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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對我個人來說是非常感恩
的一年，從九月份開始，神帶
領我成為機構的受職同工，可
以擺上更多時間服侍。回想當
初一個人到加拿大與香港ACM
和加拿大分會團隊一同事奉，
轉眼已是十多個年頭了。過程
中神讓我經歷不斷的教導和鼓
勵，生命慢慢成長，在2008年
在WCCCC冬令會裏立志全時間
事奉，直到現在能夠被神使用，深深感受到神每一步的帶
領。有幾位弟兄姊妹從當年與我一起事奉到現在，這也是
神莫大的恩典。

過去兩年「牧我一生」的聚會中，神一次又一次提醒我，
祂是如何牧養我過去的人生 -- 三十多年前家中失火，神拯
救了我和弟弟的性命；在二十多年前的一場交通意外裏，
神保存了我的生命；還有十多年前的一次手術，神也保護
賜平安。每次當我行過死蔭幽谷、最無助的時候，祂總是
與我同行的。凡此種種經歷，在「牧我一生」的聚會中，
一幕一幕在我腦海浮現出來。最令我感動的就是能夠與一
位相識多年的長輩同工，他更是二十多年前把福音傳給我
的那一位，非常感恩可以在聚會中聽到他的見證。而2017 
「牧我一生」整整一個月的北美佈道旅程亦很圓滿結束，
我感謝香港ACM和洛杉磯分會各同工和義工的擺上、付
出和努力，深信神必會讓這事奉的經歷，繼續燃燒我們的
心。

2018年一月底舉辦了ACMLA一年一度詩班義工退修會，
而今年退修會主題正是2018大型聚會的主題「傳承使命」
。盼望在新一年，神準備我們的心，透過「傳承使命」的
主題提醒弟兄姊妹嘗試走出自己的舒適圈，去更遠的地方
傳福音。我們感激古丹青姊妹從香港遠道而來，擔任退修
會的講員，並為我們帶領樂隊訓練。

分會在四月份將首次以自己的團隊擔任主辦角色，舉辦「
牧我一生」大型培靈佈道聚會，並首次在拉斯維加斯舉行
聚會，之後在洛杉磯再有兩場聚會。今次我們聚會中還加
設即時國語傳譯，藉此吸引一些操國語的新朋友和主內弟
兄姊妹參與。我們盼望透過音樂和敬拜，能用我們的生命
影響別人的生命，也讓別人藉著我們可以聽聞福音。

由於「牧我一生」聚會當中有兒童獻詩的部份，因此在兩
年前我們成立ACMLA兒童詩班，詩班員年齡介乎5至10
歲，用廣東話獻詩，非常溫馨和感動。經過這兩年的觀
察，我們當中有姊妹被神感動、看見兒童事工的需要，所
以兒童事工部將在今年正式成立。除了詩歌練習，我們亦
注重培養兒童的屬靈操練，將系統地教導兒童禱告和讀經
靈修。

九月期間我們將再次與香港ACM合作舉辦大型培靈佈道
會。今年我們很榮幸與吳秉堅弟兄(1983成立香港基督徒
音樂協會)一同事奉，將會計劃到三藩市和加拿大不同城市
舉辦「齊唱金曲夜」和「傳承使命」聚會。

為了讓本地信徒更多認識機構的產品，今年我們會嘗試在
機構網站或其他基督教書室發售ACM音樂產品--由「齊
唱新歌」到最新的「傳承使命」作品，甚至兒童詩歌和歌
譜--將福音詩歌帶進北美不同教會、團契和小組，盼望神
的愛和祂的旨意能透過這些傳福音的工具和敬拜詩歌感動
信徒。為了使教會能認識我們，亦將聯絡和安排到不同的
團契和小組進行事工分享和敬拜服侍，介紹ACMLA分會
事工。

馬太福音9:35-38：耶穌走遍各個城鎮鄉村，在他們的會
堂裡教導人，傳天國的福音，並且各樣的疾病和各樣的症
狀痊癒。 耶穌看見眾人，就對他們動了憐憫之心，因為他
們困苦流離，像羊沒有牧人那樣。 於是他對自己的門徒們
說：「收割的工作多，而工人少。 所以你們要祈求收割的
主催促工人參與他的收割工作 。」

