中心門外草地嗎？ 

 答：不可以，門外草地乃開放給公眾人士，不可預訂或攔阻其他人士使用。 

 
7. 問：我可否佈置活動中心的玻璃門及牆壁呢？ 

 答：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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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問：我可否於活動中心門外平台或草地擺放佈置？ 

答：原則上茶會地區屬活動中心室內，如閣下於門外階磚位擺放拱門，而不會阻塞通道，禮

拜堂可酌情接受。而草地上及石屎路上則不可擺放任何物品，如展板、拱門、太陽傘、

枱或椅等。 

 

9.    問：我可否於活動中心門外放氣球？ 
       答：不可以。禮拜堂內外、活動中心內外及草地上，請勿使用明火、花瓣、樹葉、樹枝、金

粉、豆米、紙屑、羽毛、氣球、泡沫、零碎/易碎物及諸類等物。 
 
10. 問：食物種類有沒有限制？ 

 答：不可以安排雪糕、甜筒、爆谷及有竹籤類的食品（如串燒）等。 

 
11.  問：有多少張枱可用？枱的尺寸？ 

 答：有六張枱，尺寸為 2 尺 x 6 尺，請謹記一定要使用枱布，枱布自行預備。 

 
12. 問：我可以攜帶電器來嗎？ 

 答：「申請細則」的六．5 申明「借用者不得任意加設任何電器用品」。 

 
13. 問：禮拜堂會否協助訂購茶會食品呢？ 

 答：每對新人要求不同，請閣下自行安排。中大校內餐廳聯絡如下： 

．崇基學院學生餐廳（2603 6623） ．崇基學院聯誼會（9856 3865） 

．蘭苑（2603 5922）   ．醫學院餐廳（2063 6077） 

．大學賓館（2603 6202）  ．Café 330（2994 3932） 

．范克廉樓咖啡閣（2603 6009） ．Ebeneezer’s Kebabs & Pizzeria (2561 2081) 

    
（七）車輛方面 

 
1. 問：我可以借用中大校內車輛作穿梭巴士嗎？ 

 答：請自行與租車公司安排。 

                 現時於中大校內行走之車隊有：陽光巴士（23720638）。 

 
2. 問：我知道禮拜堂提供三張免費泊車優惠券，每張一次使用最多十小時，如果我有超過三輛 

車或超過十小時怎麼辦？ 

答：出閘時自行繳費，每小時港幣 20 元，大小車同價，收費如有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3. 問：我有很多朋友會駕私家車進入中大參加婚禮，可以泊在哪裡，可以留位麼？ 

 答：禮拜堂會於禮拜堂正門（斜路門）預留三個私家車位供新人使用，使用時間與使用禮拜 

     堂時間相同（不包括活動中心茶會時間），其它之車輛請自行找停車位。 

禮拜堂附近可停泊私家車的位置包括：1）崇基禮拜堂活動中心側、2）禮拜堂正門及 

3）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餐廳）側停車場，如沒有許可證之車輛，不得停泊於信和樓

底下之大廈停車場，否則會被鎖上。 

 
 

* 請謹記「申請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婚禮細則」內的第六項—一般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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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xxx 
結婚典禮 

二mx 年 x 月 x 日下午 x 時正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 

 
主禮：（由崇基禮拜堂安排）   主婚：（男方簽婚書代表）  

主席：                 （女方簽婚書代表） 

訓勉：      司琴：  

祈禱：      風琴：  

讀經：  

 
序樂~~~~~~~~~~~~~~~~~~~~~~~~~~主禮人及新郎步入禮堂~~~~~~~~~~~~~~~~~~~~~~~~~~~眾坐 

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 (By J.S. Bach) 
 

宣召~~~~~~~~~~~~~~~~~~~~~~~~~~~~~~~~~~主禮牧師~~~~~~~~~~~~~~~~~~~~~~~~~~~~~~~眾坐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詩篇 118：24 

