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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透過祈禱、憑著信心，終於在六月份正式開始為十一月聚會

練習和進行祈禱會，看見各隊員帶着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

仍然為事工擺上，心中充滿感恩，到了疫情開始好轉，我們各隊員的

距離也逐漸拉近，每個月定期有祈禱會，讓我們隊員不單單是樂隊和

敬拜隊成員，亦成為了祈禱的精兵。敬拜佈道會當中，我看見一份可

貴的團隊精神，隊員謹守自己崗位之餘亦補足其他人的需要，這就是

作為機構負責人，最想看見的情景，Hallelujah榮耀歸於神。疫情下機

構第一次嘗試用YouTube live形式現場直播聚會，與德州兩間教會合

辦聚會。在本地，亦與兩間教會合作舉行了兩場實體聚會，透過主題 

「黑暗中的盼望」、香港ACM成員Gloria的見證分享和朱傳道的信

息，配合我們團隊的音樂敬拜，見證了神奇妙的作為。

　　祈禱中我求問神日後機構的方向，只定期舉辦聚會或是神還有其

它的旨意。感謝神讓我在經文中得到啟示，腦海中湧現了「大使命」

三個字，更讓我回想很多聚會當中往往只見基督徒參與，他們參加聚

會的目的主要是敬拜，或是支持台上的朋友，可惜他們中間不多有帶

同未信的家人、同事或朋友，叫人聽到福音而生命被改變！

　　想到羅馬書10:14-15「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

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

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我便向神祈求，從2022年開始，盼望機構能夠開展新的事奉方向，把

音樂的服侍擴大，將敬拜的信息和訓練帶進教會、團契或小組當中，

分享有關敬拜事奉的經歷和異象。今年我們願意靠主堅守佈道事奉的

崗位，並加入一些服侍新元素，事工可總括為以下三個方向：

回顧2021年，看見

神在疫情中與我們

同在同行，激勵團

隊嘗試不同的方法

去聯繫弟兄姊妹，

雖然因疫情關係未

能夠實體見面，但

透過網上聚會我們

仍然可以一同敬拜

和學習，感謝神一

路施恩和帶領。

1)見證分享，宣揚敬拜意義 用「生命影響別人

生命」作主題，提出「生命比技巧重要」，盼望

能到不同教會分享成立機構分會的目標和見證，

探討敬拜的意義，鼓勵弟兄姊妹用詩歌將人帶到

神面前。同時，我們可提供訓練和支援，幫助教

會組織樂隊和敬拜隊。這其實正是我們分會的宗

旨–歌羅西書1:28「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

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2)製作音樂，作為福音工具 經過六年的等候，

神讓我們看見這是合適的時候擁有本地的音樂

製作，其實早在2015年，神已賜給我們兩首詩

歌：ACMLA分會會歌和一首關於自己見證的詩

歌，而今年我們更希望能製作一首勵志的和一首

比較適合年輕人的詩歌，很感恩當中得到不少音

樂創作人的幫助！

3)音樂佈道，延續一貫使命 今年我們安排了兩場

大型培靈佈道會，都是新主題的聚會，分別於8/13
在Las Vegas;10/29在San Jose舉行。我們盼望能跟

隨耶穌的腳蹤，走遍各城各鄉，將福音帶到不同城

市，亦與當地教會連結，栽培詩班員，一同服侍。

盼望你能夠與我們同心同行，成為我們的代禱

者，亦在奉獻上出一分力，讓我們靠主能夠走得

更遠，不論遠近，務要將福音的信息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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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更多經歷豐盛的人生

