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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順服、同心合一」是美國ACM 2019年的主題。編者認為這是一個事奉群體生命領會的理想境界，多於
一個可以言教的理念。我們渴求學習謙卑、順服和同心，往往是看到屬靈前輩的榜樣，受到他們生命中的溫
柔所感動，從他們身上因看到主耶穌而深深被吸引，才一點一滴的學懂了謙卑。這裡我們想到ACM團隊中，
一直默默陪伴著我們服侍，總給人低調又謙柔印象的丹青姊妹，從與丹青的對話中，讓我們揣摩如何以謙卑
順服的態度，同心一起事奉。

謙卑順服、同心合一: 

古丹青姊妹專訪

編輯、整理：馬王藹麗

編輯: 丹青，在ACM佈道會甚至其

他音樂事奉中，您經常擔任樂隊總

監，在這個崗位上，您已服侍有多

久呢﹖

古: 感謝主的使用，在ACM擔任樂

隊總監斷斷續續都有十多年，最初跟隨當時的樂隊導師 Larry (

孔慶光老師) 學習，在他身上看見柔和、謙卑的事奉態度，他的

身教和言教都成為我學習事奉的模範，Larry老師現在已成為教

會中一位崇拜部牧師。

編輯: 要有好的音樂，樂手之間需要合拍和許多協調，作為樂隊

總監，可否分享協調的秘訣﹖有遇過協調的困難嗎﹖當時怎樣

解決﹖

古: 在每一個樂隊中，我會盡量認識及了解隊員的個性、技術、

經驗以致事奉心志，作出不同的溝通和協調，這個過程需要時

間、耐性和靈裡的感動，有時候不懂如何處理時，心中會默默

為隊員禱告，求聖靈動工，開啟隊員的眼睛，定睛仰望主，那

麼很多事情便會漸漸得到解決，一切都是靠主恩典。

編輯: 雖然您在樂隊中常是領導的角色，但卻總給人低調謙卑的

感覺，在事奉中有何經文一直在激勵您呢？您如何在事奉中實

踐這真理呢﹖

古: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太6:33)

這是神感動我以音樂事奉祂的經文，事奉中當感到迷惘時，我

就會默想這段經文，返回原點，重尋委身事奉的初心，很快就

會再次得到動力，繼續前進。

編輯: 在音樂事奉中，您有沒有一些難忘和感動的經歷，讓您看

到「謙卑順服、同心合一」服侍的美善﹖

古: 記得很久以前參加其中一次ACM北美巡迴佈道時，要跟 

來自不同地域的肢體合作，當中有些還是第一次見面。大家住

在一起，一同起居飲食，生活習慣和來自不同地域的文化都造

成了一些不協調和爭拗。感謝主，讓我們在祈禱會中能坦誠分

享、彼此認罪、同心祈禱，之後那種隔膜就不攻自破了。神在

其中讓我們體會到同心的重要性，賜愛和力量助我們學習放下

自我，以致團隊內的嫌隙得以修補。

編輯: 對ACM 詩班和樂隊，您對我們的新一年的事奉，有何勉

勵的話﹖

古: 過去幾年有幸與北美的ACM團隊一同事奉，見證著大家的

成長，我看見神很使用這裡的弟兄姊妹，你們都為主付出和擺

上很多，願意大家繼續努力，彼此坦誠相愛、互相建立，成為

神喜悅的事奉者和敬拜者！

謙 卑 順 服 、 同 心 合 一 

古丹青小姐 (Irene) 
現為詩歌創作及製作人、司琴及敬拜樂隊訓練導師



Albert Law (ACMLA Committee Member)

經過兩星期在三藩市及洛杉磯的佈道會，

身體非常疲倦，聲音也沙啞了。自覺對神

有所虧欠，未能用百分百最好狀態去服

侍。感謝神，我的身體雖然不適，神仍給

我機會事奉，在台上用詩歌敬拜祂。每次佈道會結束，回

家時總覺心靈重新得力、滿有盼望。

今次的事奉，感覺十分特別。因為自己扮演的角色，半是

敬拜隊的，一半是詩班員，因此當中的感受也比較多面：

1. 合一的事奉

 我們在出發前經過多月的祈禱，祈求合一的事奉，感謝 

 神，我們不但達成了，更超乎我的所想所求。

2. 詩班員的事奉態度

 經過十個星期的操練，看見新舊詩班員的努力和進步。 

 而三藩市的詩班員，就是不能參與洛杉磯的詩班，他們 

 都帶同親友支持南加的聚會，這份熱誠令人感動。

3. 麥牧師及Patrick五星期的事奉 

 他們離鄉別井、長途跋涉為神工作，令人動容。可惜我 

 因為轉新工作的關係未能與他們同行。

4. 幕後功臣-阿信，May Ho

 阿信積極事奉及任勞任怨的態度，真是功不可沒。我們 

 練習時她的支持、出隊時她的幫忙、面書的宣傳、兒童 

 詩班的照顧，對我們都是無比的祝福。

5. 敬拜隊彼此的學習、提點與支持 ， 一切盡在不言中， 

 只有感恩 。

Vincent Chung (ACMLA Board Member)