這段經文一直在激勵我要效法主耶穌，看見靈魂的需要，
實踐主所托付的使命。與此同時，我也深感工人的缺乏，
需要求主感動人心，為主作工。但願更多弟兄姊妹能用祈
禱和行動與我們同行，成為我們的同路人。假如神感動
您，盼望您可以考慮：在祈禱中支持我們；成為詩班員，
投入音樂佈道的行列；還可以在經濟上支持我們，為這事
工奉獻。任何的支持和同工，我們都滿心的感恩。願主賜
恩與您，在新一年天天體會祂的同在和牧養，靠主加力，
傳承福音的使命！

總幹事的話
Patrick Leung

從 到牧我一生
傳承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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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has been gracious to me 
and my church in San Diego to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host 
ACM evangelistic meetings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Over these 
years of partnership, I have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vision 
of ACM.  God is using ACM 
through music, testimony, and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to bring salvation and blessings to many people in North 
America.

There are three areas that I appreciate ACM the most.  
First, many of the songs that ACM produces are inspired 
from the word of God.  The practice of singing God’s word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Old Testament, especially the 
Psalms.  It is good to see that ACM is recovering this ancient 
practice of singing God’s word.  After all, only God’s word 
can bring us salvation and hope.

Second, I appreciate how ACM encourages local 
churches to participate in choir and serve together for their 
evangelistic meetings.  This wonderful opportunity opens 
up another door for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different 
churches to serve in unity for God’s kingdom and spread 
the Gospel of Jesus through music.  This opportunity also 
raises the awareness of evangelism at the local church.

Third, I appreciate the music, choir and praise team 
trainings that ACM provides to local churches.  In North 
America, many Chinese churches are not equipped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music, choir or praise team training 
to their members.  Thu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music element 
in worship to advance to a higher level.  Our church has 
benefited from the training, suggestions and advice that 
we received from AC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r praise 
team and worship band.

I praise God that ACMLA finally formed its board of 
directors in 2017.  It is my honor and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serve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My goal and prayers 
are to guide and lead ACMLA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board members, Patrick, and our volunteers, to be a 
blessing to more Chinese churches in North America.  Your 
prayers, your financial support and your partnership with 
ACMLA in the Kingdom will always be appreciated and 
remembered.

我 在 中 三 暑 期 夏 令 會 決 志 信
主，曾永煇導師送了我一套聖
經詩篇金句卡，其中一張就是
詩篇23篇。除了感動我信主的
加拉太書2章20節「他是愛我，
為我捨己」外，這是讓我對神
有更深層認識的經文，知道祂
是我的牧者。在我信仰的歷程
裡，牧人耶穌伴我走過了許多
的路。

2014年初，我開始以詩篇23篇來編寫ACM新的敬拜專輯
「牧我一生」，在深入研讀這詩篇時，我有許多新的發現
和體驗。大衛在晚年回顧過去的人生，深深體會耶和華是
他的牧者，正如他少年時作為牧羊人與羊關係的寫照。在
編寫期間，我也想起自己人生所走過的路，許多起跌和病
患的遭遇，死蔭幽谷中祂如何帶領我經過，以致今天仍可
以健壯事奉祂，內心感受良多，深深感受這位牧者一直看
顧、引領、陪伴著我，禁不住多次流淚。

編寫專輯的過程中，令人驚歎短短六節經文，內容卻何其
豐富。故此，在ACM同工祈禱會，我用了十次聚會來查
考這篇詩篇，更將內容寫成十四篇分享文章，放在專輯
內。這幾年來，在香港和海外各處舉行「牧我一生」聚
會，看見許多人因相信這為他們捨命的好牧人而得拯救，
也有不少信徒因詩歌和信息，從更深認識這位牧者而得安
慰和力量。我自己也多次在分享信息後，被「無可相比」
這首詩歌深深感動。每次我在以色列牧人磐石堂望向伯利
恆的野地，就是當年大衛領羊所到之處，向聖地團團友分
享詩篇23篇，多人因從未聽過如此具體真實的描述，心
靈被觸動而流淚。去年，在加拿大卡加里，看見一些年長
詩班員綵排時在詩歌中回望人生，因大牧人耶穌不離不棄
的愛而老淚縱橫。一位女士在聚會中決志，會後她與我分
享，當聽到詩歌和信息時，情不自禁四次眼淚直流，在呼
召時便決心放棄多年所拜的偶像、相信這位牧者耶穌基
督。

