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名須知及表格

禪悅法樂靜修營2022
A Taste of Zen Meditation Retreat 2022

合辦機構：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校友會
活動地點：香港大學嘉道理研究所石崗中心

2-6/6/2022
贊助機構：東蓮覺苑

第一部分：報名須知
一、 截止報名日期：2022年5月17日，錄取人數：30人。（如報名人數超出限額，將以抽簽形式決定。）
二、 所有報名人士將於2022年5月20日或之前，獲電郵回覆申請結果。若於公布日期後仍未收到申請結
果電郵，請致電3917-0094查詢。我們將銷毀未獲錄取人士的營費支票。
三、 參加者必須注意和配合以下防疫措施：
甲、 所有參加者必須在靜修營開始前24小時內進行2019冠狀病毒檢測(接受快測結果)，並在入營前，
把陰性結果證明副本電郵至 hkucbs@hku.hk。
乙、 必須符合港大「疫苗通行證」及使用安心出行的要求。參加者入營前需出示電子針卡(或副本
或正本)，以核實經已合符港大「疫苗通行證」要求，並使用安心出行。
詳情：https://covid19.hku.hk/control/hku-vaccine-pass/
i.

由2022年5月31日起，18歲或以上人士，如已經接種第二劑新冠疫苗超過6個月，須接種
第三劑疫苗，方可進入校園。

ii.

如接種第二劑新冠疫苗未滿6個月，他們的「港大疫苗通行證」仍然有效，但如接種第
二劑後滿6個月，則須接種第三劑才能繼續使用「港大疫苗通行證」。

iii.

5至17歲人士如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後未滿6個月，他們仍能使用「港大疫苗通行證」，
但如接種第一劑後滿6個月，便須接種第二劑才能繼續使用「港大疫苗通行證」。

iv.

其他詳情及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康復者進入校園要求，請參閱https://covid19.hku.hk/control/hku-vaccine-pass/

丙、 申請結果公布後，除特殊情況，營費可能不獲退款。因為疫情變化迅速和難以預測，為保障
參加者的安全，若情況不許可，主辦方有機會在靜修營開始前較短時間內決定取消是次活動，
並經電郵通知參加者。有此情況下，主辦方將盡可能退回大部分或全數營費。
丁、 每間房間2至3位參加者。每間房間有浴室和洗手間。營地將提供清潔枕頭、床單及被褥，如
有需要亦可自行帶備睡袋或被單。
戊、 營內按日程提供素食餐盒。請自備有蓋杯或水壺。（營內有冷、熱水供應）
己、 在營地內必須戴上口罩，並適時更換清潔的口罩。
庚、 參加者需配合大會的防疫措施，包括每天量度體温、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常洗手或用酒精搓
手液清潔雙手等。
辛、 如參加者身體不適或未能配合防疫措施等，主辦方有權請他中途離營。
壬、 參加者應自行考量相關風險，並決定是否參與是次禪修營。主辦方將不會為任何可能出現的
風險或後果負上任何形式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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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名方法
(恕不受理電話或臨時報名。)


每間房間2至3位參加者。每間房間有浴室和洗手間。



報名人士請自行和家人或朋友組房，並以一份申請遞交。



若以個人報名，大會將隨機把參加者和其他相同性別的個人參加者組房(2-3人一房)。

(1.) 網上報名
請填妥網上報名表格，並於截止日期5月17日或之前，把營費支票郵寄或親身交到香港大學佛學研
究中心。地址、支票抬頭和銀碼等，請參閱本文件第5或6頁「營費支票」部分。
(2.) 遞交報名表格
請填妥報名表格 (本文件第二部分)，並於截止日期5月17日或之前，連同營費支票郵寄或親身交到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地址、支票抬頭和銀碼等，請參閱本文件第5或6頁「營費支票」部分。
五、 靜修營費用
(請注意，申請結果公布後，除特殊情況，營費可能不獲退款。)
每人HK$3,900六、 靜修營日程表 (禪修作息時間，僅供參考，如有任何變動，將不另行通知。)

七、 查詢：3917-0094 / hkucbs@hku.hk 余先生

網址：www.event.buddhism.hku.hk/retreat2022

八、 注意事項：
1. 任何宗教人士，或無宗教信仰者均可參加本靜修營。惟禪修期間，須嚴格遵守不抽煙、喝酒、葷
食等守則。
2. 營內除了對導師和義工的必要詢問外，一律禁語。
3. 參加者必須遵守營內作息時間，且盡量避免半途退出。
4. 參加者必須年滿16歲或以上。
5. 本靜修營將以粵語進行。

