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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婚姻的價值觀及婚禮核心精神  

 

現代婚姻的價值觀 

獨立互助 

現代理想的婚姻是以真愛為

基礎，尊重彼此的獨立人格、自
由意志和個別差異，認同彼此的

生命信仰、價值觀，進而走向婚

姻、共同生活。 

平等結合 

現今社會，女性無論在工

作、生活、繼承或各種發展機會

上，與男性享有平等權益。男女
兩性在婚姻中同樣具有獨立的

人格與平等的地位。 

尊重包容 

所謂尊重包容，指的是看見
並接受他人差異，且願意予以尊

重、包容。只有所有家庭成員願

意做到接受差異、平等對待，才

能讓新人受尊重的融入家庭生

活，順利展開婚姻

生活的新頁。 
 

 

 

 

婚禮核心精神 

新人主體 

現代婚禮之籌辦應以新人為

主體。家庭中其他成員應將婚禮的

舉辦和決策權交由新人，以新人的

想法和意願為主，自己只要適度的

給予意見和協助即可。新人也要妥

善體貼、關照家長的感受與建議，

才能符合現代婚禮的核心精神。 

性別平等 

新人雙方以平等的性別地位

攜手開啟婚姻的幸福之門，具體體

現方式有三：一、新人落實平等成

家的精神；二、婚禮的流程和做法

應注意避免對性別再存有傳統刻

板的角色期待；三、新人應共同協

商、共同決定、共同承擔與執行。  

民主協商 

婚禮實務的討論和執行會牽

涉到新人雙方及兩方家庭。由於各

地的習俗在大同之中，也有許多小

異，加上婚禮習俗做法不同，在進

行婚禮規畫時，應彼此重視對方的

意見，理性的溝通與協調，才能避

免造成雙方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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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婚禮的規畫原則  

 

表現新人特色風格 

婚禮是生命中重要的過關

儀式，活動安排若能適度彰顯新
人特質與默契，可凸顯新人的主

體性。新人若有相同的理念或信

仰，可透過婚禮呈現出來。 

彰顯特殊紀念意義 

婚禮的規畫若能表現和新

人有關的紀念意義，則能提醒彼

此應珍惜此得來不易的幸福與
緣分。例如：因在生態環境保育

團體擔任志工相識，便可將婚禮

與環境保育做結合。 

表現族群文化特色 

在婚禮的規畫中，適度的表

現出自己所屬族群的文化特

色，一方面飲水思源，一方面也
凝聚家庭情感，可促進兩個家庭

的文化交流，不但別

具意義，同時也增添

婚禮的紀念價值。 
 

 

 

 

簡約不失溫馨隆重 

婚禮是新人透過儀式，將人生

最重要的誓約，正式對外宣告，舉

行溫馨隆重的婚禮並不是重排場

或舖張浪費，現代婚禮應扭轉奢

華、鋪張的婚宴習慣，達到節約社

會資源、平等成家的目的。 

應落實性別平等 

婚俗做法無論繁複或簡約，過

程中應掌握性別平等與尊重原

則。如果新人想要採用傳統的婚俗

做法，如致送聘金、潑水、放扇、

踩破瓦、過火爐等，可思考這些做

法的意義是否還有必要，若仍想採

行，可賦予新詮釋或適度調整做

法。  

要有環保意識 

環境保護是現代社會的普世

價值，環保意識融入婚禮過程當
中，為我們自己和下一代的生活環

境盡心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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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調整的婚俗做法 

 
 

婚俗 傳統做法 建議做法 

聘金/嫁妝 訂婚當天男方準備大、小聘

金，女方退回大

聘收下小聘；結

婚時女方亦會準

備嫁妝。 

聘金習俗源自於傳統的買賣婚，建

議免除聘金與嫁妝，如無法廢除，

將此金錢轉為是父母給新人的「成

家基金」。 

拜別父母 新郎至女方家迎娶時，新娘叩

別父母(或行三鞠躬禮)，禮成

後，新郎與新娘步出女家。 

改稱為「感恩父母」，新人感謝雙

方父母、平等成家。 

潑水、放扇 新人禮車剛起步，女方長輩往

禮車方向潑水，意味嫁出去的

女兒潑出去的水。之後新娘丟

下扇子(放扇)，希望可以「放

性地」，勉勵與夫家和諧相

處。 

建議廢除潑水、放扇儀式，若要採

行，可賦予新做法與新詮釋。潑水

新詮為「新人感情純淨如水」，放

扇建議新人共同進

行，並詮釋為「新人

與 娘 家 感 情 永 不

散」。 

踩破瓦 

 

古人認為八字有破或相貌有

破的女人娶入家門，會傷到男

方家人，透過踩破瓦儀式，將

新娘的破壞力去除。 

建議廢除踩破瓦，若想執行，賦予

新詮釋與新做法。請新人一起踩破

瓦，賦予「新人踩破瓦，福氣年年

獻」之新意。 

過火爐 踩破瓦之後，準備一盆火爐，

讓新娘跨過去(台

語「生炭」與生殖

的「生湠」同音)，

象徵新娘替夫家

繁衍子嗣。 

建議廢除過火爐，若想執行，賦予

新詮釋與新做法。請新人一起過火

爐，賦予「新人過火爐，昌旺餘有

福」之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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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準備事項及進度檢核表        

 婚前溝通 

 婚禮廠商的選擇 

 婚禮籌備進度檢核表 

 

 

婚前溝通 

婚前溝通很重要，雙方家人應該有機會彼此認識，互相了解對方的婚俗文

化，針對婚事進行大原則及重點事項的討論。 

 

討論事項 溝通協商內容 

婚禮形式 
要不要舉辦訂婚禮？或是只舉辦結婚禮？還是要訂、結婚合

辦？是舉行一般婚禮，或是其他形式婚禮？ 

禮俗/做法 
了解彼此是否有特別的禮俗或需求？例如：宗教信仰、風俗習

慣等。 

邀請證婚人 婚禮要不要邀請證婚人？由男方邀請？還是女方邀請？ 

婚禮日期 預計何時舉辦？時間上雙方是否能配合？登記日期選在何時？ 

婚禮地點 預計在什麼地點舉辦婚禮？訂婚禮和結婚禮地點各在何處？ 

婚禮費用 預計準備多少經費辦婚禮？或預計舉辦的婚禮花費需多少？ 

健康檢查 何時進行婚前健康檢查？檢查哪些項目？檢查費用預算？ 

婚前婚後財產處理 
新人要不要約定財產制？婚前財產如何分配？婚後收支又如何

處理？ 

蜜月旅行 婚後要不要蜜月旅行？在國內或國外？旅遊方式？ 

婚後居所 婚後要住在哪裡？生活及工作如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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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廠商的選擇 