 
婚樂~~~~~~~~~~~~~~~~~~~~~~~~~~~~~主婚人及新娘步入禮堂~~~~~~~~~~~~~~~~~~~~~~~~眾立 

Canon in D (By J. Pachelbel) 
 

頌讚~~~~~~~~~~~~~~~~~~~~~~~~~~~~~~~~~~~~~會眾~~~~~~~~~~~~~~~~~~~~~~~~~~~~~~~~眾立 

(Sample)  <<這是耶和華的日子>> 

這是耶和華，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要高興歡喜。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這是耶和華，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祈禱~~~~~~~~~~~~~~~~~~~~~牧師 / 傳道人 / 教會弟兄姊妹（請自行約）~~~~~~~~~~~~~~~眾立 

 
讀經~~~~~~~~~~~~~~~~~~~~~~~~~~~先生 / 女士 / 牧師（請自行約） ~~~~~~~~~~~~~~~~~~~眾坐 

(Sample) 
哥林多前書 13：4-8 上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
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
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訓勉~~~~~~~~~~~~~~~~~~~~~~~~~~~~~~牧師 / 傳道人（請自行約）~~~~~~~~~~~~~~~~~~~~眾坐 

 
證婚~~~~~~~~~~~~~~~~~~~~~~~~~~~~~~~~~~~~ 主禮牧師 ~~~~~~~~~~~~~~~~~~~~~~~~~~~~~眾坐 

新人許願、誓約、交換信物 

 
訂盟~~~~~~~~~~~~~~~~~~~~~~~~~~~~~~~主禮牧師、雙方家長~~~~~~~~~~~~~~~~~~~~~~~~~眾坐 

簽署婚書 

（音樂伴奏 / 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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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詩~~~~~~~~~~~~~~~~~~~~~~~~~~~~~~~~獻唱小組（請自行約）~~~~~~~~~~~~~~~~~~~~~~眾坐 

(Sample)  <<我信愛是恆久>> 
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裡會有愛無盡頭？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確信愛是恆久，碰到了您已無別求：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千秋過後仍長存不朽！ 

明日幻變天地無法猜得透，也許風雨盡蓋掩滿天星宿； 

有您在旁將真愛盡傾流，寒夜漆黑一片也未去擔憂！ 

長路就算多漫長似沒盡頭，您總緊靠著我、輕挽我的手， 

那怕歲月一飄去未可留，能找到真愛已足夠！ 

 
頌讚~~~~~~~~~~~~~~~~~~~~~~~~~~~~~~~~~~~~~~~會眾~~~~~~~~~~~~~~~~~~~~~~~~~~~~~~~眾立 

<<完全的愛>> 
1.  完全的愛，超過人間的思想；虔誠信眾，向主屈膝頌揚； 

 為此佳偶， 求主厚賜恩無量；主作之合，恩愛地久天長。 

2.  完全生命，懇求為他們保證；温柔的愛，永久不移的信； 

 有恆的望，壯膽平心的堅忍；純潔天真，艱難痛苦不驚。 

3.  求使他倆，歡心消盡了愁情；求賜他倆，平安寧息世爭； 

 百年偕老，又加燦爛的前程；重見黎明，恩愛生命永恆。 

 
祝福~~~~~~~~~~~~~~~~~~~~~~~~~~~~~~~~~~~~~ 主禮牧師~~~~~~~~~~~~~~~~~~~~~~~~~~~~眾立 

 
禮成~~~~~~~~~~~~~~~~~~~~~~~~~~~~~~~~~~~新人步出禮堂~~~~~~~~~~~~~~~~~~~~~~~~~~ 眾立 

Wedding March (By F. Mendelssohn) 
 
致謝~~~~~~~~~~~~~~~~~~~~~~~~~~~~~~~~~~~~新郎及新娘~~~~~~~~~~~~~~~~~~~~~~~~~~~~眾坐 

 
衷心感謝蒞臨，敬請留步拍照！ 

   
拍照程序 

1. 主禮人  2.  雙方家長  3. 男方家人  4. 女方家人 

5. 雙方家人 6.  兄弟團  7. 姊妹團  8. 男方同事 

9. 女方同事 10.男方同學及好友 11.女方同學及好友 12.其他來賓及好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巹燭的意義 
合巹燭乃是象徵一個新家庭的建立。基督教信仰相信兩人結成夫妻，並非只是兩口子的事， 

