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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北角堂	

©北宣婚前輔導報名表©
目	 	 	 	的：對夫婦之道有更實際的認知、學習夫妻之間的溝通技巧，與教牧建立婚姻牧養關係。	

輔	導	員：北宣教牧同工	

形	 	 	 	式：以個別牧養及輔導方式進行，輔以性格及心理評估，約五至六次聚會。	

日期時間：由負責教牧與參加者聯絡，一般每季安排。	

參加資格：1）二人必須已受浸，至少一方為北宣會友，及	

2）輔導開始日期距擬定婚期兩年內為佳（不宜少於一年）

費	 	 	 	用：教牧輔導不收費，教會只收代購兩個評估及課本習作費用～每對＄８５０	
（包括《TJTA》及《Prepare/Enrich》評估及《突破婚前輔導課本＋習作》【支票抬頭：宣道會北角堂】）	

查	 	 	 	詢：29099700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閣下給予宣道會北角堂（下稱：本堂）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本堂內部牧養之用，包括戀愛/婚姻輔導、婚禮申請、聯絡

通訊、建立教會及信仰生活、收集意見和統計用途。當有關資料不再符合以上用途，本堂將不再保留並會予以銷毀。	

只有本堂授權的同工及義工方可處理你的個人資料。如閣下未能提供，可能影響申請的處理及結果。閣下有權隨時查閱

及改正本堂所持閣下的個人資料，如有需要請與行政主任或教牧同工聯絡。	

©©©© 請填妥以下報名表連同附頁及支票交回北宣辦公室婚前輔導負責人收	©©©©
（※	如屬教牧個別特約輔導，請直接交回相關教牧確認	及	轉交婚輔負責人	※）	

婚期： 未定	 擬定日期：	 已借北宣舉行婚禮：□是	□否	

何時開始談戀愛	 ：	

婚後地址〔若已有〕	：	

男方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北宣會友：□是	□否~所屬教會：	

受浸／過會日期：	

	於北宣聚會年日：	

	信主年份：	

	出生日期：	

地	 	 	 	址：	

	手提電話：	

	電	 	 郵：	

職	 	 	 	業：	

	所屬團契/單位：	

	事奉崗位：	

曾/否結婚：	

女方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北宣會友：□是	□否~所屬教會：	

受浸／過會日期：	

	於北宣聚會年日：	

	信主年份：	

	出生日期：	

地	 	 	 	址：	

	手提電話：	

	電	 	 郵：	

職	 	 	 	業：	

	所屬團契/單位：	

	事奉崗位：	

曾/否結婚：	

	 	 	 	參加者承諾	：「我承諾按時出席所有聚會，不遲到早退，並積極參與討論。」	

	 	 	 	男方簽名	： 女方簽名	：

	 	 	 	日期	 	 	 ： 日期	 	 	 ：

編號	

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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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婚姻前奏 姓名： 

婚姻是一條「不准掉頭」的單程路，當你闖進去前，請先稍停一下，看清楚路上的指標， 

然後才繼續前進. 

A. 愛情故事

1. 請簡略寫下你的「愛情故事」，特別留意對方吸引你的地方及在整個戀愛過程中，

你內心的感受：

2. 互相分享，重溫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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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知己知彼
1.a. 你倆具備適婚的條件嗎？以下的習作可幫助你。 

甲項 乙項

滿意程度 

影響 / 改善方法 
對自己 對未來配偶 

滿意 有待改善 / 

未能接納 

滿意 有待改善 / 

未能接納 

年    齡 

教育程度 

健康情況 

外表儀態 

經濟狀況 

家庭背景 

人際關係 

情緒表達 

溝通表達 

人生目標 / 

信仰生活 

b. 你認為在這時候與對方結婚是時機成熟嗎？

你對這樁婚姻有信心嗎？原因為何？

c. 寫下你對婚姻意義的看法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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