舉辦婚禮需選購的物品或服務不少，以下僅提供挑選婚宴

餐廳、喜餅、婚紗攝影廠商的注意原則： 

(一) 婚宴餐廳／飯店 

決定婚宴地點之前，應先確定宴客型式及菜色，還要粗估宴請人數及賓客屬性，並注意下列事項： 

1. 服務品質與食材衛生：餐廳或飯店的口碑如何？食材應以在地新鮮食材為主，並減少食材包裝

以降低污染。 

2. 場地環境：婚宴場地要有足夠空間可以進行婚禮儀式，電梯進出、新人包廂及賓客動線都要順

暢方便。若需辦理戶外婚禮，更應考量戶外空間及動線，並應有雨天備案。 

3. 停車與交通問題：親友來自四面八方，無論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自行開車，都應該方便抵達。 

4. 預算費用：宴客預算依場地及菜餚有很大差異，最好請餐廳或飯店提供具體婚宴菜單，並於婚

禮前與親友們一同試菜，確認價格與菜色，並拍照存證。 

5. 確認電梯上下出口、新人包廂、宴客廳等逃生動線順暢，空調和通風狀況良好。另外，餐廳或

飯店是否提供投影螢幕、電腦、活動舞台、音響等設備也要一併確認。 

6. 婚宴桌數估算：一般以發放邀請函的八成做為出席人數，並於估算後再扣掉 2 至 3 桌。若出席

人數過多，現場可請餐廳或飯店臨時加開 1 至 2 桌。若預定桌數過多，廠商不會退錢，事涉個

人權益，最好先預估出席人數，或事先和餐廳或飯店確認好預計開桌的最低桌數和保留桌數。 

7. 簽約：確定婚宴場地和菜餚後，最好和廠商簽約。契約應仔細看過，並註明付費方式、菜餚內

容、婚宴舉辦方式、場地設備及婚宴特別服務等。 

(二) 喜餅 

在喜餅選擇上可多家試吃及比價，同時注意口碑。西式喜餅通常過度包裝與裝飾，可以選擇「環

保喜餅」，此類喜餅的餅乾不再個別包裝，喜餅盒為設計簡單的鐵盒可重複利用。此外，喜餅的挑選，

同樣也要考量預算、新人雙方需求、口味、保存期限以及折扣等細節。以下為選擇喜餅廠商與挑選

喜餅應注意事項： 



6 
 

1. 預算考量：事先應列出喜餅的預算上限，並列出要致送

的親友名單；確定數量後，再考慮喜餅的價格，控制好

預算。 

2. 喜餅口味：目前喜餅口味十分多元，年輕人多喜好西式

喜餅，長輩們有的則偏愛傳統中式喜餅。可以中西口味

依比例合送，也可以就不同喜好的親友分開致送。 

3. 喜餅保存期限：購買喜餅應先確定保鮮期，要求廠商確

實註明，並掌握致送喜餅的時間，免得親友收到沒多久

便已過期。 

4. 贈品與折扣: 訂購喜餅時宜注意各廠家是否有折扣促

銷優惠，一般只要訂購一定數量，都能享受消費折扣，

數量多還有議價空間。若有訂婚需求，可詢問商家是否

借用等服務。 

5. 送貨服務：選訂喜餅若達一定消費額，有的廠商會提供

免費送貨服務。 

 

(三)婚紗攝影／化妝造型 

現行婚紗攝影公司多推結婚包套服務，包含婚紗攝影、禮服及造型化妝、訂婚及婚宴禮服租借

（含配飾，通常不含造型化妝），另也提供結婚用品（包括謝卡、相片光碟、喜帖、捧花、胸花、

結婚禮盒等）。婚紗攝影包套有 10 組、20 組、30 組及更多組的選擇，也可以選擇單純留念的少數

組數，新人可依個別需求及預算選擇。無論選擇何種款式的禮服，都應以整齊、端莊或具有紀念價

值的禮服為原則。新娘不一定都要濃妝豔抹、暴露身材。現在的訂婚宴形式較多元，新娘若穿著形

式簡單的禮服時，一件禮服穿到底也並無不可，婚宴過程不一定要換多套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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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籌備進度檢核表 (新人可依個別需求調整) 

時 間 預定完成進度 檢核 

婚禮前 3-6 月 ․儘快安排與雙方家長見面，決定婚期。 

․一旦確定婚禮期程，最好先挑選婚宴場所、選購喜餅。 

 

 

婚禮前 3 個月 ․新人與雙方家長共同討論婚期與婚事。 

․選擇婚禮日期、決定婚宴場所，預計邀請賓客數量及桌數。 

․確定婚禮形式及流程。 

․確定婚禮將邀請之貴賓、介紹人、證婚人等。 

․蒐集婚紗攝影及妝容造型等資訊。 

․討論並規畫喜餅、蜜月旅行事宜。 

․規畫婚禮預算及婚後住所。 

 

 

 

 

 

 

 

婚禮前 2 個月 ․安排婚前健康檢查。 

․確定婚紗攝影公司並完成簽約及拍照。 

․確定喜帖樣式、文書內容及價格，並發包印製。 

․正式向介紹人、證婚人及重要貴賓提出邀請。 

․確定喜餅、蜜月旅行行程、費用及完成簽約。 

․著手婚後新房及住所之裝修及布置。 

․確定婚宴節目之內容並安排參與之人、事。 

․確定禮車、動線及開車之司機。 

․確定應購買之婚禮用品及婚禮小物等。 

․規畫婚宴場所布置或舞台活動空間。 

 

 

 

 

 

 

 

 

 

 

婚禮前 1 個月 ․拍妥婚紗照並看毛片和選片。 

․安排婚禮協助人員（如證婚人、介紹人、伴郎伴娘、招待、

開禮車司機、婚禮引導人員、攝影及錄影人員等）的工作分

配。 

․確定借(租)用之禮車。 

․確定婚禮應備之禮品或婚禮小物。 

․向服務單位申請婚假。 

․電話邀請賓客。 

․購置婚後需用家具、家飾及家電用品。 

․確定喜帖如期完成印製。 

 