而是兩個家庭間的結合，兩段不同的歷史走在一起，開展新一頁的將來。 

雙方代表於始禮時燃點壇上之洋燭，代表著新人的兩個原生家庭， 

會眾面向的右方為男方家庭，左方為女方家庭， 

一對新人在這兩家人的愛顧培育下成長，燃點起他倆的生命， 

在締結婚盟之後，新人便會各自從原生家庭的燭台上取火， 

一同燃點中間的蠟燭，代表一個新家庭的誕生。 

 
當新人宣誓完畢，簽過婚書，主禮宣佈二人成為合法夫婦， 

隨著新娘的面紗被掀起，禮堂前的簾幕亦會隨之捲開， 

意味兩人進入新的階段，親友亦共同見證這個階段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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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e”  &  “Groom” 
Wedding Ceremony 

“Date and Time” 
Chung Chi College Chape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inister:  (arranged by Chung Chi Chapel)   Hosts：witness (groom’s side) 

                witness (bride’s side) 
Presiding：       Organist: 

Homily：             Pianist： 

Prayer：                

Scripture reading： 

 
Prelude~~~~~~~~~~~~~~~~~~~~~Entrance of Minister & Groom~~~~~~~~~~~~~~~~~Seated 

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 (J.S. Bach) 
 

Call to Worship~~~~~~~~~~~~~~~~~~~~~ Minister ~~~~~~~~~~~~~~~~~~~~~~~~~~~~Seated 
 “This is the day the LORD has made; let us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Psalm 118:24 

 
Bridal March~~~~~~~~~~~~~~~~Entrance of The Bride and Host~~~~~~~~~~~~~~~~~Stand 
               Canon in D (J. Pachelbel) 
 
Hymn~~~~~~~~~~~~~~~~~~~~~~~~~~~~~~~~All~~~~~~~~~~~~~~~~~~~~~~~~~~~~~~~Stand 

(Sampl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that the LORD has made. We will 
rejoice, we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we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Prayer~~~~~~~~~~~~~~~~~~~~~~~~~~~~XXXXXXXXXXX ~~~~~~~~~~~~~~~~~~~~~~~~~Stand 
 
Scripture reading~~~~~~~~~~~~~~~~~~~ XXXXXXXXXXX~~~~~~~~~~~~~~~~~~~~~~~~~Seated 
  (sample) 

Ecclesiastes 4:9-12 
“ Two are better than one, because they have a good return for their work; If one falls down, his 
friend can help him up. But pity the man who falls and has no one to help him up! Also, if two lie 
down together, they will keep warm.  
But how can one keep warm alone? Though one may be overpowered, two  
can defend themselves.” 
 
1 Corinthians 13:4-8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is not rude,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Homily~~~~~~~~~~~~~~~~~~~~~~~~~~~~~~XXXXXXXXXXXXX~~~~~~~~~~~~~~~~~~~~~~~S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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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age Covenant~~~~~~~~~~~~~~~~~~~~~~~ Minister ~~~~~~~~~~~~~~~~~~~~~~~~~~Seated 
 
Signing of the Marriage Certificate~~~~~~~~~~ Minister, Witness~~~~~~~~~~~~~~~~~~~~Seated 
                                        Anthem: XXX and XXX 

      (hymn name and lyrics) 
         

Hymn~~~~~~~~~~~~~~~~~~~~~~~~~~~~~~~~~~~~All~~~~~~~~~~~~~~~~~~~~~~~~~~~~~~Stand 
<<O Perfect love >> (O Perfect Love) 

O perfect Love, all human thought transcending, 
Lowly we kneel in prayer before Thy throne, 
That theirs may be the love which knows no ending, 
Whom Thou forevermore dost join in one. 