詩篇23篇被譽為最偉大的詩篇，當中大衛以牧人和羊的
緊密關係，來描述那位一生牧養他的神，勾畫出一個平凡
的小牧人，在神的牧養引領下，變成非凡的大君王。及後
當他構思、預備建造供全民敬拜的聖殿時，更渴想要永遠
住在神的殿中。大衛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和敬拜事奉者，願
你也能一生以神為牧者，緊緊跟隨、全人敬拜、竭誠事奉
祂。

Rev. Steven Chan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洛杉磯分會)董事會主席

麥樹明牧師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會牧

牧「我」一生的神董事會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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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我第一次參與ACM詩班，當時我的感覺非常特別。一方面要唱二十首歌，背歌詞、做動作、唱分部和音，擔子是
有點沉重的，唯有禱告求主幫助；另一方面，很感受到這詩班是個充滿愛的大家庭，可以彼此鼓勵、扶持和接納。 從這
服侍和所唱的詩歌中，我的生命得著許多鼓勵和感動，因此我毅然決志擺上自己事奉神。

2015年ACMLA正式成立時，我心裡非常興奮和感恩；但同時也體會要以好的音樂去傳掦福音、完成大使命，是一項重
大的挑戰。在這兩年多的ACMLA事奉裡，看見神對自己生命的陶造，包括音樂的技巧、事奉的心態、禱告的服事、同
工之間的相處、時間甚至衝突的處理等，過程中有喜樂，但也有氣餒、失意和膽怯的時刻，很感激身邊弟兄姊妹為我禱
告，他們的鼓勵和幫助，使我就是在低谷中也能重拾信心，繼續前行。 

2017年我第一次衝出洛杉磯到溫哥華與香港ACM團隊一同事奉。出發前感受到撒旦諸多的攻擊，九月份全身又㾗又
腫，不能入睡；接著家裡失竊、腳底酸痛、護照險些過期；但靠著神的恩典，難關總算一一跨過。旅程中經常要接載弟
兄姊妹，每天花在路上的時間很長，同時聚會也不少，因此身體甚是疲憊，但神的恩典夠用，使我這個軟弱的人可以變
得剛強。這個旅程中因著與香港ACM 團隊的配搭，更帶來許多美好的學習和得著。

回望這六年的學習和事奉，實在恩典滿載。《牧我一生》佈道系列已圓滿結束，2018年是《傳承使命》的開始。求主幫
助我繼續跨過前面每一步的障礙，藉音樂把福音的使命傳承下去。

Albert Law

剛信主的頭幾年，我雖然固定出席團契及主日崇拜，但一
直過着沒有具體事奉的信徒生活，因我並不明白事奉的意
義。直至有人鼓勵我成為ACM的《和平之君》音樂佈道
會詩班員，透過詩歌來傳遞福音給未得之民，我的信徒生
活頓然不再一樣。這事奉令我大開眼界，我不但能用喜愛
的歌唱興趣來服侍神，更能認識很多自己教會以外的同路
人。從這班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中，我領會到不同事奉的
形式和層次，很有意思！佈道會過後，我更將這團事奉的
火帶回自己教會，從此我便活躍於教會及ACM，裝備自己
並學習忠心服侍到如今。 

在ACM服侍的這十五年，我負責過不同崗位: 詩班員、退
修會籌委、敬拜隊、文書、司庫及核心委員等，我更有幸
在2015年10月見證了ACM洛杉磯分會的成立。在分會成
立的過程裏，我嚐到了很多歡笑和眼淚，這些寶貴經歷讓
我學到謙卑順服的功課，體會聖經所說: 「無論作甚麼，
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因你們
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
督。」 (西3:23-24) 在面對各式各樣的難關時，我更感到
神愛的同在，神真的如此信實！ 