 

 

 

 

 

 

 

 

 

婚禮前 2 週 ․寄出喜帖並確定所有邀請無疏漏。 

․婚紗照片取件完成。 

․確定新居或新房布置事宜能依進度完成。 

․再次確認婚禮當天結婚流程及婚宴布置等細節。 

 

 

 

 

婚禮前 1 週 ․電話確認出席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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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預定完成進度 檢核 

․再確認婚紗、禮服及配飾。 

․確認各項婚禮當天使用物品已完備。 

․確認新居布置完成能於婚後入住。 

․確定婚禮用品及禮物均購齊並到貨。 

 

 

 

 

婚禮前 3 日 ․備妥婚禮當天需發送之紅包。 

․蜜月旅行行李準備。 

․婚禮協助人員再次確認無誤。 

․再次通知重要貴賓以表尊重。 

․新人應放鬆心情將身心調整至最佳狀態。 

․若希望以婚禮當日為結婚登記日，但婚禮當日無法至戶政事

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可於婚禮當日前三個辦公日內至戶政事

務所辦理，並指定結婚登記日。若要在非上班時間辦理結婚

登記，必須事先預約。 

 

 

 

 

 

 

 

婚禮前 1 天 ․提領婚禮所需使用之現金。 

․確認婚禮發送之紅包已備妥無疏漏。 

․與雙方長輩及家人聯絡確認其交通及到場時間。 

․到婚宴場所進行彩排及婚前預演。 

․提醒貴賓及協助人員準時出席準備。 

․提早就寢養精蓄銳。 

 

 

 

 

 

 

婚禮日 ․婚禮協助人員應提早或準時到婚宴會場準備。 

․主持人應完全掌控婚禮及流程。 

․婚禮及宴客流程準時進行。 

․婚禮及婚宴氣氛溫馨愉快。 

 

 

 

 

婚禮後 ․新人返家拜會長輩及家人。 

․新人蜜月旅行。 

․新人開始新婚生活。 

․若婚禮前未辦理結婚登記，婚後仍需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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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婚物品及流程 

 訂婚所需物品 

傳統訂婚禮男方通常會準備六禮或十二禮，女方則會準備新郎衣物或用

品、項鍊和戒指等回禮給男方。建議改依新人需求購買實用性高的生活物品。 

訂婚準備事項與物品參考一覽表(請依需求增刪調整) 

 傳統項目與做法 現代建議做法 

男方 

六禮/十二禮： 

①六禮：1.生庚；2.餅(大餅、米香餅、肉餅等)；

3.伴頭(金器飾品、上頭布：從身到腳的衣物)；

4.金香燭炮；5.吉祥物；6.聘金（分大訂、小

訂，小訂以紅包袋密封，大訂公開做排場）

等 6 項。 

②十二禮：上述六禮外，另包括：酒(12 或 24

瓶)、豬腳、醃雞/鴨母、魚、禮品、罐頭、喜

花等。 

 

①現代若不想用紅包取代傳統六禮或十二禮，建

議可為新人添購實用性高或有象徵意義的生活

用品。例如：蘋果或橘子禮盒、3C 產品、喜糖

或喜餅 1 盒、咖啡機、泡茶組、電鍋、微波爐等

實用性高的小家電、蜜月機票、飯店住宿券、餐

券等或健康禮品(乾貨、罐頭、健康食品等)。 

②建議刪除聘金項目，或將聘金改稱為新人「成

家基金」，由雙方父母贈送給新人，代表長輩對

新人的情意與祝福。 

首飾/聘物： 

新娘衣物、訂婚戒指、婆婆準備金飾送新娘

當見面禮。 

建議新人依需求互贈，以示平等成家及尊重。 

伴頭花： 

伴頭花有二種：一種是讓新娘插在頭上的雞

冠花具有多子多孫之意，另一種是雙方女性

親友的伴頭花，僅是識別之意，男方的女性

親友伴頭花為大紅色，女方的女性親友之伴

頭花為粉紅色。 

建議不使用，如要沿用，可改用其他鮮花或胸

花取代。 

紅包禮： 

準備壓桌禮、媒人禮、甜茶禮、給女方家幼

童的見面禮等。 

可視情況處理。 

其他： 

陪同人員、工作分配、路線安排。 

事先確定陪同人員，先協調工作分配，以免訂

婚時慌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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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項目與做法 現代建議做法 

 

 

 

 

女方 

 

 

 

鞭炮、張燈結綵： 

男方禮車快到女家時，會先鳴炮通知，女方

則回應鞭炮聲迎賓，表示歡迎。另為求熱鬧

喜氣，女家會在門口懸掛八仙綵(一條數

公尺長的紅布，上面繡有八仙過海

的圖案)布置房子。 

除了傳統的布置方式，現代家庭亦會以鮮花等

布置，傳達喜氣熱鬧的氣氛。 

首飾/信物： 

準備送給新郎的戒指一只、錶鍊一條、帽子、

衣褲、皮帶、鞋子等。 

建議新人依需求互贈，以示平等成家及尊重。 

甜茶(茶葉加冰糖泡成)： 

訂婚中奉茶用，因茶樹不能移植，需用種子下

種，表示此情不移，甜茶讓新郎喝了甜在心

裡。 

若準備甜茶，新人可一起喝，意味甜甜蜜蜜在心

裡。 

一高一低兩張椅子(金交椅與小矮凳)： 

新娘坐金交椅子，雙腳擱在矮凳上，接受戴戒

指。金交椅是指有扶手的椅子，是古代富貴人

家才能使用的座椅。 

若需沿用可調整做法，賦予新意。例如：讓新人

雙方共同坐「金交椅」、腳擱矮凳上，以示兩人

共同打拼、互享榮耀。 

石榴/蓮蕉花： 

石榴、蓮蕉花，代表開花結子。 

若需沿用可調整做法，賦予新意。例如：準備粉

色系花朵盆栽，意寓「花開朵朵、幸福連連」。 

鉛粉/黑糖/五穀籽/肚圍/燈蕊/銑/炭： 

鉛粉求好人緣、黑糖代表甜蜜、五穀籽是種

子、肚圍象徵新郎鴻圖大展、燈蕊代表添丁、

銑代表生、炭是繁衍之意。 

建議刪除，或改以他物取代。例如：以圓形物(代

表新人有好人緣）代替鉛粉。 

紅包禮： 

準備押(木盛)禮、司機禮、媒人禮、小男孩的

紅包、雞腿等。雞腿代表珍貴食物，送給小男

孩有招子之意。 

若想沿用致送小孩子紅包或雞腿，則不僅限男

童，男、女童皆可。 

回禮： 

依男方準備之六禮或十二禮相對回禮，原則是

以男方送禮內容之一半回禮。 

現代新人平等成家，新人可先協商，若有需要再

斟酌回禮內容。 

其他： 

招待親友、工作分配。 
先協調工作分配，以免訂婚時慌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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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婚儀式流程 