　　疫情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衝擊，甚至連教會

聚會、ACMLA的佈道事工也受到影響。怎樣能

在這一切的限制中，看見神美善的預備，甚至

把握機會更多經歷豐盛的人生呢﹖田牧師分享

了一些角度和秘訣。 

　　新冠病毒由2020年開始在全球爆發至今，

無數教會和信徒遭受了嚴重的打擊，每日生活

被疾病、死亡、隔離、失業等負面的消息如烏

雲籠罩著，這正是基督徒的信仰面臨考驗的時

刻，信徒在順境中固然容易向神發出感謝與讚

美，熱心事奉神，但在疫情下，隨著教會停止

實體聚會，一些信徒的信心開始動搖，愛心也

漸漸冷淡了。其實在疫情下，神的恩典不只夠

用，而且是更加豐盛的！

一、疫情下更多注意身體健康

在疫情下，我們可以在網路上收看到許多醫療專家們的資訊，使我們不

但學會了防疫的常識，甚至比以往更注意身體的健康。

二、疫情下更多安靜向神禱告

疫情的初期，我們在居家令下，社交活動受到限制，這卻是我們開始學

習安靜在神面前傾心禱告的時候，就算日後疫情過去，如果能夠將以前

與人交往的時間騰出四分之一來親近神，神將會多麼喜悅這與我們親近

的時刻！

三、疫情下更多研讀神的話語

因著居家時間的增多，我們可以更多研讀聖經。在網路上充滿許多聖經

譯本與解經的資訊，還有講道與查經的視頻，信徒甚至可以在網路上修

讀神學課程。

四、疫情下更多與家人常相聚

不少人在疫情下須居家上班，於是增加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過去如果

缺乏與家人溝通的，如今便是最好的時機來重建個人與家人的感情與關

係了！

五、疫情下更多郊遊接近大自然

雖然在疫情中室內群聚活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我們可前往郊野空曠的

公園親近大自然，筆者與師母在疫情時期曾走訪了美國南加州七十多個

景點！

　　以上五點只是列舉一些在疫情中寶貴的經歷，還有無數的見證實在

也不能用筆墨在此一一述說了，願神賜福給你們，讓你們在疫情中更深

認識祂、更多經歷豐盛的人生！

　　雖然我正式在ACMLA事奉的日子尚淺，神

在我年幼時已透過ACM的歌曲陪伴我成長。仍

記得《動力信望愛》，就是我為家父喪禮上挑

選的歌曲。最觸動我的歌詞是「光陰匆匆多少

機會身邊經過，誰能伸手獻出關懷不再退避？

」這些歌詞常在我的腦海中閃過，在不同的處

境，我會有不同的感受。過往這兩句歌詞會令

我勾起傷心的記憶，現在加入了ACMLA，這

兩句歌詞卻成為了我事奉的動力。記得有同工

問我加入ACMLA有什麼期望，我當時回答沒有

期望。我認為每個信徒都該做好準備，當機會

來到的時候，便盡力去幹，一切成果就交給上

帝。我事奉的態度是，讓其他人知道自己能作

什麼，但不強求被放在什麼崗位上，只求盡心

盡力服侍主，因為我相信無論在任何崗位，只

要用心事奉，便會發覺最大得着的，其實就是

自己。我明白知易行難，希望ACMLA的戰友

們能彼此代求，激勵大家繼續有動力宣揚神的

愛。

　　我在事奉的路上有點被動，但在教會成長

中，被邀請加入教會的敬拜隊唱歌，這就開始

了我音樂事奉的道路。因敬拜隊的需要，我也

學習去彈低音結他，埋下了在ACMLA樂隊事奉

的種子。

　　2009年，我透過弟兄姊妹認識並參加了

ACM的詩班。在ACM的佈道會中，我能夠以歌

聲去參與敬拜及宣講神的道，過程中很感受到

神的同在，這成為了我信仰經歷中的一枝強心

針。

　　2017年我再次回到ACM的詩班。相隔八

年，詩班的人數相對較少，但我有更多機會和

詩班及機構的弟兄姊妹彼此認識。ACMLA的成

立也逐漸開拓了不同的事奉機會。在Patrick的
鼓勵下，我參與了樂隊的事奉，並於去年完成

了疫情以來的第一個佈道會。樂隊的練習對我

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在團隊的禱告和指導下，

我學習到更多彈低音結他的技巧，同時亦體會

到肢體間互相配合和彼此照顧的美善。 

　　感謝神！雖然我沒有什麼音樂背景，但能

在一個非常謙卑的環境中學習和成長，這使我

更能看到神豐足的供應和大能！神使用亞倫去

幫助摩西的口才不足，以神蹟去伴著他引領以

色列民。當我清楚聽到神的呼召時，還需要為

自己的能力找藉口嗎?ACMLAACMLA敬拜隊敬拜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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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中橙縣華人浸信會

CABC羅省聖經宣道會

YouTube網上直播

最 新 動 向
聚會地點及行程

聖荷西華人浸信會 

Baptist church of San Jose 
2215 Curtner Avenue, 
Campbell, CA 95008

基督華人浸信

Las Vegas CBC church
8705 S Lindell Road, Suite 150 
Las Vegas, NV 89139

8/13 8/14
星期六晚 星期日上午

10/29 10/30
星期六晚 星期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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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會事工

有任何查詢，

或想 加入

ACMLA
北美詩班員和

義工的行列

請電郵至

info@acm-la.org

ACMLA積極推廣現代基督教音樂，以此服侍教會及社區，廣傳福音、建立信徒、以生命影響生命。

望您能夠與我們一起同行，讓我們預備好，走更遠的路和打更美好的仗。

您可以透過以下方法與我們同行

行政： (US$)
租金及日常開支 $12,400
    

事工開支：

ACMLA詩歌製作 $10,000
    

2022 ACMLA佈道經費： $4,600
8月份 (Las Vegas) 及
10月份 (San Jose) 
    

樂器及音響器材： $1,700
    

 總預算開支：$28,700

2022年財政預算

如用網上奉獻，捐款者會立即收到電子收據。如一次過獻金在US$250以下，

根據美國聯邦稅務局指引，本會不需要個別另發郵寄收據。

網上奉獻

請登入網頁

https://www.acm-la.org/donation

支票奉獻 
•支票抬頭請填上 ACMLA  

•請註明奉獻用途 (巡迴佈道／日常開支)  

•連同奉獻者資料  

   (包括：姓名、地址、電話、電郵等) 

並郵寄至 ACMLA
5632 Rosemead Blvd.,Temple City, CA 91780

奉獻支持 

奉獻
支持

成為
代禱者

跟隨
我們

提供專業
意見/技能

成為
義工

機構目的是以現代基督教音樂事奉神，宣揚福音，透過音樂敬拜將人帶到神面前。

並且培育教會音樂事奉人才的生命。我們相信事奉人員的生命比培育技巧更加重要！

本會事工 加入我們

每年舉辦北美巡迴佈道，透過和教會的合作，

一同參與、學習及經歷神的恩典、復興信徒、

培靈事工、將福音廣傳。

為教會度身培訓負責帶領敬拜者、

司琴、敬拜隊、樂隊、音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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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您！請加入ACMLA服侍的團隊！
需要義工的主要範圍有： 協助教會或團契籌備各類型

音樂聚會或佈道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