如今ACMLA已踏入第三個年頭了，盼望神願意繼續使用
我，也渴望見到更多弟兄姊妹能與我一樣，在這事奉中體
會神同在的奥妙。

Esther Hui

ACM－我的事奉啟蒙老師

詩篇23篇是我心愛的詩篇，很感恩從2016年開始，可以
連續兩年參與《牧我一生》專輯的敬拜事奉。2016年秋天
在南加第一場佈道會對我來說，有着特別的意義。這場聚
會在我自己的教會舉行，而且我邀請了我媽來聽，所以我
感覺自己唱得非常投入，看見台下的媽媽也聽得唱得非常
享受，老人家整個聚會都沒有流露過半點倦意。送媽回家
的路上，她仍在雀躍地告訴我她有多喜歡這些詩歌，我想
《牧我一生》也許正正道出了媽大半生跟隨主的心聲。

這是我第一次邀請媽來參加ACM的聚會，但也是最後一
次。媽在2017年3月13日清晨在睡夢中中風，八天後安
息在主的懷抱。事出突然，媽已無法在清醒的情況下與我
們交談，但這短短的幾天相聚，我看到上帝如何牧養媽的
一生，正如雅各臨終時的話：他所信的是那位一生牧養他
的神。原來媽中風前大概兩個禮拜，曾對我兒子說，她知
道天父很快就接她回天家。兒子問：「婆婆，妳不喜歡長
壽嗎？」媽說：「不用了，能睡著見主就最好不過啦！」
想不到上帝對媽的預備可以如此貼心。這幾天裡，雖然大
部分時間媽是昏迷的，但偶然會露出微笑，給我們一點回
應，臉上沒有絲毫的懼怕，隨時準備好進到主懷裡。當媽
在呼吸她最後一口氣前，我為她讀了啟示錄7:16-17 「他
們不再饑、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他們，因為寶
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
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就是這樣，我們送別媽回天家，
知道大牧人耶穌不單是牧養媽一生的神，在永恆裡仍要牧
養她。

忙碌人生每天在匆匆走過，偶然停下來，也會想起和媽生
前一起相處的生活片段，難免有點不捨，但想到神對她、
也對我的愛和牧養，這給我無限的安慰。期待天家與媽再
相見，在永恆中也與我們的大牧人相遇。

Lily Ma

牧我一生，一直到永恆

恩典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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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今年能參加ACM《牧我一生》佈道事工，與一群熱心
事主的弟兄姊妹們一同服侍。記得自己第一年參加ACM該
是2009年的《嫩愛》，那年的詩歌和信息特別感動我，讓
我深切體會事奉上帝的喜樂，在其中一場佈道會中，我更
立志全時間事奉。

往後幾年，我一直都是ACM的詩班員。雖然之後有些日子
未能參與，但2017年的重返，卻令我十分感恩 - 感恩再次
見到熟悉的面孔、感恩身邊依舊是一些燃燒火熱的心、感
恩能在ACM詩班與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並肩事奉和建立友
誼。我參與過不少自己教會的事奉，但在ACM卻有不一樣
的感受。在ACM的服侍，讓我看見神使靈魂得救的作為，
看見上帝如何改變人心、扭轉人的生命。

近年我一直投入音樂的事奉。透過詩歌我們能表達情感，
無論是祈求讚美、或是抒發靈內的掙扎不安；不管快樂或
悲傷，我們都可以向上帝傾訴，所以我深信音樂是把人帶
到神面前的美好工具。感激ACM一眾愛主富才華的同工
們，創作美好、動人心弦的詩歌，使人在歌中能認識和親
近神。我覺得就是這份熱誠，一直牽動着我和其他參與的
弟兄姊妹，教我們用感動自己的音樂，去感動他人，讓人
在音樂中能與神相遇。

靠主恩典，我盼望能繼續參與ACM的事奉。也求主帶領教
會與機構彼此配搭和扶持，薪火相傳，把上帝交托我們的
使命傳承下去。願我們頌讚聲永不衰竭，直唱到主再來的
時候！