關於報名表內填報個人資料[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的規定處理]目的說明
1. 收集資料的目的及用途
報名人向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簡稱"本中心")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會被
用作處理有關禪悅法樂靜修營 2022 的相關事宜。報名人透過報名表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然而，若報名人未
能提供足夠資料，則本中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報名。如對已交的資料有任何更新或查詢，請電郵至 hkucbs@hku.hk。
2. 由第三者查閱申請人的個人資料
報名人於報名表內提供的資料，部份/全部屬於由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所界定的個人資料。本中心將根據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中保障個人資料原則（特別是保障資料第 3 原則–個人資料的使用及保障資料第 4 原則–個人
資料的保安）
，不會接受任何來自第三者（例如：親戚及朋友等）查詢有關報名人的個人資料及其申請。披露個人
資料的要求必須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詳情，請瀏覽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公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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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報名表

選擇一、自行組房


每間房間2至3位參加者。每間房間有浴室和洗手間。



報名人士請自行和家人或朋友組房，並以一份申請遞交。

個人資料
申請人一
我是 (可選多項)
□MBS current student
□MBC current student □CBS MPhil/PhD current student □漢文佛典學生
□MBS graduate
□MBC graduate
□CBS MPhil/PhD graduate
□漢文佛典畢業生
□CBS PGDipBC student □CBS staff
□其他，可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稱謂：□先生 □女士 □法師 □博士 □教授
中文姓名：
出生年份#(YYYY)：(#參加者必須年滿 16 歲或以上。) 身份證號碼(首 3 位數字)：
聯絡電話：

性別：男 □ / 女 □

□ 我明白入營前需出示電子針卡(或副本或正本)，以核實經已合符港大「疫苗通行證」要求，並使用安
心出行。港大「疫苗通行證」詳情：https://covid19.hku.hk/control/hku-vaccine-pass/
□ 我已經接種第 3 劑新冠疫苗。
□ 我尚未接種第 3 劑新冠疫苗，但符合港大「疫苗通行證」要求，因為：(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所有報名人士將於 5 月 20 日或之前，獲電郵回覆申請結果。)
禪修經驗（約幾年？）：
緊急事故聯絡人：

慣用禪修方法：漢傳 / 南傳 / 藏傳 / 其他：
與報名人關係：

聯絡人電話：

如健康有特別狀況（例如懷孕、接受定期治療或長期服用藥物者等等），請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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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二
我是 (可選多項)
□MBS current student
□MBC current student □CBS MPhil/PhD current student □漢文佛典學生
□MBS graduate
□MBC graduate
□CBS MPhil/PhD graduate
□漢文佛典畢業生
□CBS PGDipBC student □CBS staff
□其他，可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稱謂：□先生 □女士 □法師 □博士 □教授
中文姓名：
出生年份#(YYYY)：(#參加者必須年滿 16 歲或以上。) 身份證號碼(首 3 位數字)：
聯絡電話：

性別：男 □ / 女 □

□ 我明白入營前需出示電子針卡(或副本或正本)，以核實經已合符港大「疫苗通行證」要求，並使用安
心出行。港大「疫苗通行證」詳情：https://covid19.hku.hk/control/hku-vaccine-pass/
□ 我已經接種第 3 劑新冠疫苗。
□ 我尚未接種第 3 劑新冠疫苗，但符合港大「疫苗通行證」要求，因為：(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所有報名人士將於 5 月 20 日或之前，獲電郵回覆申請結果。)
禪修經驗（約幾年？）：
緊急事故聯絡人：

慣用禪修方法：漢傳 / 南傳 / 藏傳 / 其他：
與報名人關係：

聯絡人電話：

如健康有特別狀況（例如懷孕、接受定期治療或長期服用藥物者等等），請詳述：

申請人三
□ 沒有第 3 位同房
□ 有第 3 位同房，他/她的資料如下：
我是 (可選多項)
□MBS current student
□MBC current student □CBS MPhil/PhD current student □漢文佛典學生
□MBS graduate
□MBC graduate
□CBS MPhil/PhD graduate
□漢文佛典畢業生
□CBS PGDipBC student □CBS staff
□其他，可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
稱謂：□先生 □女士 □法師 □博士 □教授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出生年份#(YYYY)：(#參加者必須年滿 16 歲或以上。) 身份證號碼(首 3 位數字)：
聯絡電話：

性別：男 □ / 女 □

□ 我明白入營前需出示電子針卡(或副本或正本)，以核實經已合符港大「疫苗通行證」要求，並使用安
心出行。港大「疫苗通行證」詳情：https://covid19.hku.hk/control/hku-vaccine-pass/
□ 我已經接種第 3 劑新冠疫苗。
□ 我尚未接種第 3 劑新冠疫苗，但符合港大「疫苗通行證」要求，因為：(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所有報名人士將於 5 月 20 日或之前，獲電郵回覆申請結果。)
禪修經驗（約幾年？）：
緊急事故聯絡人：

