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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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心心寶寶寶寶度母度母度母度母閉闗閉闗閉闗閉闗    报报报报名表格名表格名表格名表格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2020202011118888 年年年年3333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3333 月月月月 11117777 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六六六六））））    

地地地地    点：点：点：点：观世音藏观世音藏观世音藏观世音藏传传传传佛教中心（新加坡）佛教中心（新加坡）佛教中心（新加坡）佛教中心（新加坡）27A Lorong Bachok, Singapore 387790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 ( ( ( 英英英英        文文文文    ))))                                                                            ((((    中中中中    文文文文    )))) 

Name :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ccording to your NRIC/Passport ) 

居居居居    民民民民    证证证证    号号号号    码码码码                                                                                            出出出出    生生生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性性性性    别别别别    

NRIC/Passpor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of Birth ____________________   Sex  _________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家家家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呼传呼传呼传呼机机机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电邮地址电邮地址电邮地址电邮地址    

 Pager/H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您您您    有有有有    面面面面    对对对对    健健健健    康康康康    问问问问    题题题题    吗吗吗吗    ?    ?    ?    ?                        无无无无    / / / / 有有有有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请请请请    注注注注    明明明明            
Do you have any health problem    ?    ?    ?    ?        No / Yes      If yes, please specifies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中文法本中文法本中文法本中文法本                                                                        □□□□    English Sadhana                            □□□□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Not needed    

    

备备备备    注注注注: : : : 参参参参    加加加加    者者者者    需需需需    听听听听    从从从从    上上上上    师师师师    堪堪堪堪    梭梭梭梭    仁仁仁仁    波波波波    切切切切    洛洛洛洛    桑桑桑桑    才才才才    培培培培    的的的的    指指指指    示示示示    和和和和    遵遵遵遵    守守守守    主主主主    办办办办    单单单单    位位位位    定定定定        

下下下下    的的的的    所所所所    有有有有    规规规规    则则则则。。。。        
Note :    Participants have to abide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set by Land of Compassion Buddha 

(Singapore). Khensur Rinpoche’s   instruction is to be followed strictly.   .   .   .       

                                                                                                                                                                                                                                
Signature of Participant 参参参参    加加加加    者者者者    签签签签    名名名名                                                              Date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由于活动可能临时更动，请附上电邮或手机号码以方便联络。由于活动可能临时更动，请附上电邮或手机号码以方便联络。由于活动可能临时更动，请附上电邮或手机号码以方便联络。由于活动可能临时更动，请附上电邮或手机号码以方便联络。        
―――――――――――――――――――――――――――――――――――――――――――― 

 For Official use      Cash/ Cheque No    ::::                                                                                 Receipt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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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注意： 参加闭关者，必须念颂并圆满 111,111 遍的度母心咒 请熟记咒语。如无法在闭关其间圆满111,111 遍的心咒，上师堪梭仁波切建议参加者在闭关后每日继续念颂，以更快的去除罪障与积聚福报。  赞助费：参加全程闭关者 S$100，参加部分时间者每日 S$20，欢迎赞助法会的其他销。  ** 请在格子里打勾，以标明您准备参加的闭关以及是否要住宿。   我要参加全程的闭关  须要住宿  不须要住宿   我要赞助法会的其他开销: $_____________________      ** 请在最右边的一栏打勾，以标明您准备参加部分时间闭关的时间。     日期 时间     请打勾请打勾请打勾请打勾    3 月 11 日（星期日） 7:00 pm –  8:30 pm 入关入关入关入关        3 月 12 日（星期一） 6:00 am –  8:00 am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9:00 am – 12:00 nn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2:00 pm –  5:00 pm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6:00 pm –  9:00 pm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3 月 13 日（星期二） 6:00 am –  8:00 am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9:00 am – 12:00 nn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2:00 pm –  5:00 pm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6:00 pm –  9:00 pm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3 月 14 日（星期三） 6:00 am –  8:00 am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9:00 am – 12:00 nn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2:00 pm –  5:00 pm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6:00 pm –  9:00 pm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3 月 15 日（星期四） 6:00 am –  8:00 am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9:00 am – 12:00 nn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2:00 pm –  5:00 pm 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持念度母心咒  6:00 pm –  9:00 pm 圆满圆满圆满圆满度母心咒度母心咒度母心咒度母心咒  3 月 16 日（星期五） 6:00 am –  8:00 am 持念持念持念持念降智咒降智咒降智咒降智咒     9:00 am – 12:00 nn 持念持念持念持念降智咒降智咒降智咒降智咒  2:00 pm –  5:00 pm 圆满圆满圆满圆满降智咒降智咒降智咒降智咒  7:00 pm – 10:00 pm 上师荟供上师荟供上师荟供上师荟供  3 月 17 日（星期六） 6:00 am –  8:00 am 结行结行结行结行,,,,出关出关出关出关     9:00 am – 11:00 am 火供火供火供火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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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注意事注意事注意事注意事项项项项    

