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严 禅 寺

报名表格／ Registration Form

诚恳邀请您参加第二十一届佛母大金曜孔雀冥阳两利吉祥法会
日期：农历六月廿八至七月初一日 上午九时正至五时正
6/8 - 8/8/2021 9.00am-5.00pm
《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祈福消灾、先亲超度、供佛、点灯、献果、献花、祈愿
等。 目前因人数流量管制，有意莅临念经者请来电询问
Chanting/Light Offering/Food Offering/Flower Offering
Incense Offering/Offering to the Buddha&Sangha
致: 大德
您好，本寺在6/8 - 8/8/2021，迴向所有登記的蓮位，歡迎信众预订祭品祭拜。
请选项 Ｐｌｅａｓｅ ｃｈｏｏｓｅ ｙｏｕｒ ｏｂｔｉｏｎｓ

$48

祭拜供品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 ｐａｃｋ
1.

2.

二名合家 2 display name & Family 可请回

合家

祭拜：

2.

合家

祭拜：

填上地藏殿莲位编号 Blk：

L:

No:

$48

祭拜供品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 ｐａｃｋ
1.

1.

2.

填上地藏殿莲位编号 Blk：

No:

二名合家 2 display name & Family 可请回

合家

祭拜：
填上地藏殿莲位编号 Blk：

L:

1.

2.

合家

祭拜：
L:

No:

祭拜供品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 ｐａｃｋ

填上地藏殿莲位编号 Blk：

$28

L:

No:

一名合家 1 display name & Family 可请回
1.

1.

合家

合家

祭拜：
填上地藏殿莲位编号 Blk：

祭拜：
L:

No:

祭拜供品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 ｐａｃｋ

$28

填上地藏殿莲位编号 Blk：

L:

No:

一名合家 1 display name & Family 可请回
1.

1.

合家

合家

祭拜：
填上地藏殿莲位编号 Blk：

祭拜：
L:

No:

填上地藏殿莲位编号 Blk：

L:

No:

如意斋 Ｆｏｏｄ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50

佛前献香 Ｉｎｃｅｎｓｅ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5
一名 1 display name

二名合家 2 display name & Family
1.

2.

合家

佛前献花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 合供

$20

一名合家 1 display name & Family

献供者：

献供者：

献供者：

献供者：

联络者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
我/我们同意华严禅寺将我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添加到其邮件列中，以便向我/我们发送关于活动的信息。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you in this form will b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our Privacy Statement, a copy of which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By
providing us with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form, you accept the terms of our privacy policy and you consent to our use and retention of such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s stated in this form and for our records and future communications with you. Please notify our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if you do not
consent to our use and/or retention of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you.
您在本表格中提供的所有信息将根据我们的隐私声明处理，该声明可根据要求提供给您。通过向我们提供此表格中的信息，您接受我们的隐私政策
条款，并且您同意我们出于本表格中所述的目的使用和保留此类信息，以及同意我们的记录和未来与您的沟通。如果您不同意我们使用和/或保留您
提供的任何信息，请通知我们的数据保护专员。

付款方式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银行支票 Ｂａｎｋ Ｃｈｅｑｕｅ：
亲临本寺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ｂｙ： 现金ＣＡＳＨ ／ 银行卡付款ＮＥＴＳ
Ｆ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Ｅ－Ｂａｎｋ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ｙｎｏｗ：ＵＥＮ Ｔ０５ＳＳ０１１６Ｅ
付款成功时请截屏拍照传讯告知。Whatsapp screenshot of the payment confirmation
and send to 91553121.
参加办法：请填妥参加表格，连同支票一并寄来本寺。
若以支票付款，请画双线并写明：ＨＵＡ ＧＩＡＭ ＳＩ
邮寄报名参加者，请勿以现金随函寄付，以免遗失。
参加者於十四天内即收到正式收据，如未受到，请即拔电 ６７８８８１８１ 事务处询问。
谨此声明，本寺不接受电话报名服务，以免登记错误，敬请包涵。
注：本寺并未委托任何人士沿门募捐，假冒者将面对法律制裁。
Ｐｌｅａｓ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ａｉｌ ｂａｃｋ．
Ａｌｌ ｃｈｅｑｕ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ｒｏ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ｐａｙａｂｌｅ ｔｏ： ＨＵＡ ＧＩＡＭ ＳＩ
Ｄｏ ｎｏｔ ｓｅｎｄ ｉｎ ｙｏｕ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ｉｎ ｃａｓｈ ｂｙ ｐｏｓｔ．Ｆｏ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ａｓｈ ａｎｄ ＮＥＴＳ， ｐｌｅａｓｅ ｃｏｍ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ｔｏ ｏｕｒ ｏｆｆｉｃｅ．
Ａ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 ｂ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ｃｅｉｐｔ． Ｐｌ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ｕｓ ａｔ ６７８８８１８１ ｉｆ ｙｏｕ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ｃｅｉｐｔ ｗｉｔｈｉｎ １４ ｄａｙｓ．
Ｗｅ ｒｅｇｒｅｔ ｔｈａｔ ｗｅ ｄｏ ｎｏｔ ａｃｃｅｐ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ｃａｌｌ．
Ｐｌｅａｓｅ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ｎｏ ｏｎｅ 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ｓｏｌｉｃｉｔ ｆｕｎｄｓ ｄｏｏｒ－ｔｏ－ｄｏｏｒ ｏｎ ｏｕｒ ｂｅｈａｌｆ．

華嚴禪寺 HUA GIAM SI 询问电话 / Enquire Tel : 67888181
华严禅寺办公时间 Office Hours : 星期一至星期日 ：上午9时30分至下午5时
Monday to Sunday : 9.30am to 5.00pm
website: www.hgs.sg
https://www.facebook.com/HUAGIAM
Email:huagiam@gmail.com
Address:81 Lorong 6 Geylang Singapore 399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