慣用禪修方法：漢傳 / 南傳 / 藏傳 / 其他：
與報名人關係：

聯絡人電話：

如健康有特別狀況（例如懷孕、接受定期治療或長期服用藥物者等等），請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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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費支票 (自行組房)
請注意，所有報名人士將於 5 月 20 日或之前，獲電郵回覆申請結果。若於公布日期後仍未收到申請結
果電郵，請致電 3917-0094 查詢。我們將銷毀未獲錄取人士的營費支票。申請結果公布後，除特殊情況，
將不設退款。

□

我們2人同房 (每人HK$3,900-)，並已附上營費支票。
抬頭：「Hong Kong University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Alumni Association Limited」
銀碼： 合共HK$7,800-

□

我們3人同房 (每人HK$3,900-)，並已附上營費支票。
抬頭：「Hong Kong University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Alumni Association Limited」
銀碼： 合共HK$11,700-

請把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營費支票，於截止日期5月17日或之前，郵寄或親身交到香港大學佛學研究
中心(地址：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賽馬會教學樓四樓4.15室佛學研究中心)，信封面請註明「靜修營2022」。

免責聲明：
本人 承諾遵守靜修營的生活守則，如有要事離營，會請示指導禪師批准，並通知負責義工。若本人在靜修營期間
發生任何意外或突發疾病，將授權主辦機構送往政府醫院接受治療，並同意自行承擔一切責任和費用，主辦機構
不會為我於靜修營期間的損傷或疾病負上任何法律責任或作出賠償，我以簽署表示接受。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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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二、個人申請


每間房間2至3位參加者。每間房間有浴室和洗手間。



報名人士請自行和家人或朋友組房，並以一份申請遞交。



若以個人報名，大會將隨機把參加者和其他相同性別的個人參加者組房(2-3人一房)。

個人資料
我是 (可選多項)
□MBS current student
□MBC current student □CBS MPhil/PhD current student □漢文佛典學生
□MBS graduate
□MBC graduate
□CBS MPhil/PhD graduate
□漢文佛典畢業生
□CBS PGDipBC student □CBS staff
□其他，可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稱謂：□先生 □女士 □法師 □博士 □教授
中文姓名：
出生年份#(YYYY)：(#參加者必須年滿 16 歲或以上。) 身份證號碼(首 3 位數字)：
聯絡電話：

性別：男 □ / 女 □

□ 我明白入營前需出示電子針卡(或副本或正本)，以核實經已合符港大「疫苗通行證」要求，並使用安
心出行。港大「疫苗通行證」詳情：https://covid19.hku.hk/control/hku-vaccine-pass/
□ 我已經接種第 3 劑新冠疫苗。
□ 我尚未接種第 3 劑新冠疫苗，但符合港大「疫苗通行證」要求，因為：(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所有報名人士將於 5 月 20 日或之前，獲電郵回覆申請結果。)
禪修經驗（約幾年？）：
緊急事故聯絡人：

慣用禪修方法：漢傳 / 南傳 / 藏傳 / 其他：
與報名人關係：

聯絡人電話：

如健康有特別狀況（例如懷孕、接受定期治療或長期服用藥物者等等），請詳述：

營費支票(個人申請)
請注意，所有報名人士將於 5 月 20 日或之前，獲電郵回覆申請結果。若於公布日期後仍未收到申請結
果電郵，請致電 3917-0094 查詢。我們將銷毀未獲錄取人士的營費支票。申請結果公布後，除特殊情況，
將不設退款。

□

我以個人報名，明白大會將隨機將我和其他相同性別的個人參加者組房(2-3人一房)，並已附上
營費支票。
抬頭：「Hong Kong University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Alumni Association Limited」
銀碼： 合共HK$3,900-

請把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營費支票，於截止日期5月17日或之前，郵寄或親身交到香港大學佛學研究
中心(地址：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賽馬會教學樓四樓4.15室佛學研究中心)，信封面請註明「靜修營2022」。

免責聲明：
本人 承諾遵守靜修營的生活守則，如有要事離營，會請示指導禪師批准，並通知負責義工。若本人在靜修營期間
發生任何意外或突發疾病，將授權主辦機構送往政府醫院接受治療，並同意自行承擔一切責任和費用，主辦機構
不會為我於靜修營期間的損傷或疾病負上任何法律責任或作出賠償，我以簽署表示接受。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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