O perfect Life, be Thou their full assurance, 
Of tender charity and steadfast faith, 
Of patient hope and quiet, brave endurance, 
With childlike trust that fears nor pain nor death. 

Grant them the joy which brightens earthly sorrow; 
Grant them the peace which calms all earthly strife, 
And to life’s day the glorious unknown morrow 
That dawns upon eternal love and life. 

Blessing~~~~~~~~~~~~~~~~~~~~~~~~~~~~~~~ Minister ~~~~~~~~~~~~~~~~~~~~~~~~~~~Stand 
 
Recessional~~~~~~~~~~~~~~~~~~~~Bride & Groom leave the church~~~~~~~~~~~~~~~~~Stand 

Wedding March (F. Mendelssohn) 
 
Vote of thanks~~~~~~~~~~~~~~~~~~~~~~~~~Bride & Groom~~~~~~~~~~~~~~~~~~~~~~~ Seated 
 
   Thank you for attending the wedding ceremony. Please kindly stay for the photo session. 

  Photo taking list 
(1) Minister and guests in the chancel 
(2) Minister, guests and the choir in the chancel 
(3) Parents of both families 
(4) groom’s family 
(5) bride’s family 
(6) both families 
(7) Church helpers 
(8) groom’s colleague 
(9) bride’s colleague 
(10) groom’s classmates and friends 
(11) bride’s classmates and friends 
(12) Other friends and rel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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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辦理婚姻登記 - 遞交擬結婚通知書 

簡介 

不論結婚雙方居於何地或屬於任何國籍，均可登記結婚。 

根據香港法例，在香港締結婚姻需經以下程序: 

• 無論擬結婚人士打算在香港以任何儀式或場地舉行婚禮，均須事先以訂明表格（表格

MR1(S)）向本港的婚姻登記處遞交「擬結婚通知書」（通知書）。 

• 如符合所有法定要求，登記官可在通知書遞交後最少 15 天，簽發「婚姻登記官證明書｣，

讓結婚雙方在通知書的三個月有效期內舉行婚禮。請核對「婚姻登記官證明書｣上所有

資料，包括中英文姓名、父母中英文姓名(如有)。 

婚禮須於遞交通知書後三個月內進行，否則該通知書便會作廢，之後有關人士如欲舉行婚禮，必

須重新遞交通知書。 

 

辦理婚姻登記的詳情及須知，請瀏覽：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marriage.html

及 https://www.immd.gov.hk/hkt/faq/marriage-registration.html參考資料，其中包括在香

港以外地方以訂明表格遞交擬結婚通知書、離婚人士申請須知。 

 

如何遞交擬結婚通知書 

除非結婚雙方均居於香港以外地區，否則其中一方或雙方必須親自前往婚姻登記處或透過婚姻監

禮人遞交通知書。 

在遞交通知書時，擬結婚人士須出示雙方的香港身份證或有效的旅行證件。有關人士不用填寫申

請表格，但必須提供下列的個人資料，供婚姻登記處職員擬備及印製通知書之用： 

．全名 ．婚姻狀況（即是否未婚、鰥夫或寡婦、離婚人士或以往曾否採用任何儀式結婚） 

．職業 ．年齡 ．住址 ．雙方父母的姓名 

 

為節省在登記處辦理遞交通知書手續的時間，擬結婚人士可透過互聯網，預先填報婚姻登記所需

之詳細資料，亦可選擇下載並填妥「婚姻登記所需資料」表（表格 MR 21B），並於辦理通知書時

一併遞交。請注意：該資料表並非申請表格，亦不等同通知書。 

  

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 

擬結婚人士可透過互聯網(www.gov.hk/marriagebooking)或電話(使用按掣式音頻電話致電(852) 

3102 3883)預約遞交通知書，免費預約服務 24 小時運作，預約名額先到先得。請注意：每對準

新人只能預約一個時間。 

 

網上遞交婚姻登記所需資料 

如擬結婚人士已成功預約遞交通知書，可進一步使用網上服務，在不遲於所預約日期的前一天，

透過互聯網填報婚姻登記所需之詳細資料(www.gov.hk/marriageb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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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禮 注 意 事 項 （重點） 
 