從傳統到現代，訂婚形式已有調整，建議由新人雙方共同協商決定訂婚舉辦方式及地點，

不必拘泥於男方到女家訂親之做法，也可以選擇在飯店舉辦，同時宴客。 

訂婚流程與做法 

傳統流程做法  現代建議做法 

1.男家祭祖：男方出發前先上香祭祖，以示

對婚姻的敬慎。 

傳統訂婚在女方家舉辦，現代亦可由新人雙

方共同約定訂婚地點，各自依宗教信仰決定

是否上香祭祖。 

2.出發：男方及親友攜帶禮品，出發前往女

方家中。 

新人雙方及親友準備好禮品，出發前往訂婚

地點。 

3.女家迎賓：男方抵達後，由女方家的晚輩

或幼童幫新郎開車門，新郎準備紅包以

表答謝。 

雙方抵達後，可分別由晚輩或幼童幫新人開

車門，新人亦準備紅包以表答謝。 

4.介紹問候：雙方親友互相介紹問候，並講

吉祥話增添喜氣。 

同左 

5.過定：男方將事先準備好的聘金、聘禮等

物品致送給女方家人，以表誠意與禮數。 

「過定」一詞改為「互贈訂婚禮」，由兩家

互贈訂婚禮品，以表現平等成家之現代精

神。 

6.奉茶禮/壓茶甌：準新娘由好命婦(指父

母、配偶、子女具全之婦人)引導一一奉

茶給男方親友，俟喝完茶後，新娘再捧

茶盤收茶杯，男方親友則將紅包放在茶

杯內。 

可由新人共同奉茶給父母長輩，雙方親友則

以紅包回禮。 

7.戴戒指/交換戒指：新娘坐在金交椅、腳

擱在小板凳上，接受新郎戴戒指，新娘

亦為新郎戴上戒指；亦有準婆婆為準新

娘戴上項鍊等首飾。 

除新人互相為對方戴上戒指外，雙方家長也

可互相為新人戴上項鍊等首飾，以示疼愛。 

8.換稱呼：訂婚禮完成後，新人互向雙方長

輩改換稱呼，以示訂婚後為一家人。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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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流程做法  現代建議做法 

9.合影留念：雙方親友適時給予祝福，大家

合影留念。 

同左。 

10.女家祭祖：由女方家人敬拜祖先，稟告

婚事已定，祭祖並祈求保佑。 

若在飯店舉行，新人可於返家後各自和家人

敬拜祖先(視宗教信仰取捨)，稟告婚事已定。 

11.回聘：女方回聘的禮品併同退回的聘

金、聘禮，移交男方點收，以示禮尚往

來及禮數。 

已於 5.「互贈訂婚禮」表示平等成家。 

12.訂婚宴、壓桌、送客：女方準備訂婚午

宴，席間接受來賓的祝福。宴席接近尾

聲，男方準備壓桌禮，感謝女家款待，

雙方親友不相告辭，不說「再見」，默

默離席。 

雙方親友共同用餐並互相聯絡感情，可事先

溝通，讓男方親友留到訂婚宴結束，一起送

客。 

13.女家分送喜餅：周知女方親友分享喜訊。 喜餅不限分送女方親友，新人雙方都可以分

送喜餅，分享幸福喜訊。 

14.男家祭祖：以女方退回的金香燭炮，祭

拜祖先告知訂婚順利完成，祈求永遠庇

佑新人。 

以雙方「互贈訂婚禮」之禮品祭拜祖先。(視

宗教信仰取捨) 

 

 

戴戒指 

昔日訂婚禮的戴戒指儀式，是女家在廳堂中央擺放一高一低的兩張椅子(金交椅與小板

凳)，讓準新娘坐在金交椅，腳擱在小板凳上。接著準新郎將備妥的「金銅戒」(一金

一銅兩只戒指並用紅線繫住)，戴在準新娘的右手中指，為示男女平等，準新娘也為準

新郎戴上戒指，並戴在左手中指。用金銅做為訂婚的信物，是取銅金音同「同心」。用

紅線繫住表示緣定三生，象徵「永結同心」的意思，現今新人以Ｋ金戒(Ｋ金含銅在內)

取代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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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物品及流程 
 

 

結婚所需物品 

    婚禮要準備之物品繁多，以下僅列舉重點項目，並對傳統結婚物品提供現代的調整建議。 

(結婚準備事項與物品僅供參考，請依需求增刪調整) 

 傳統項目與做法 現代建議做法 

 

 

 

 

 

 

 

 

 

 

男方 

 

 

 

轎斗圓：以糯米磨成之大糰的「湯圓」

12 粒，用做迎親伴手禮，象徵圓滿，

女方收 6 粒退回 6 粒。 

「轎斗圓」可改稱「圓滿湯圓」或改用

蘋果代替。 

帶肉豬腳一支：豬腳繫上紅線，再和

女方備好的另一支豬腳用紅線綁成一

對帶回，象徵成對成雙。 

豬腳較不適合現代家庭準備和保存，建

議可以其他物品(蘿蔔、鳳梨等)替代。 

八卦米篩/黑傘：供新娘上車、下車時

遮於頭頂，做為避邪之用。習俗認為

結婚當天新娘最大，怕觸怒天神，用

竹篩遮在新娘頭頂上避開，若懷孕則

改用黑傘。 

建議改成求神佛庇佑，或祈求順遂的祝

福儀式，如要執行此儀式，可以新人雙

方一起進行。 

青竹上繫豬肉和紅包：青竹(或甘蔗)

一枝，連根帶葉代表「透腳青」，掛上

豬肉和紅包，以誘開在路上可能遇到

的猛獸，亦有趨吉避凶之意。 

建議不再執行，若仍繼續沿用，則可給

賦予「節節高升」、或「甜甜蜜蜜」之現

代新意。 

 

