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宫庆祝孔子先师2569周年诞辰
庆典活动，欢迎善信踊跃参加。
戊戌年农历八月廿七（正日）
2018年10月6日

祭孔仪式、诵经与“开智慧”：
上午9时正和上午11时正

Thian Hock Keng

158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 06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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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时正和下午3时正

报
儿童填色与绘画比赛

名

免

Children’s Colouring &
Drawing Competition

费

2018年10月6日 上午10时正至下午2时正
颁奖礼 下午4时正

儿童填色比赛
Colouring Competition
• 9岁或以下
• 主办单位将提供填色图
• 参赛者自备颜料（不限）
• 各组每位只限呈交一份参赛作品
• 第一名：$50书局礼卷+奖状
• 第二名：$40书局礼卷+奖状
• 第三名：$30书局礼卷+奖状

儿童绘画比赛
Drawing Competition
• 两个组别：9岁或以下，以及10至12岁
• 主办单位将提供绘画纸（每位一张）
• 参赛者自备绘画工具和颜料（不限）

文化活动
上午10时正：经典诵读、手语表演

• 各组每位只限呈交一份参赛作品
• 主题：百年古庙天福宫节庆
• 第一名：$80书局礼卷+奖状
• 第二名：$60书局礼卷+奖状
• 第三名：$40书局礼卷+奖状
有意者，敬请填妥表格或电邮家长／监护人姓名
和联络号码，以及参赛者姓名、性别、出生日期、
年龄和所选参赛组别至 events@shhk.com.sg

Affix
Stamp
Here

报名人数有限，先报先得。

订购表格 Order Form
1. 祭孔仪式报名 Registration

3. 答谢孔子红彩 Red Bunting

诵经仪式：10月6日（星期六）
请选择 1 时段 Please tick one time slot only：
□ 上午9时正 □ 上午11时正 □ 下午1时正 □ 下午3时正

每条红彩定价$68，如多余一人，则需额外收费。第二人增收 $40；
第三人增收$20。每条红彩最多只能有三位答谢人。

价格
Price
报名费
Registration Fee

人数
No. of pax

合计
Total

Each Red Bunting costs $68. Additional $40 will be charged for the
2nd name, and $20 for the 3rd name. The maximum number of names
presented on each Red Bunting is limited to THREE only.

$10
姓名Name

请注明姓名以便放入疏文 Please indicate names for praying:
1.

性别 Gender

1
2

2.

3

3.
4.
5.

合计 Total

2. 订购福物 Orders for Prayer Pack

祭孔活动包括恭请法师为善信诵经
祈福 ，替善信“ 开智慧 ”，象征
智慧的领悟。此外，
报名者可将特备的
状元文具 带回家，
增智慧和保平安，
祈求才智增长、勤奋
向学、品学兼优、
心灵敏捷。

天福宫备有孔诞
福物供善信预先
订购，让善信在
庆祝孔子诞辰之
际力求上进、勤奋
自强。福物包括:
葱 、 蒜 、 芹菜 和
豆干 。

葱
蒜
芹菜
豆干

象征聪明伶俐
象征精于运算
象征勤奋好学
在闽南话中象征升官

答谢圣贤先师

结红彩是答谢神恩的庙宇风格之一，善信可
以报名结红彩以答谢圣贤先师孔子。每条红彩
定价$68，张挂期间为一个月。

价格
Price
福物
Prayer Pack

数量
Quantity

合计
Total

□ １个名字 (1 name) = $68
□ ２个名字 (2 names) = $108
□ ３个名字 (3 names) = $128

张挂期：戊戌年农历八月廿七至九月三十

$8

Red Bunting to be hung from 6 Oct to 7 Nov 2018

个人资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姓名／Name:

传真号码／Fax No.:

地址／Address:

电邮／Email:
总额／Total Amount:

联络号码／Contact No.:
(H)

支票号码／Cheque No.:
(HP)

儿童填色与绘画比赛
Children's Colouring and Drawing Competition
家长/监护人资料 Details of Parent/Guardian

□

报名免费

参赛者资料 Details of Participant
姓名／Name:
性别／Gender

同上／ As above

姓名／Name:

年龄／Age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参赛组别／Participating Category
(请在框内打勾／Please tick accordingly)

联络号码／Contact No:
电邮／Email:

□ 儿童填色比赛（9岁或以下）／Colouring Competition (9 years and below)
□ 儿童绘画比赛（9岁或以下）／Drawing Competition (9 years and below)
□ 儿童绘画比赛（10岁至12岁）／Drawing Competition (10 years to 12 years old)
询问电话：6423 4616 / 6222 8212

注
1. 请将填妥的表格及支票于2018年10月1日或之前寄至天福宫。
2. 划线支票必须注明予“Thian Hock Keng”。请在支票的背面注
明您的姓名、联络号码和地址。

Note
1. Kindly mail or submit the completed order form together with cheque
payment before 1 October 2018.
2. All cheques to be crossed and made payable to “Thian Hock Keng”.
Please indicate your name, contact number and address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cheq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