1. 在本堂舉行婚禮，務請閱讀此手冊上所有文件。 

 
2. 本堂每場婚禮，從開始前準備，婚禮進行及婚禮後清場只得 2 小時 15 分鐘。周六約有一至兩

場婚禮，多對綵排，不容許過時，是故，每項程序均十分緊湊。 
 
3. 一般情況下，主禮牧師只擔任證婚，不會負責主席、讀經、祈禱、訓勉等儀節。 

 
4. 程序如有緊急需要修訂，必須於婚禮舉行前最少七日獲校牧批核。 

 
5. 不可臨時更改婚禮舉行時間及程序內容。如須更改，須得主禮牧師同意。 

 
6. 不可臨時更改主婚人，因婚書已於婚禮前準備好，並印上主婚人名字。 

 
7. 在舉行婚禮前，務請檢查是否帶備結婚戒指、頭紗及程序。 
 
8. 攝影師須遵從禮拜堂的攝影規則，及聽從禮拜堂職員指示。 

 
9. 婚禮前 10 分鐘，一對新人，婚禮主席、讀經、祈禱、訓勉、伴郎伴娘、雙方父母、主婚人等

有關人士均需齊集新娘房，主禮牧師簡單作提點及禱告才開始婚禮。 
 

10. 訓勉時間不可超過 10 分鐘。逾時，新人可能損失拍照之時間。 
 

11. 詩班只可站在詩班席獻詩。詩歌切勿以敬拜形式重覆頌唱，會眾詩歌只限前後兩首。 
 

12. 婚禮後致謝只有 5 分鐘。新人請預先在紙上寫下要致謝人士。 
 

13. 舉行婚禮及婚禮後，均不可設有新人分享時段。 
 
14. 並請於婚禮完畢離去前檢查有否索取“結婚證書”正本。 

 
15. 倘回贈禮物是食品，只可於離場時在禮拜堂門外派發給離場人士。並請謹記飲品及食物不可

帶進禮拜堂（包括新娘房）。 
 
16. 禮拜堂在惡劣天氣下會有以下安排： 
i. 如在婚禮使用時段開始前三小時懸掛/發出 或 預料將在婚禮時間內 

懸掛/發出 8 號颱風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 

 

婚禮取消，新人可

選 擇 更 改 婚 禮 日

期 。 倘 不 舉 行 婚

禮，只簽婚書或不

簽婚書則收取費用

$3,000；其它費用將

會退還。 

ii. 若婚禮使用時段前 3 小時，8 號或以上之颱風警告信號、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或「極端情況」已經取消 

婚禮照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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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禮 綵 排 須 知 
 