兩個橘子：繫上紅紙，新人禮車停妥

後、入門前，由男童請新娘下車以討

吉利。 

可由女童或男童進行見面禮儀式，不拘

性別。 

湯圓：新郞新娘入房後食用，象徵圓

滿。 

視需求辦理。 

桂圓紅棗茶：新郞、新娘入房後飲用，

象徵早生貴子。 

若沿用，由新人共同飲用，象徵感情甜

甜蜜蜜、吉祥和諧。 

紅包禮：給男童下轎禮、司機禮、媒

人禮、謝禮等。 

視需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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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項目與做法 現代建議做法 

其他：工作人員邀約、禮金簿、簽名

簿、婚禮小物等。 

視需求辦理。 

 

 

 

 

 

 

 

 

 

 

女方 

 

 

 

桂圓紅棗茶/湯圓：供新郎和男方賓客來迎

娶時食用。 

視需求辦理。 

嫁妝： 

通常是家具、消費物品或金錢等動

產，顯示女家財力，也關係新娘身價

與未來在夫家的地位。 

建議刪除不用或將嫁妝改稱為新人「成

家基金」。 

豬腳一支：和男方送來的豬腳用紅線

綁成一對讓男方帶回，象徵成對成雙。 

豬腳較不適合現代家庭準備和保存，建

議以其他物品(蘿蔔、鳳梨等)替代。 

鉛粉：讓新娘帶往夫家，象徵新娘與

夫家結下良緣。 

鉛粉有毒，建議不要使用，可用其他圓

形之物品代替。如：甜甜圈、水晶球等。 

黑糖：讓新娘帶往夫家，和夫家人一同拌

水飲用，象徵婚姻甜蜜、全家和諧。 

視需求辦理。 

豬心：在洞房花燭夜食用，兩人吃「豬心」

意喻「同心」。 

視需求辦理。 

一碗水：新人禮車開走後，由娘家人

將一碗水潑出，象徵新娘要勇往直

前，有永歸夫家的決心，婚姻不會重

來；但後來引申為「嫁出去的女兒潑

出去的水」，與娘家斷絕關係。 

依現代婚姻和婚禮的平等成家與互相尊

重，建議不要再安排潑水做法。若想沿

用，則可將水盛裝在精巧瓶子，緩緩倒

出，並詮釋為新人感情純淨如水，從此

展開新生活之現代新意。 

手巾/摺扇：摺扇以紅包、手巾包裹，

新娘於禮車開動時丟出車外讓弟妹拾

回，俗稱「放性地」，即放下「性子」，

不會把任性的脾氣帶到夫家。 

依現代婚禮平等成家與互相尊重，建議

不再進行擲扇，若想沿用，可詮釋為新

人與娘家感情永不散。 

紅包禮：請新郎禮、伴娘禮等紅包。 視需求辦理。 

其他：招待親友、工作分配。 視需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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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儀式流程 

傳統流程做法 現代建議做法 

1.男家祭祖：新郎出門迎娶新娘之前，先敬

拜神明祖先以示敬慎。 

傳統為男方迎娶女方，建議可由新人雙方共

同協商擇定結婚地點，雙方各自依宗教信仰

決定是否上香祭祖。 

2.出發親迎：迎娶車隊與親友準備妥當，出

發前新人禮車車頭綁上車彩，準時出發。 

同左 

3.女家食姊妹桌：新娘出嫁前，與兄弟姊妹

一同聚餐祝福。 

因小家庭及少子女化，建議刪除或合併於「感

恩父母」時，一併感謝兄弟姊妹成長過程的

相互扶持與照顧。 

4.抵女家、討喜：男方親友抵達女家後，新

郎持捧花接新娘，此時新娘的姐妹密友，

故意提出問題阻攔新郎接新娘，通過考驗

後才能見到新娘。 

新人抵達結婚地點後，以最真誠心意接受彼

此親人好友愛的祝福。 

5.新娘辭祖、拜別父母：新人祭拜女家神

明、祖先，接著叩別父母(或行三鞠躬

禮)，禮成後，新郎挽著新娘步出女家。 

「拜別父母」改稱「感恩父母」：新人共同祭

拜女方神明祖先(視宗教信仰取捨)，並答謝女

方父母養育恩情，共組新家庭。 

6.出女家、遮米篩：新娘出門時，女家由好

命婦手持八卦米篩遮在新娘頭上，在家人

的祝福中坐上禮車出發。 

視需求辦理。 

7.潑水、放扇：新人上禮車後，新娘母親手

持一碗清水灑向禮車，禮車啟動後，新娘

將扇子丟出車窗外。 

建議刪除不用。 

8.拖竹青：女家準備一枝連根帶葉的青竹，

上繫豬肉和紅包，綁在禮車的車頂上，防

止邪神侵擾，辟邪之用。 

建議不再執行。  

9.抵達男家、施緣：禮車停妥後，媒人先下

車，進入男方廳門，取鉛粉在手上，邊灑

鉛粉邊念吉祥語，替新娘爭取人緣。 

施緣儀式建議刪除不用。 

10.拜轎：新娘下車時，男方請一男童捧盤

上放兩顆用紅紙圈起來的橘子（表吉利）

或蘋果（表平安），新娘摸一下橘子或蘋

果，並回贈紅包答謝。 

建議可由女童或男童進行見面禮捧盤儀式，

不拘性別。 

11. 遮米篩、踩破瓦、過火爐：由好命婦人

手持米篩遮於新娘頭頂引導新娘踩破

遮米篩視需求辦理，其他建議刪除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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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流程做法 現代建議做法 

