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禅寺

报名表格／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为祈求消除疫情信众人等平安，本寺修药师如来行法三日不断，由寺内僧众结坛
行法，合力修持，祈愿国泰民安疫情远离。同坛每日加修大黑天一座，为祈愿施主
事业顺利，合家平安。
日期： 农历六月初七日至初九日 １６／７ － １８／７／２０２１
地点：华严禅寺 三楼坛城（修法期间不对外开放）
药师如来行法 $200
二名合家 ／ 合供 （２ ｎａｍｅｓ ｔｏ ｂ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合家 ／ 合供

合家 ／ 合供

佛前献香 ，百味供养， Ｉｎｃｅｎｓｅ ＆ Ｆｏｏｄ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一名 ｐｅ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10

总数：

供灯 Ｌｉｇｈｔ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一名 １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ｎａｍｅ $10
二名 ２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ｎａｍｅ $20

一名 １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ｎａｍｅ $10
二名 ２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ｎａｍｅ $20

五名 ５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ｎａｍｅ $50
十名 １０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ｎａｍｅ $100

合家

合供

合家

合供

五名 ５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ｎａｍｅ $50
十名 １０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ｎａｍｅ $100

唐密坛城般若灯
从天上散发出来的金色的光华，就如同前诸佛的宝华一般。如由
诸佛的光明所化成的光芒，从金具的缝隙中透出，就彷佛是连接
净土与现世的一道道光明。所有的光明散发着无量的清净之光。
照耀唐密真言宗行者之光明。
本寺设有般若灯供信众报名登记，
供养金$3000，选择为二名合家，或一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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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