 
婚禮綵排乃結婚典禮之準備，非常重要。過去由於婚禮綵排時段，一些重要的人士未能出席，以

致婚禮綵排的作用失效，導致婚禮混亂，典禮不能順暢進行，因此主禮牧師特別請準新人注意下

列事項： 

 
1. 務請注意，必須參與婚禮綵排之人士，包括：1）一對新人，2）雙方父母／主婚人，         

3）伴郎與伴娘，4）花仔花女，必須達四歲。如果上列人士未能出席婚禮綵排，須先致電

本堂以更改綵排日期時間，否則牧師可能即時取消當日之綵排。 

 
此外，當日司琴（本校牧室所約之管風琴司除外）、當日主席，及婚禮之統籌等，也歡迎

出席。如未能出席，新人須記下他們需要注意事項。 

 
2. 綵排部份 

2.1 一對新人：須練習婚禮進堂、退堂及證婚儀節。 

2.2 雙方燃燭代表：燃點燭光，表示贊同子女的結合，並願雙方延續生命之光輝。 

2.3 伴郎：練習列隊進堂，呈交戒指予主禮人，帶女方代表點燭，帶男方主婚人簽婚書，

與伴娘拉幕等。 

2.4 伴娘：須練習進堂，照顧新娘，帶女方主婚人簽婚書，與伴郎拉幕等。 

2.5 領新娘進場之長輩：帶新娘步入禮堂，把新娘交給新郎、簽婚書等。 

2.6 花仔花女：練習進堂之步伐、企位。 

 
3. 由於婚禮綵排時限只有 30 分鐘，請參與婚禮綵排人士提早 5 分鐘到達禮堂（即婚禮綵排

為上午 11 時 30 分，11 時 25 分便要到達），絕不逾時。 

 
4. 婚禮綵排前，請新人及有關人士先詳閱「崇基禮拜堂婚禮程序」，了解一些婚禮綵排重點。

婚禮綵排後，結婚前一晚，請新人也預先閱覽。 

 
5. 婚禮程序表需於婚禮三個月前交給校牧室批核，及請在綵排當日把程序攜來交予主禮牧師。 

 
6. 婚禮綵排當日請小心核對婚書之個人資料是否正確無誤？如有錯誤，立刻通知本禮拜堂。 

 
7. 綵排前，請閱讀有關的程序、規則（見附件），如有任何問題，盡量在綵排時提出。 

 
8. 請於綵排前，提交攝錄影者及場地佈置者（如有）的公司聯絡資料等，以便提點或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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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進堂流程【參考】 

 
【婚禮進堂注意事項—主禮人】 

1. 坐位：向著十字架，右面為新郎家，左面（鋼琴）為新娘家 

2. 婚禮 10 分鐘前於禮堂後面新娘房祈禱，並列隊進堂 

   （包括：新人，伴郎伴娘、雙方父母或代表、主禮人、襄禮【主席、讀經、祈禱、訓勉】、司琴） 

 主席於列隊後上台，宣佈：「婚禮即將開始，請來賓關掉響鬧裝置，請典禮行列進堂。」 

3. 新郎及伴郎、主禮人及襄禮人進堂（伴郎謹記備戒指、秩序表 4 份） 

4. 燃點蠟燭：新人雙方代表（新郎及伴郎陪伴下出來） 

5. 牧師宣召後：花仔、花女、伴娘、新娘及其父親或主婚人，於禮樂奏起，才起步進堂。 

6. 新郎迎接：（面向會眾）新郎站中間，右牧師，左伴郎，在台上齊起右腳下階，新郎與新   

7. 娘父親或主婚人握手迎接新娘，新人手挽手向前。（伴郎、伴娘站新人左右旁） 

8. 典禮開始，新娘進堂後，主席帶領「頌讚」 

9. 講道者（訓勉）：不超過 10 分鐘。 

10. 致謝：5 分鐘。新人請預先在紙上寫下要致謝人士。 

 
 
【證婚】(誓詞會以該場主禮牧師版本為準)  

 
 
【退堂注意】 

主席帶領唱詩，唱祝福新人的詩歌，《完全的愛》或其他信仰上祝福新人的詩歌。 

主禮人祝福並宣布禮成，請新人步出禮堂，司琴同時彈奏！  

 
 
 
 
 
 
 
 
 
 
 

(iii) 



 
 

(iv) 



 
 

(v) 



 
(vi) 

 

(vi) 



 
 

(vii)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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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i)  



 (xii) (xii) 

 

(xii)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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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前往崇基