瓦、過火爐。 

12.進大廳：新娘進大廳時，把腳抬高，避

免踩到門檻。 

視需求辦理。 

13.祭祖拜堂：新人合祭男方祖先，拜見列

祖列宗，並向新郎父母行拜見禮，最後

夫妻交拜。有些地區認為結婚當天新娘

最大，因此新娘進廳堂之前，公婆多已

閃避，而未行拜堂禮。 

新郎父母可歡喜迎接新人，無須閃避，新人

向父母行拜見禮，表達敬重之意。 

14.進新房：新人進新房，男方家人準備甜

湯圓（代表甜蜜與圓滿），新人並共食豬

心表示同心。 

新人進新房，共飲甜湯圓，表甜蜜與圓滿。 

15.結婚宴：男方準備酒席宴請親朋好友，

喜宴上，新郎、新娘偕同家長至各桌敬

酒，宴客尾聲新人端喜糖於喜宴會場門

口送客，並接受親友賓客們的祝福。 

新人共同宴請雙方親朋好友，喜宴上，新人

偕同家長至各桌敬酒，宴客尾聲共同端喜糖

於喜宴宴會場門口送客，並接受親友賓客們

的祝福。 

16.敬茶(呷新娘茶)：婚宴後，透過敬茶儀式

認識男方家族長輩。男方將新娘介紹給

家族親友長輩認識，由新娘手端茶盤一

一敬茶，親友長輩以紅包做為賀禮，新

娘回贈小禮品。 

建議改為新人一起向家人敬茶，家人以紅包做為

賀禮，新人回贈小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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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帖寫法及婚宴準備事項 
 喜帖內容   

 喜帖信封 

 新人致謝詞        

 出席婚禮貴賓腳色 

 證婚流程 

 賓客邀請與座位安排 

 

喜帖內容 

一、中式喜帖 

   傳統中式喜帖主要為直行書寫，內容

從右至左，但現在也有橫式書寫的中式喜

帖。多數的中式喜帖內文有固定的形式，

本例為雙方家長具名的中式喜帖，結婚典

禮與宴客的日期、地點不同。 

中式喜帖書寫格式說明 

中式喜帖內文一般應書寫內容有： 

①啟事語「謹詹於」或「謹訂於」。其中「詹」

字通「占」，即選擇吉日之意。 

②舉行婚禮日期：日期可採國曆、農曆併列

的形式，下方括號說明星期○，有提醒留

意的作用。如宴客時間與典禮不同，應予註明。 

③新人的排行與名字，與⑧邀請者關係相對應。 

④舉行婚禮地點。若結婚處所與宴客地點不同，亦須說明清楚。 

⑤典禮名稱：訂婚或結婚。 

⑥款待方式：「敬備」、「謹備」加「薄酌」、「茶點」之類，若備宴席，則寫「敬備菲酌」、「敬治

菲酌」、「敬備喜宴」；若只備茶點，則須註明「敬備茶點」。 

⑦邀請語：「恭請」、「敬請」、「恭候」加「光臨」或「闔第光臨」等。 

⑧邀請者姓名：結婚喜帖有以男方家長具名、雙方家長具名、祖父母及父母聯合具名或新人具名

等不同書寫版本，可視個別需求書寫。 

⑨附啟語：宴會開始及入席時間之類等附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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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小珍和大中準備結婚，小珍的父親已過世，母親單身，大中小時候父母離異，與父

親少有連繫，母親之後再婚，大中與母親及繼父共同生活，感情融洽。兩人決定結婚，

請問： 

A、他們的喜帖內父母如何具名表示？ 

B、如果只列新人，先後順序如何書寫為當？ 

說明： 

A、 因小珍的父親已過世，習慣上已過世者不會具名邀請，僅以在世之母親具名邀請；

而大中的母親再婚，並與繼父共同生活，建議若以父母具名發帖，可列小珍母親及大

中母親與繼父姓名。 

 

 

 

 

 

 

 

 

 

 

 

B、若決定以新人具名邀請，習慣上新郎名字寫在前面，現代基於平等精神，建議尊重結

婚當事人的選擇，由新人協商決定具名前後。 

 

 

 

 

 

 

 

 

 

 

 

 

 

 
                                ○ 男○○ 
謹詹於民國○○○年○○月○○日為           舉行結婚典禮敬備喜宴敬請 
                                ○ 女○○ 
光臨                                    
                                            ○○○（大中母親） 

                                        ○○○（大中繼父）   鞠 躬 
                                        ○○○（小珍母親） 

                                         
                             宴客地點：○○飯店○○廳  
                                       ○○市○○路○○號 
                             宴客時間：下午○○時○○分準時入席 

 
我倆蒙雙方家長祝福謹擇於中華民國○○○年○○月○○日（星期○）舉行結婚典
禮敬備喜宴    恭請 
光臨                                                  

                                            王  小  珍（新人名） 
                                                               鞠 躬 
                                            高  大  中（新人名） 
                                    
                                          宴客地點：○○飯店○○廳  
                                                    ○○市○○路○○號 
                                          宴客時間：下午○○時○○分準時入席 

 



19 
 

 

 

二、西式喜帖 

西式喜帖採橫式書寫，內容較為自由不拘，可採用傳統撰寫方式，也可以加入一段感

性的宣告文案，若再配合文字的美編設計，則形式更為多元。 

案例 

  小玉和大明準備印製結婚喜帖，他們想用西式喜帖，如果不用印刷公司提供的制式

版本，那如何書寫為佳？文案內容怎麼寫才好？邀請人之先後排序怎麼安排？ 

說明： 

    現行西式喜帖有各式不同的參考版本，新人可直接選用。若希望有不同的呈現方

式，可自行撰寫文字，如案例中的喜帖有一段感性的宣告文案，邀請親友共同見證。此

外，亦可以俏皮有趣、故事、小品、詩詞等多元創作方式書寫，自由發揮；但仍應註明

婚禮的日期、地點及開席時間，同時提醒賓客們準時出席。至於邀請人前後順序，新人

和家長可以自行協商決定，案例中的西式喜帖係以新人具名邀請，且新郎在前。 

 

 

 

 

 

 

 

 

 

 

 

 

 

 

 

 

 

 

 

 

 

 

 

 

那一晚我們互訴衷情 

彼此都想找個人好好愛自己 

雖然明知從此以後多了一個嘮叨的人 

雖然爾後將失去某些任性的自由 

我們仍承諾要用一萬分的努力去珍惜對方 

愛要及時所以我們想婚了 

    邀請您於○○年○月○日（星期五）撥空前來見證我們兩人的結婚喜事   恭請 

 

     光臨 

                                                     陳大明 

                                                                敬邀 

                                                     林小玉  

     入席時間：晚上 6：00 入席 

     開席時間：晚上 6：30 準時開席 

     喜宴地點：高雄市〇〇路〇〇號 

     電話：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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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帖信封   

