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 菲沙崙教會 2019退修會 

報名資料 
 

講員: 菲沙崙教會牧師 (英語, 粵語, 國語) ; 講道題目為“更新” 

日期: 2019年 6月 7日 (星期五) 至 2019年 6月 9日 (星期日) 

2019年 6月 7日 (星期五) 晚上 6:15 開始註冊登記 

2019年 6月 9日 (星期日) 下午 2:00 離開營地 

地點: Stillwood Camp and Conference Centre (www.stillwood.ca) 
44005 Watt Road, Lindell Beach, BC V2R 4X9 

營費: 13歲及以上人士 $170, 4-12歲小童 $85 (不包括交通費) 
 

 營費包括五餐 (星期五-小食, 星期六-早餐, 午餐, 晚餐及小食, 星期日-早餐及午餐), 兩晚住宿及娛樂設施. 

 付款:  報名時需要全額付款. 支票抬頭請填上 Fraser Lands Church. 

 退款:  如在 5月 12日 (報名的最後一天) 前取消，則全額退款. 

 報名截止日期:  2019年 5月 12日 (星期日) (恕不接受遲報名) 

 查詢:  請聯絡 retreat@fraserlands.ca 
 

T-shirts – 此營會不會特別設計營衫. 鼓勵參加者攜帶菲沙崙教會的 t-shirt 到營會. 新的菲沙崙教會 t-shirts 將

於 2019年春季時發售. 
 

交通 – 參加者需要自行安排交通接載到營地. 由於營地的停車位有限, 建議會眾 carpool. 若你未能自行安排, 

請聯絡 retreat@fraserlands.ca 
 

住宿 – 住宿要求是以報名先到先得的原則為基礎. 每組別的參加者必須一起提交報名表及營費, 以確認住宿

要求. 由於每種住宿類型數量有限, 非常鼓勵參加者安排宿舍 (Dorm) 和小屋 (Cottage) 的室友. 
 

當中有幾種住宿類型: 

房間類型 容納人數 詳細說明 

Lodge 小屋 

(18間房間) 
預留給有 0-5 歲小孩的家庭 

臥室容納 2-5 人 

最少: 3 人 

最多: 5 人 

 小屋內有多間臥室, 並設有共用廚房和客廳. 

 每兩間臥室有一間浴室. 

 每間房間有一個雙人床位和三個單人床位. 

Men’s Dorm 
男子宿舍 
個人報名 

每間宿舍  

臥室容納 100人 

最少: 6 人 

最多: 12 人 

 每間宿舍有八間臥室 (每層有四間). 

 每間房間有多張棚式床 (每間房間可容納最多 12人). 

 每層有一間共用宿舍浴室, 包括四個洗手盤, 沖涼室及廁所. Women’s Dorm 
女子宿舍 
個人報名 

Cottage 小屋 – 混合

組別 (18 間小屋) 
建議給家庭或夫妻 

容納 6-12人入住 

最少: 6 人 

最多: 12人 

 獨用的小屋 (樓上設有四張單人床, 樓下有八張棚式床). 

 每間小屋有一間浴室, 三個洗手盤, 和一個備有桌椅的小廚房. 

 每間小屋必須以一個組別來報名; 你必須找到自己的室友. 

Motel 小型客房 

(8 間房間) 
預留給有特別需要的參加者 

容納 2-4人入住 

最少: 2 人 

最多: 4 人 

 小型客房可供 2-4人入住，設有自己的浴室. 

 位於會議室和咖啡廳上方的二樓. 

 這些房間可能會受到夜間的噪音干擾. 

http://www.stillwood.ca/
mailto:retreat@fraserland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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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菲沙崙教會 2019退修會 

報名表 
 

FOR REGISTRATION TEAM TO COMPLETE 註冊人員填寫 : 

Reg form rec’d on (date & time):   
 

Amount:  $   Cash  Cheque Chq #:    
 

報名表說明: 

1. 查看住宿類型並尋找室友! 每組別的參加者必須一起提交報名表及營費, 以確認住宿要求.  

2. 填寫報名表格並到大堂外提交給菲沙崙退修會的報名處 (2019年 3月 3日至 5月 12日). 
 

你的 (你家庭的) 聯絡資料: 
 

姓名:   配偶:   

子女:   年齡:   子女:   年齡:   

子女:   年齡:   子女:   年齡:   

電話:   電郵:   
 

敏感及特別要求: 

姓名:   

食物敏感:   

特別要求:   
 

緊急聯絡人 (不是與你一起參加營會的人): 

姓名:   電話:   
 

住宿要求 (請表示你的選擇.    *代表每種住宿類型的最少人數): 
 

Lodge 小屋 (預留給有 0-5 歲小孩的家庭)  

參加者 #1*:   參加者 #2*:   

參加者 #3*:   參加者 #4:   

參加者 #5:     
 

Dorm 宿舍  男子  女子 
 

Cottage 小屋  混合組別 (夫婦, 家庭, 等等) 

參加者 #1*:   參加者 #2*:   

參加者 #3*:   參加者 #4*:   

參加者 #5*:   參加者 #6*:   

參加者 #7:   參加者 #8:   

參加者 #9:   參加者 #10:   

參加者 #11:   參加者 #12:   
 

Motel Room (預留給有特別需要的參加者) 

參加者 #1*:   參加者 #2*:   

參加者 #3:   參加者 #4:   
 

照片/錄像/錄音使用同意 

在 2019 年菲沙崙教會退修會期間所得到我和本報名表中列出的人的照片，錄像和錄音，我同意讓菲沙崙教會用作印

刷刊物和宣傳之用 (網上和印刷)。 
 

請選其一:  同意  不同意 如同意, 請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