感恩能参予十月中在三藩市及洛杉磯的

聚會，見證多人決志信主、重新立志及

全時間奉獻，這一切都給我很大的感動和

鼓舞。看到不同團隊互相配合、禱告及打氣，不論唱歌和

做動作都份外有力，令人十分喜樂。今次除HKACM外，

還可跟ACM創辦人吳秉堅先生一起合作。他已年邁七十,  

仍努力推動基督徒音樂，為主作見證，叫人欽佩。他最

近還接受Rick Warren 牧師的邀請，作了香港馬鞍峰教會

(Hong Kong Saddleback Church) 的敬拜總監(Worship 

Director)。在他的分享中, 他提到神最環保，徹底把他循

環再用，如老鷹重生，再次展翅高飛。此刻我想到自己，

其實也要被神好好破碎，以致給祂循環再用。每次唱到「

忠心至死」時自己總會再次被觸動，盼能繼續努力，為祂

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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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

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詩篇

34:8

神在我生命中的計劃十分周詳，雖然我

曾經看不透，還要不時質疑神的帶領，

但祂仍然是信實的。來美前，我曾呼求神讓我認識祂更

多，因我信主雖有多年，對神的認識卻仍很膚淺，以致

我的靈命很不穩定。曾經有朋友知道我是基督徒後表

示很詫異，明顯我的生活見證跟我的信仰並不相符，我

在神面前實在感到很慚愧。來美後，神預備了一所小教

會給我，很著重查經和禱告，弟兄姊妹之間關係也很密

切。神應允了我的禱告，祂就藉著這個環境糾正了我很

多在真理上錯誤的理解，使我對祂認識更深。

後來生了孩子，因為原本的教會沒有兒童部，所以神就

帶領我到另一所教會聚會。在那裏，神讓我從一些弟兄

姊妹身上目睹委身服侍的喜樂。當時我感到很疑惑，為

甚麼我信主和服侍那麼久，卻從沒有他們這種喜樂呢？

後來，我陷入了人生中最深的一次憂鬱。我感覺自己很

沒價值，生命很無助，工作、事奉、家庭各方面我都做

得不好。原來我太著重社會給成功所下的定義，而我就

被困在那壓力中，走不出來，所以無法享受在主裏的喜

樂。神透過這次幽谷經歷讓我看見，我需要活在神的愛

裏，而不是世界的尺度中。從接受祂作我個人救主那天

起，神已給了我一個新的、永遠不變的價值，就是祂所

愛的女兒。在神裡面我已被釋放，不再受困於世界的標

準，祂助我放下以往所著重的尊嚴、面子、形象和能

力，慢慢學習謙卑的順服，靜心禱告等候神的方法。

民數記17章7節：「⋯⋯我將祭司的職任給你們當作賞

賜，事奉我⋯⋯」能夠事奉主是一個「賞賜」，神開啓

了我的眼目，讓我明白服侍祂，不是倚靠我的技能、我

的經驗或我的計謀。神要我作祂全時間的學生，在祂的

聖工中不斷謙卑學習，在成聖的道上靠祂雕琢，直到見

祂面。2018年十月廿一日在羅省東區宣道會牧我一生聚

會中，我在主前向眾人立志全時間事奉神。 感恩主從沒

放棄我這個罪人，還要給我過於我所想所求的賞賜。主

恩的滋味確是甜美！

全然美善的主 ～May

事工感言 



Eason: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ACM的詩班， 我們用了數月
時間排練、一起事奉，很感恩能透過詩歌把我們的生命
呈現給會眾。我也第一次感受到神離我們這麼近，我願
繼續作他門徒、傳承使命、全心事奉。
 
Jonathon: 第一次參加ACM詩班事奉，看到台下有人願
意相信耶穌或願意全時間事奉，那份喜樂的感覺是不能
用詞語形容的。

Simon: 很感動有新參與的詩班員，新的同路人，一同敬
拜讚美主，被祂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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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佈道旅程的迴響

Bryan: 要繼續努力支持教會、建立適合下一代的音樂
敬拜
 
Esther: 感恩我們是一隊各有長處、各具魅力的一群，
互相合作，互補不足，一同敬拜神

Shelly: 感恩看見透過詩歌神打開了人的心門。在台上
見到有會眾決志信主愛耶穌很振奮、很到鼓舞
 
Andrew: 為這美妙的團隊和事奉中產生更深的情誼感
恩。大家努力的付出激勵了我也學去服侍他人 

Sarah: 從有多年事奉和創作經驗的Ben及Marvin 的見
證和教導，使我對敬拜、唱歌的技考和心態有更多學
習，其中我學會了如何使自己和帶領會眾用心用靈去
敬拜!
 