寄發喜帖時，喜帖信封上稱謂的書寫有一套規矩。邀請全家出席可寫全家福，邀請夫妻

出席可寫伉儷，邀請個人則書明先生或小姐/女士或職稱等。 

喜帖信封稱謂及書寫內容參考 

對象稱謂 書寫方式 

親戚‧長輩 

已婚可寫邀請對象名字「○○○+先生夫人」後接「安啟」、「全家福

／伉儷」等啟封詞。 

未婚可寫邀請對象名字「○○○+先生/小姐」後接「鈞啟」等啟封

詞。 

師長‧長官 

給師長「○+職稱+○○ 先生／小姐」後接「鈞啟」、「道啟」、「全家

福/伉儷」等啟封詞。 

給長官，如：「○董事長 ○○ 先生／女士 鈞啟」、「○總經理 ○○ 

先生／女士 全家福／伉儷」。 

同學‧同事‧晚輩 

給平輩或晚輩，未婚女性可寫「○○○ 小姐」後接「惠啟」 、「芳

啟」、「大啟」或「台啟」；未婚男士可寫「○○○ 先生」後接「大

啟」或「台啟」。 

給平輩或晚輩，已婚寫「○○○先生／女士」後接「大啟」或「台

啟」或「全家福／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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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新人名義發帖給長官喜帖之信封案例 

  

    

 

             10022 

             台北市○○區 

             ○○路○○段○○號○○樓 

             ○董事長 ○○ 先生／女士 鈞啟 

 

 

 

 

    （2）以新人名義發帖給未婚小姐或男性喜帖之信封案例 

 

    

 

              10055 

              台北市○○區 

              ○○路○○段○○號○○樓 

              ○○○ 小姐芳啟／先生大啟 

                  

 

 

 

 

囍  

囍  

  10055 

  台北市○○路○○號  ○緘 

  電話：02-○○○○○○○ 

 

郵票 

黏貼處 

   10055 

   地址：台北市○○路○○號  ○緘 

   電話：02-○○○○○○○ 

 

  

 

郵票 

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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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貴賓角色 

    婚禮的貴賓包括四種類型：證婚人、介紹人、主婚人、貴賓

四種，其主要扮演的角色說明如下： 

  ⑴證婚人：證婚人是婚禮儀式中重要的角色，昔日婚禮是邀請

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長輩，或是具有社經地位的人，在儀式中負責

宣讀結婚證書上的內容，並在結婚證書上蓋印。現代婚禮建議可以

找至親好友，或是對新人有特殊意義的人來擔任。 

  ⑵介紹人：若新人的相遇、相戀是透過親朋好友等人的介紹，會

特別邀請介紹人見證，若無介紹人亦可省略，亦有象徵性的請長輩

做代表。 

  ⑶主婚人：主婚人通常是新人的父母。婚禮儀式一開始，主婚人會先祝賀新人，典禮

最後和新人一起感謝所有參加婚禮的親朋好友們。 

  ⑷貴賓：婚禮邀請的貴賓，通常是與新人或家長有淵源的人，或是大家敬重的長輩，

或是有交情的朋友。邀請時應先告知是否需要上台致詞，並事先提供新人及雙方家長的

基本資料。另外，亦應先告知致詞的時間限制，以免耽誤後續婚宴活動。 

證婚流程 

1.婚禮開始：司儀宣布結婚典禮開始。 

2.奏樂：演奏婚禮音樂，增添會場氣氛。 

3.來賓及親屬就位：提醒來賓及家屬盡快就位。 

4.主婚人就位：司儀介紹雙方父母姓名，主婚人出場時請來賓掌聲歡迎。 

5.介紹人就位：司儀介紹新人的介紹人，或邀請長輩代表，並請來賓掌聲歡迎。 

6.證婚人就位：司儀介紹證婚人（德高望重長輩或對新人有特殊意義的人）出場。 

7.新人就位：司儀請新人上台，並站立在禮台「囍」字前，並請來賓掌聲歡迎。 

8.證婚人宣讀結婚證書。 

9.用印：新人、主婚人、證婚人、介紹人用印（可事先用好印）。 

10.新人宣讀誓詞與交換信物：新人宣讀誓詞後，面對面交換信物或互戴婚戒。 

11.新人行謝親禮：新人鞠躬、擁抱感恩雙方父母親的養育之恩及對婚禮的支持與協助。 

12.新人行結婚禮：互相行三鞠躬禮。 

13.致詞：依序由證婚人、介紹人、貴賓、主婚人致詞。 

14.禮謝：新人向證婚人、介紹人、貴賓、主婚人等表達感謝。 

15.奏樂：演奏婚禮音樂，表示證婚流程完成，並增添會場氣氛。 

16.禮成：司儀宣布證婚典禮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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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致謝詞 

新人致謝詞應表達出對父母或長輩的感謝，以下提供新人謝詞內容參考： 

我們最敬愛的爸爸、媽媽、各位長輩以及親友們大家好： 

  （新人 1）今天○○（稱自己的名字）和○○（新人 2 名字）在這裏舉行婚禮，勞

駕各位長輩和親友們撥空趕來參加，我們感到非常榮幸與喜悅。因為有你們大家的勉勵

和祝福，讓我們感受到很多溫馨的情意，今天是我倆一輩子永誌不忘的好日子，帶著你

們大家滿滿的祝福，我們將更有信心攜手白頭，共建美好且互信的人生。謝謝你們大家，

謝謝！ 

   （新人 2）今天真的很開心！○○（稱自己的名字）和○○（新人 1 名字）終於決

定共同步入紅毯，做出這樣的決定真的很不容易，這是彼此一輩子的承諾，是責任也是

幸福的承擔，我們不會辜負大家的期望，一定會愛惜對方，一定要幸福。很感謝我們的

父母和各位長輩一路以來不求回報的支持與照顧，也感謝大家今天專程來祝福我們，今

天招待不周的地方，請各位包容與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賓客邀請與座位安排 

    邀請親友觀禮祝福，應以至親好友為主，讓婚禮是真情友誼的聯繫。倘若過於豪氣

不分親疏的廣邀，除了使受邀人困擾外，也讓婚禮成了應酬的場合。父母長輩或新人邀

請的親友，應是與新人認識、有交集的人。邀請時盡量確定賓客的出席人數、飲食習慣

(葷食、素食)，讓賓客知道時間與交通方式，並告知如何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婚宴賓客桌次安排，是以背後的「囍」字為基準，原則上最前面是主桌、緊接著的