很感恩在「牧我一生」巡迴佈道會中有機會協助兒童詩
班，帶領一班羊咩咩學習聖經和敬拜。兒童事工從來不在
我事奉的選擇之列中。我記得年輕時曾說過﹕「我若有機
會結婚，是不會考慮生小孩的。」我甚至覺得有點討厭小
孩子，因我不喜歡他們的尖叫聲，也很怕看到他們在公眾
場所發脾氣的樣子。婚後神改變了我的看法，又賜給我和
丈夫兩個兒子。在撫養兒子的過程中，神讓我學會珍惜他
們，明白詩篇127:3:「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
胎是他所給的賞賜。」同時我也體會教導孩童，實在是很
有意義很值得的服侍，可惜我總覺得自己不能勝任兒童事
工。其實答應接受這崗位之前，就曾因信心不足，打消
了幫助教會籌備夏令兒童聖經班的念頭。感恩有神的預
備，在兒童詩班有Esther與我同工，她常常鼓勵我、為我
打氣；也感謝家長們的愛心和幫忙，令整個兒童詩班的服
侍都很順利。看到羊咩咩課堂上的單純回應，最後還能背
誦整篇詩篇廿三篇，使我十分感動。帶領羊咩咩的過程不
但令人享受，更堅固了我的信心，甚至為我打開了兒童事
工這個新的事奉方向。此刻我也沒有把握可以做多少，但
我深信神會加我力量，成為我服侍的後盾，正如林後8:12
説：「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
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願一切榮耀頌讚歸給我們在天
上的父！

Winnie Wong

May Ho

音樂感動我的心

羊咩咩的服侍

2018 四月份牧我一生聚會

2018年度財政預算

首次由ACMLA舉辦的「牧我一生」敬拜、讚美、培
靈、佈道音樂會將在四月下旬在以下三間教會舉行。請
邀請你們的親友參加。

April 21 (Saturday) 7:00pm
基督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8705 Lindell Rd., #150
Las Vegas, NV 89139

April 28 (Saturday) 7:00pm
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
FEC San Gabriel
3658 N. Walnit Grove Ave.
Rosemead, CA 91770

April 29 (Sunday) 11:30am
衛理公會羅省華人美以美會
Chines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825 N. Hill Street
Los Angeles, CA 90012

行政預算：
同工薪金
租金及水電費
市場推廣及廣告
樂器及音響器材
其他雜項開支
             小計：

宣教事工預算：
四月及九月巡迴北美佈道
  －機票
  －當地交通費用(租車、汽油等)
  －市場推廣
  －膳食費
  －器材及工具
  －其他雜項開支
             小計：

團契相交預算：
退修會
其他相交聚會
             小計：
            總預算開支：

(US$)
30,000
17,000

3,700
3,500
1,800

56,000

3,000
6,000
3,000

800
400
300

13,500

3,000
2,000
5,000

7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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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
點滴

2017「牧我一生」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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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LA 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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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LA
詩班退修營
The Canaan 
Lake Elsinore

2 018



   1. 今年四月和九月份北美佈道旅程的各項籌備工作
   2. 與ACMLA 各義工、合辦教會之間的合作和默契
   3. 記念宣傳工作的果效，求神帶領更多弟兄姊妹和未信的朋友參與我們不同的聚會
   4. 求神帶領詩班員有充分的練習，透過同心唱詩和帶領敬拜，把會衆的心靈帶到神面前
   5. 記念講員麥樹明牧師(本會顧問牧師)的身體及訊息的預備
   6. 繼續為ACMLA分會在洛杉磯的事奉代禱，盼望更多教會能夠認識ACMLA 的事工

   盼望弟兄姊妹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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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支票方式，按月或作一次過奉獻)
 1. 支票抬頭請填上 ACMLA 
 2. 連同奉獻者資料(包括姓名、地址、電話、電郵等)
 3. 寄回： ACMLA, 5632 Rosemead Blvd., Temple City, CA 9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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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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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聯絡本會行政總監梁斌豪弟兄           
   Patrick Leung (patrick@acm-la.org)。

代禱事項

奉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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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地址：5632 Rosemead Blvd, Temple City, 
                    CA 91780, USA
電話：626-737-9025
電郵：patrick@acm-la.org
綱址：www.acm-la.org
董事：Steven Chan, Vincent Chung, Erica Wong,       
            Agnes Tam, Siu Ming
編輯：Lily Ma, Maggie Hui
設計：May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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