Kelvin: 佈道旅程中感受到神豐富的供應和適時的安排

Jannie: 能在ACM服侍了五年是一件神蹟奇事，我很
感謝神，在這團契中彼此建立了默契
 
Louise: 感恩有機會與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一齊事奉
 
Susie: 每次唱「傳承使命」都特別激動，因看見身邊
有一班同路人與我一同前行。每逢見到有人信主都會
好感動，覺得神就在我們當中運行。身體雖然疲倦，
但內心卻充滿活力！
 
Michelle Lai: 互相配搭，和諧的事奉
 
Winnie: 在這破碎的世代，救恩很寶貴。願意上帝憐憫
這個世代，亦加添我們的使命感，讓我們更忠心的、
更專注的事奉祂。

Sunny Kim: 過去數月一起的服侍，我感到十分溫暖，
也體驗主對我們無條件的愛。很是難忘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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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分享-Joyce 陳樂琳

感謝神從小就使用不配

的我，讓我在爸爸建立

的 教 會 裡 有 事 奉 的 機

會。我在新加坡長大，

由於爸爸要來美國建立

教會，十四年前移民來

到美國。我從小就很喜

歡音樂，對各種各樣的

樂器都很感興趣。我在

五歲的時候就開始學鋼

琴了。我很用心學好鋼琴，目的是為了可以在音樂

方面服侍神。雖然我學鋼琴學到Grade 4就停了，

但來到美國後，我開始在爸爸建立的教會裡負責司

琴的服侍。我很投入彈鋼琴，每次彈鋼琴都非常有

感覺和感動。很感恩神給了我恩賜，我也以神為

榮。儘管在事奉的過程中有很多考驗，可是神藉此

來訓練我的耐心和對祂的信心。

 在剛過去的2018年，我突然覺得自己應該

對音樂事奉有一種不一樣的心態和新的目標。很感

謝神，去年ACM在我們舊金山的教會舉行了一個音

樂佈道會。我對與音樂有關的聚會都非常有興趣參

加。音樂佈道會當晚我非常有感觸和感動，我特別

喜歡音響設計的部分。而當我看見大家都同心合一

地唱歌跳舞敬拜神的時候，心裡非常欣慰和感動，

也把自己全人投入進去了。當天牧師的講道也講進

我心裡。牧師後來問了一個問題：「你願不願意

用音樂這個恩賜一生來事奉神？」突然我感動得流

淚了，心裡覺得神那天晚上都一直在對我說話。我

覺得神的感動和安排不是偶然的，也知道神是在回

應我去年的一個念頭回答我，呼喚我。我心裡掙扎

了一下，終於在聖靈的感動下，我鼓起勇氣舉起了

手。我知道這個決定是我和神之間的一個約，我也

要繼續尋求神的旨意。

 過去，我參加過各種的佈道會，也曾有感

動，可是一直都不敢舉手，一直都沒有勇氣做出這

個決定。我也沒有多想在音樂服侍方面要有什麼改

變。但就在ACM聚會當晚，我做了這個決定，得到

了一個很安慰的答案。我現在很積極的往這方面禱

告求問神。我也開始拿了架子鼓的課程，很希望把

鼓也學好，用我音樂的恩賜來敬拜。感謝神，ACM

聚會當天我認識了他們的同工Patrick和一些其他的

弟兄姐妹。Patrick經常會問候我，回答我很多問

題，幫助我也做出了同心合一的榜樣。我非常喜歡

ACM 2019年的主題：我們要一起謙卑順服，同心

合一！我要使用神給我的音樂恩賜來榮耀祂！神給

我的恩賜不是必然的，我一定要回應祂！感謝讚美

神給了我最大的福氣！

ACMLA 隊員首次遠赴加拿大事奉

Vancouver 温哥華

Toronto 多倫多

Edmonton 愛民頓

Calgary 卡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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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K A C M  X  全 心 製 作  北 美 巡 迴  》 巡 迴 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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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我一生」十月巡迴點滴