禮拜堂路線圖 

附自行安排之 

穿梭巴士 

上落客位置圖 



接近婚期的重點注意事項 

 
重點： 

1. 借場舉行婚禮作為對校友的一項特別服務，並非大學的常規工作，故此，新人

及使用者一定要保持各場地乾淨，以免校方需要跟進維修、或進行特別清理等，

從而影響大學使用，並會扣除閣下的按金；特殊情況下，亦可能要求閣下就維

修作出賠償。 

2. 緊記前往婚姻登記處登記，最早在婚期前三個月，先進行網上預約，登記後兩

周取「婚姻登記官證明書」(教堂紙)，請以電子檔將教堂紙電郵予我們，正本

於綵排時交給我們。婚書上簽署必需與申請表上相同，婚書打印後不能更改任

何資料，包括見證人姓名。 

3. 綵排 30 分鐘，通常在新人婚期前一周至一個月內進行，會個別約定日期及時

間。 

4. 新人務必安排統籌協助，跟進婚禮上的事務，讓新人自己好好享受婚禮過程。 

5. 新人在綵排前提供攝錄公司名稱及電話作登記，攝影師必須要遵從禮拜堂同工

的指示，以免違規影響婚禮及觀禮人士，及不符禮拜堂聖禮傳統。 

6. 程序要有新人中文全名；序樂、婚樂及禮成只可彈奏音樂，不可獻唱，不可選

用 “Bridal Chorus”；整個程序需選基督教詩歌，不宜選個人敬拜的詩歌及

多次重唱；主席不需解釋每個項目細節等；程序字款要清晰，字號不可太小；

程序內容包括：進場及禮成音樂名稱及作曲，詩歌及獻詩歌名及歌詞，音樂伴

奏音樂名稱，讀經經文及章節等。 

為使婚禮綵排流程更順暢，請於婚禮 3 個月前，把婚禮程序電郵至

chaplaincy@cuhk.edu.hk，讓相關同事批核，我們會於閣下婚禮 2 個月前回覆。 

7. 訓勉不可超過 10 分鐘，不需公開新人的婚姻輔導內容，宜分享愛情及婚姻的

價值。 

8. 婚禮誓詞會按證婚牧師所屬教會的版本，網上申請資料中的誓詞只供參考。 

9. 花仔、花女須年滿四歲。 

10. 由於疫情限制人數原故，禮拜堂準許新人網上直播婚禮，流程及規則不變，新

人需自備器材及數據。 

 

佈置 及 茶會場地 

1. 婚禮時間，入場及離場必須要準時，以免影響另一場婚禮或綵排：  

1:10-3:25  – 1:00 進場  1:30/1:45/2:00 開始婚禮 

3:30-5:45 – 3:30 進場  3:45/4:00 開始婚禮 

2. 正門預留之車位與申請使用大禮堂時段相同，如在活動中心有茶會，第一場的

車輛，也要駛離正門預留的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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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籌必須在婚禮當日跟進場務事宜，包括領取泊車票、借用及歸還新娘房匙、