1.  完全遵守上完全遵守上完全遵守上完全遵守上师师师师的教的教的教的教导导导导和指示和指示和指示和指示。。。。    

2.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无谓无谓无谓无谓的交的交的交的交谈谈谈谈；；；；多留意自己的念多留意自己的念多留意自己的念多留意自己的念头头头头和感受和感受和感受和感受（（（（内观内观内观内观）。）。）。）。    

3.  避免喧避免喧避免喧避免喧闹闹闹闹；；；；关门关门关门关门、、、、行走要小行走要小行走要小行走要小声声声声    

4.  维维维维持道持道持道持道场场场场的干的干的干的干净净净净与庄与庄与庄与庄严严严严。。。。    

5.  避免浪避免浪避免浪避免浪费费费费十方的供十方的供十方的供十方的供养养养养，，，，如洗盥如洗盥如洗盥如洗盥时尽时尽时尽时尽量量量量节节节节省用水量省用水量省用水量省用水量。。。。    

6.  互相互相互相互相协协协协助助助助、、、、配合配合配合配合，，，，如以最快速如以最快速如以最快速如以最快速冲凉冲凉冲凉冲凉。。。。    

7.  遵守中心遵守中心遵守中心遵守中心、、、、主主主主办当办当办当办当局的局的局的局的条条条条例和指示例和指示例和指示例和指示。。。。如有如有如有如有问题请问题请问题请问题请通知通知通知通知组长组长组长组长。。。。    

8.  请请请请勿擅自勿擅自勿擅自勿擅自应应应应用中心的用中心的用中心的用中心的设设设设施施施施....中心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的书书书书籍和籍和籍和籍和摆设摆设摆设摆设敬敬敬敬请请请请不移不移不移不移动动动动或拿走或拿走或拿走或拿走。。。。    

9.  衣衣衣衣着着着着以舒适以舒适以舒适以舒适简单为简单为简单为简单为主主主主。。。。最好每天更最好每天更最好每天更最好每天更换换换换一套干一套干一套干一套干净净净净的衣服的衣服的衣服的衣服。。。。不可穿短不可穿短不可穿短不可穿短裤裤裤裤

(shorts)(shorts)(shorts)(shorts)、、、、百慕百慕百慕百慕达达达达(bermudas)(bermudas)(bermudas)(bermudas)、、、、背心背心背心背心(singlets),(singlets),(singlets),(singlets),无无无无袖上衣袖上衣袖上衣袖上衣(sleeveless).(sleeveless).(sleeveless).(sleeveless).     

10.  请请请请勿涂用任何勿涂用任何勿涂用任何勿涂用任何会发会发会发会发出味道的用品出味道的用品出味道的用品出味道的用品，，，，如香水如香水如香水如香水。。。。    

11.  入大殿入大殿入大殿入大殿时请时请时请时请向佛向佛向佛向佛顶礼顶礼顶礼顶礼。。。。    

12.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内厕内厕内厕内厕所及所及所及所及冲凉冲凉冲凉冲凉房房房房，，，，请请请请保持清洁保持清洁保持清洁保持清洁。。。。    

    

B.B.B.B. 携带携带携带携带用品用品用品用品    

1.  请携带请携带请携带请携带自己的餐具自己的餐具自己的餐具自己的餐具，，，，如碗如碗如碗如碗、、、、杯杯杯杯、、、、筷子或叉筷子或叉筷子或叉筷子或叉、、、、汤汤汤汤匙等匙等匙等匙等。。。。    

2.  请携带请携带请携带请携带水水水水壶壶壶壶。。。。    

3.  个个个个人人人人药药药药物物物物。。。。    

4.  念珠念珠念珠念珠。。。。    

5. 请携带请携带请携带请携带枕枕枕枕头头头头、、、、被被被被单单单单或睡袋和洗盥用品或睡袋和洗盥用品或睡袋和洗盥用品或睡袋和洗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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