【羅省東區宣道會】
October 21, 2018

【恆愛之家基督教會】
October 2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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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向 2019年 聚會的地點和行程
《齊唱金曲》培靈佈道會   聖谷華人宣道會 (CCAC) 

18827 Roscoe Blvd, Northridge, CA 91324

05/11/2019  (7:30pm)

《齊唱金曲夜》 砵崙華人宣道會 (Portland)

7435 SE Foster Road, Portland, OR 97206

09/20/19 (7:30pm)

《傳承使命》 西雅圖證道堂 (Seattle)

651 NW 81st Street, Seattle, WA 98117

09/21/19 (7:30pm)

《傳承使命》 浸信會救恩堂 ( Los Angeles )

337 W. Pomona Blv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10/04/19 (7:30pm)

《齊唱金曲夜》 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 Los Angeles )

210 N Garfield Ave, Alhambra, CA 91801

10/05/19 (7:30pm)

《傳承使命》(主日崇拜) 羅省聖經宣道會  ( Los Angeles )

1108 Highland Ave, Duarte, CA 91010 

10/06/19 (10:30am)

《傳承使命》 洛杉磯西區聖道堂  ( Los Angeles )

10521 Pico Blvd, Los Angeles, CA 90064 

10/06/19 (7:00pm)

《齊唱金曲夜》 羅省東區宣道會  ( Los Angeles ) 

1027 S 1st Ave, Arcadia, CA 91006

10/11/19 (7:30pm)

《齊唱金曲夜》 基督華人浸信會 (Las Vegas)

10/12/19 (7:30pm)

《傳承使命》(主日崇拜) 基督華人浸信會 (Las Vegas)

8705 Lindell Road, #150, Las Vegas, NV 89139

10/13/19 (10:00am)

2019年度財政預算

行政預算：
同工薪金
租金及曰常開支
奉獻信封印刷

	 	 	 	 	 	預算
	
市場推廣費用預算：	 	 	預算	
	 	 						
事工開支預算：
詩班活動:
詩班退修營：
2019	ACM北美巡迴佈道經費：
	 	 	 	 	 	預算
	 	 	 	 					

訓練預算:	 	 	 	 	預算

樂器及音響器材:	 	 	 	預算
	 	 	 	 								
	 	 	 									總預算開支：

(US$)
$30,000
$17,000

$500

$47,500

$750

$600
$4450

$5,500

$10,550

$1,700

$2,800

$63,300

奉獻
支持

盼望弟兄姊妹記念我們在經濟上的需要，
以祈禱和奉獻支持ACMLA的音樂宣教事工。
奉獻方法 (按月或作一次性奉獻) ：

A. 網上奉獻：
 請到https://www.acm-la.org/donation
B. 支票奉獻
•支票抬頭請填上 ACMLA
•請註明奉獻用途
 (同工薪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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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回： ACMLA, 5632 Rosemead Blvd., 
 Temple City, CA 91780



   2019 最新動向: 

每月第三個星期二晚上7:45在ACMLA辦工室有「敬拜•祈禱會」，很盼望你們來參加！

「敬拜•祈禱會」

聯絡本會

出版：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洛杉磯分會) 

  Hong Kong Associaton of Christian Music Ministry (Los Angeles)

地址：5632 Rosemead Blvd, Temple City, CA 91780, USA

電話：626-737-9025 • 電郵：patrick@acm-la.org • 網址：www.acm-la.org

編輯：Lily Ma • Maggie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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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事工包括：
   －協助教會或團契籌備各類型音樂聚會或佈道會
   －為教會度身培訓負責帶領敬拜者、司琴、敬拜隊、樂隊、音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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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福音廣傳。

我們需要您！請加入ACMLA服侍的團隊！ 需要義工的範圍有(但不限於)： 
Administration 行政 • Events Planning 活動策劃 • Photography 攝影 • Audio/Visual 音響/影像 Marketing & 
Promotion 市場及推廣  • Newsletter Production 出版  • Webpage Development 
網頁設計 • Worship Team 敬拜隊 • Band 樂隊 •Worship Leader 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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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聯絡本會同工梁斌豪弟兄Patrick Leung (patrick@acm-la.org)。

立即上網瀏覽：https://www.acm-la.org

支持機構方法：

1: 為ACMLA 禱告,  2: like ACMLA Facebook,  3: 瀏覽ACMLA 網站

4: 參與ACMLA 聚會,  5: 用奉獻支持ACMLA

現在大家可以更方便清晰看到我們的資訊、
活動行程、聚會相片⋯⋯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