借用及歸還攝影師牌、確保整個禮拜堂內外(包括草地、教堂兩邊樓梯底)沒有

留下任何物品、場刊、佈置配件、茶會餘下物資及垃圾等。 

4. 不可攜帶飲品(包括清水)及食物進入禮堂(包括新娘房)，回禮禮物不可有食物。 

5. 聖幃顏色跟節期，有紅、綠、紫、白，不可按喜好更改。 

6. 現在示範的佈置、枱布、接待處的簽名筆是不包含在場地租用服務內的。簽名

時請用墊枱墊，以免簽名筆墨水弄污枱面。 

7. 佈置時必須留意，教堂於 1962 年建成，超過半世紀，我們必須保育，所以佈

置、使用方面，我們會跟規則嚴格執行。塑膠 S 鈎，濶口濶過 1.5 吋，只可掛

上去，不可用夾、釘、膠紙、blu tape 或其他損害建築物及傢俱之用品等。 

8. 場地有限，請勿預備太多物品佈置，佈置必須經禮拜堂同意方可使用。  

9. 大禮堂及活動中心內外不可攜帶任何氣球，不可用明火、夾、膠紙、羽毛、顏

料、蠟燭、花瓣、零碎物等進行佈置，新娘進場也不可撒任何物品，包括花瓣、

零碎物等。 

10. 路引不可用膠紙，婚禮後要小心清理，免損毀油漆等。 

11. 茶點範圍主要在地下禮拜堂活動中心室內，如沒有阻塞對出的有蓋通道，通常

會通融擺放食品。草地及草地中間泥水路不可擺放物品或阻塞通道。 

12. 如租場時段已完結，必須離場；若拍照仍未完成，請由前門到草地繼續拍照。 

13. 如當日有兩場婚禮，第二場早到校園拍照人士，於 1:00 後切勿在禮拜堂草地

上拍照，以免影響第一場婚禮、拍照或舉行茶會。請到斜路正門等候及保持安

靜。 

而第一場婚禮人士在草地上拍照或舉行茶會，請保持安靜，以免影響第二場婚

禮。 

14. 一定要保持各場地 (包括禮拜堂內外、樓梯底及草地) 清潔，使用者需要自備

垃圾袋、自行處理所有物品及垃圾等，垃圾站在對面崇基教職員聯誼會 (面向

馬鞍山) 的右邊，停車場後。 

 

婚禮當日： 

1. 請緊記攜帶場刊，負責帶場刊、婚書套(如有)的統籌及接待處擺設之人士須盡

早到達教堂。需預留 5分鐘作攝影師/攝錄師簡介。 

2. 陪同／帶領新娘進場人士，為讓新娘在地氈通道上有足夠空間，故請盡量靠右

貼近座椅。 

3. 請緊記攜帶戒指、頭紗。頭紗不宜太花巧，宜清簡。 

4. 新娘婚紗過長或太鬆，小心絆倒或婚紗下滑。 

5. 伴娘整理婚紗時，勿揭得太高、太仔細，並不需每時每刻整理婚紗，以免影響

拍攝及觀感。 

6. 伴郎、伴娘必須陪伴新人站足整個流程，約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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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婚禮申請表  2021 年 7 月 1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申請者個人資料： 

1.   申請者 ：（新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身分證號碼 ：（新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出生日期 ：（新郎）_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日 （新娘）_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日 

4.   信仰   ：（新郎）□已領洗/堅信禮 □已決志 □慕道 （新娘）□已領洗/堅信禮 □已決志 □慕道 

5.   所屬/慕道教會：（新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婚姻狀況 ：（新郎）□單身   □離婚  □配偶離世  （新娘）□單身   □離婚      □配偶離世 

7.   學歷   ：（新郎）畢業院校___________________ （新娘）畢業院校__________________ 

年份_____ 主修_____________     年份_____ 主修_____________ 

8.   現職  ：（新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機構 ：（新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住址  ：（新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婚後住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聯絡電話 ：（新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新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新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借用設施： 
1. □ 禮拜堂，日期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 1. 一時十分至三時二十五分（星期六） 

□ 2. 三時三十分至五時四十五分（星期六） 

2. □ 管風琴  □ 須要本室安排管風琴司（安排後新人直接聯絡管風琴司） 

3. □ 活動中心，有 / 無茶點或聚餐，形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疫情期間，未能借出) 
        時間： 第 1 場婚禮 - 2:30-4:30 
         第 2 場婚禮 - 4:45-6:45 / 5:00-7:00（圈出所用時段） 
 

III．申請人簽署：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清楚申請細則，並願意遵守申請細則之條款，申請使用有關設施，舉行婚禮。 

簽名：（新郎）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娘）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 

*不論申請成功與否，申請人所遞交的資料將不會發還，並於完成申請程序後註銷。  

 

確 認 通 知 書 【校牧室專用】 
 
綵排日期及時間暫定為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________至 ________舉行。 

基本設施： 1) □ 校牧室行政費     港幣$__________（已扣除申請按金 HK$3,000，號碼_________收據_______） 

    2) □ 證婚牧師服務費    港幣$__________（牧師姓名：__________） 

3) □ 職工當值費      港幣$__________ 

4) □ 大禮堂場地費     港幣$__________ 
 

額外設施： 1) □ 活動中心（兩小時）    港幣$1,080 

2) □ 職工當值費（活動中心）港幣$__________ 

   3) □ 風琴司費      港幣$900（司琴姓名：__________） 

   4) □ 風琴費      港幣$650，支票轉交音樂系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 
  

費用：基本設施費用：港幣$__________+ 額外設施費用：港幣$ ___________        交款日期：於______年 ____月 ____日前 

       合共港幣$ 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收據____________）  按金港幣$2,000，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 

職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婚書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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