是新人家庭各自邀請的親戚桌，接著安排同事、同學或朋友，應將熟識的人排在同一桌，

以增加婚禮的熱鬧場面和聯

誼功能。傳統婚宴的主桌座

位是採男左女右方式安排，

新郎在左、新娘在右，以下

圖主桌的席次為例，新人 1

是指新郎座位，新人 2 是指

新娘座位，現今結婚不再是

以男方為主，可不必拘泥此

形式，如果新人雙方同時宴

客，主桌應安排雙方親人各

半，以示平等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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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賓客須知 

受邀出席婚禮的貴賓，通常是與新人或家長有淵源的人，或是大家敬重的長

輩，或是有交情的朋友。有時這些貴賓必須上台致詞，因此必須事先了解新人及

雙方家長的基本資料，以免因不了解實況而產生張冠李戴等尷尬狀況。另外，擔

任婚禮主持人或來賓時，致詞內容應莊重，不宜複製性別刻板印象，準時舉行，以示對所有參

加者的尊重，即使是與新人交情普通的賓客都應準時出席。 

 

準時出席 

國人參加婚宴普遍不能準時出席，不準時壞處多，一是延誤同時段

要出席其他婚禮賓客的時間，另一是容易造成餐廳快速出菜並草草結

束。出席婚禮(宴)的朋友應有準時觀念，並逐漸養成準時參加喜宴的習慣。 

 

魚池時間‧準時開桌 

南投魚池鄉辦喜宴，二、三十年來一直有個標準模式，就是喜宴開席時間一到，一定

準時開桌，當地人老早習慣這種模式，甚至隔鄰鄉鎮也早有默契，到魚池鄉吃喜宴一

定要準時就座，晚到只能幫主人收碗筷。魚池鄉民辦喜宴，會在喜帖上註明「魚池時

間、準時開席」字樣，並且於聯絡外地賓客時，特別提醒一定要準時入席。在時間就

是金錢的今天，準時入席、準時開桌，應該要全民推廣，成為國人的普遍習慣才是。 

紅包禮金 

祝賀親友結婚的賀儀，通常以紅包袋裝現金致賀，禮金均取偶數，如

1,800 元、3,600 元等，一般不宜有 4。致送禮金應注意城鄉行情差距、舉辦

婚禮的地點與場合、要去出席婚宴的人數、身分地位及交情、親疏關係等，

以免失禮。紅包袋封套的寫法，一般多書寫：「新婚之喜」、「天作之合」、「永

浴愛河」、「珠聯璧合」、「琴瑟和鳴」、「天賜良緣」、「佳偶天成」、「鳳凰于

飛」等，最後不要忘了署名。 

人在收到喜帖時總為該包多少禮金煩惱，以下提供致送紅包時應考量的原則：⑴與

新人的親疏遠近關係及出席婚宴人數；⑵婚宴場所等級；⑶所處公司(單位)或團體

之文化屬性及行情；⑷人情往來的經驗（之前曾致送紅包的金額）；⑸紅包金額必須

是雙數，代表好事成雙、吉祥吉利；例如：1,000元、1,200元、1,600元、2,000

元、2,200元、2,600元、3,600元、6,000元、6,600元、10,000元等；⑹紅包金

額一般忌諱單數或 4，例如：1,100元、1,400元、1,500元、2,400元、4,400 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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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致詞 

貴賓進行婚禮致詞時，其講稿的內容首重溫馨莊重，應以新人為主，

男女雙方比重平衡，切忌僅凸顯單方，而忽略另一方的感受。致詞應避

免使用性別刻板化之語言，或是枯燥乏味冗長，最好能在講稿之外，參

酌現場氣氛，靈活使用。 

１、證婚人致詞參考文案 

兩位新人、證婚人、主婚人、各位來賓大家好： 

 今天是○○先生和○○小姐這對佳人共結良緣的好日子，我個人承蒙主人邀請，得

以參加盛會，感到十分榮幸。首先我要祝福這一對新人，永結同心，雙雙對對，富貴萬

年。 

 我們常說：「百世修得同船渡，千世修來共枕眠。」○○先生和○○小姐，兩人今

天能攜手成家，共此一生，實在是天賜良緣，一定要好好把握這段得來不易的緣分。 

    婚禮只是婚姻生活的一個起點，未來兩人要共同面對一輩子的相處和考驗，組織家

庭後要不斷磨合、持續努力，加強情感的試鍊。新人要能同心齊力，要能同甘共苦，互

相體諒和包容，才能結出婚姻美滿多汁的甜美果實。 

２、貴賓致詞參考文案 

在此，我誠摯的祝福新人能夠彼此愛護，彼此尊重，平等對待，共同創造幸福美滿的未

來，雙方家人也能夠平安健康、和諧快樂！並祝在場所有佳賓，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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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吉祥話(說好話) 

為增添婚禮的喜慶氣氛與和諧，婚禮過程中有許多吉祥話，傳統的吉祥話內容多以添丁求

子、求官發財或單方面勉勵新娘為主，隨著時代變遷，現今婚姻價值觀念大幅改變，許多吉祥

語內容未必適用，適合現代人使用的婚禮吉祥話說應注意個別人格的尊重，並避免性別貶抑與

不平等，以下列舉符合現代精神的婚禮吉祥語供參。 

 

結婚吉祥語參考說法  

流程階段 吉祥語參考說法 

奉茶禮 新娘行出房，茶盤雙手捧；確實有誠意，欲請咱（我們）眾人。(閩) 

交換戒指 
今天特選好日子，新人訂婚掛手指。一個優秀一個古意，日後結合必定是好連

理。(閩) 

女方拜祖 今日結婚大吉昌，天賜良緣喜洋洋；踏入大廳拜祖先，白首偕老歲壽長。 

蓋頭紗 紗巾掀過來，夫妻感情穩；紗巾遮頭前，代代出人才。(閩) 

感恩父母 吉日良時結姻親，感謝父母養育恩；今日成家著孝順，雙竹透尾發萬金。(閩) 

進新房 新人牽手入洞房，魚水得相逢；雙雙歡喜結連理，富貴福滿堂。  

婚宴上 

才子佳人，佳偶天成；鳳凰于飛，永結同心。 

永結團圓長生樂，雀屏來中月；百年好合三生幸，鴻案舉齊眉。（客） 

新郎疼某一世人，新娘敬尫萬世昌。(閩) 

神仙眷屬，相親相愛；有情成眷，白首偕老。 

送客 

金玉滿堂開，金銀滿厝內，感情企穩穩。(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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