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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 Chiap King Ind. Bldg., 114 King Fuk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九龍新蒲崗景福街 114 號捷景工業大廈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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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資料主辦單位資料主辦單位資料主辦單位資料】】】】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                 
(若若若若是傳道人是傳道人是傳道人是傳道人或或或或牧師請牧師請牧師請牧師請註明註明註明註明)                 

所屬宗派所屬宗派所屬宗派所屬宗派：：：： 聯絡人電話聯絡人電話聯絡人電話聯絡人電話：：：：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學校學校學校學校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聯絡地址聯絡地址聯絡地址聯絡地址：：：： 

 

【【【【聚會資料聚會資料聚會資料聚會資料】】】】    

1. 聚會日期聚會日期聚會日期聚會日期：：：：(首選)       年 ____月____日 星期____ ； (次選)      年 ____月____日 星期___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上午/下午 ________ 至 ________ 

ACM    負責時段負責時段負責時段負責時段：：：：上午/下午 ________ 至 ________ 

 2.聚會地點聚會地點聚會地點聚會地點    ((((如與上址不同如與上址不同如與上址不同如與上址不同))))：：：： 

 

 

3.聚會主題聚會主題聚會主題聚會主題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4.簡略介紹學生簡略介紹學生簡略介紹學生簡略介紹學生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5.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人數人數人數人數：：：：約____________人 6.場地座位場地座位場地座位場地座位：：：：約______________個 

7. 聚會性質聚會性質聚會性質聚會性質：：：：（（（（請請請請 “☑☑☑☑” 出適合的出適合的出適合的出適合的））））            □□□□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    福音預工福音預工福音預工福音預工／／／／音樂會音樂會音樂會音樂會            □□□□ 學校書展學校書展學校書展學校書展 

8. 從何得知從何得知從何得知從何得知 ACM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請請請請 “☑☑☑☑” 出適合的出適合的出適合的出適合的））））    

□    ACMACMACMACM網址或網址或網址或網址或FacebookFacebookFacebookFacebook □    朋友或同工介紹朋友或同工介紹朋友或同工介紹朋友或同工介紹 □    大型聚會大型聚會大型聚會大型聚會 □    ACMACMACMACM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請註明請註明請註明請註明::::                                                             

9. ACM可透過銷售本協會的可透過銷售本協會的可透過銷售本協會的可透過銷售本協會的CD及歌書推動粵語敬拜讚美及歌書推動粵語敬拜讚美及歌書推動粵語敬拜讚美及歌書推動粵語敬拜讚美、、、、佈道及本地音樂製作佈道及本地音樂製作佈道及本地音樂製作佈道及本地音樂製作，，，，    貴貴貴貴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會否答允會否答允會否答允會否答允

ACM在聚會中擺設銷售攤位在聚會中擺設銷售攤位在聚會中擺設銷售攤位在聚會中擺設銷售攤位：：：：    □    應允應允應允應允            □    未能配合未能配合未能配合未能配合 

備 註：1)  學校佈道聚會時間以不少於1小時15分鐘為合，理想為1小時30分鐘。 

預工／音樂會之聚會時間則以不少於1小時最為理想。 

       2)  除非特殊情況，出隊邀請需要至少三個月前申請。 

       3)  本協會懇請 貴校預先設立祈禱小組為當日聚會及本會同工禱告，好讓我們學習一同靠主成大事，

讓主在聚會中得著最高榮耀。 

邀請 ACM 出隊申請表 

學校 

ACM 專用 

收表日期： 

是否接納：□ 是   □否 



【【【【音響器材及設備資料音響器材及設備資料音響器材及設備資料音響器材及設備資料】】】】 

 （請  貴校填寫是否有以下器材或設備？本協會將考慮選用或運輸部份器材配合是次聚會） 

樂器及器材樂器及器材樂器及器材樂器及器材  詳細資料詳細資料詳細資料詳細資料 其他設備其他設備其他設備其他設備 詳細資料詳細資料詳細資料詳細資料 

1. □ 鋼琴 
2. □ 數碼鋼琴 
 
3. □ 爵士鼓 
4. □ 電結他 Amp. 
 
5. □ 低音結他 Amp. 
 
6. □ 結他 Stand 

□ 三角  □ 直身 
牌子及型號: 
_________________ 
□可移動 □不可移動 
牌子及型號: 
___________________
牌子及型號: 
___________________ 
 

1.  □  高影機 
2. □  多媒體投影機 
3. □  電腦 (for PPT) 
4. □  銀幕 
5.  □  譜架______個 
 
鼓勵  貴校提供有關台上
設備佈置之相片，以方便
本會預先安排有關事宜 
 

□可移動 □不可移動 
□可移動 □不可移動 
□Notebook □Desktop 
□電動   □手動 
□摺疊式□樂隊專用式 
 

  

（請清楚填寫下列資料，本協會將考慮選用  貴校之音響，或提供部份音響配合是次聚會） 
音音音音          響響響響 

1. □ 擴 音 器（Amplifier）；Output Capacity : ____________________ 

2. □ 混 音 器（Mixer）Channel_____個；已用_____個；牌子_________型號________ 

3. □ 咪（Mic）有線_________支；無線_________支  

4. □ 咪 座（Mic Stand）直立型____個；橫立活動型____個；不能移動（設在講台上）______個 

5. □ 台 上 咪 插（Input）Phone Jack_______個；Cannon_______個 

6. □ 揚 聲 器 Loud Speaker______對；Foldback Monitor________個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須知須知須知須知】】】】 

1. 貴校須負責之主要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a. 按聚會需要及以上提供之設備情況，本協會可能需要搬運適量或基本音響器材至聚會場地， 貴校

須繳付此來回運輸費(包隧道)如下： 

新蒲崗新蒲崗新蒲崗新蒲崗    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    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長沙灣長沙灣長沙灣長沙灣    
觀塘油塘觀塘油塘觀塘油塘觀塘油塘    將軍澳將軍澳將軍澳將軍澳    荃葵荃葵荃葵荃葵    青衣青衣青衣青衣    沙田大圍沙田大圍沙田大圍沙田大圍    大埔大埔大埔大埔    

$150 $150 $150 $150 $150 $210 $190 $210 $210 $270 

上水粉嶺上水粉嶺上水粉嶺上水粉嶺    元朗屯門元朗屯門元朗屯門元朗屯門    灣仔灣仔灣仔灣仔    東涌東涌東涌東涌    中西區中西區中西區中西區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馬鞍山馬鞍山馬鞍山馬鞍山    西貢市西貢市西貢市西貢市    北潭涌北潭涌北潭涌北潭涌    

$330 $350 $330 $470 $330 $350 $350 $220 $270 $350 

 而此價目均從本協會之辦公室（新蒲崗）出發至聚會場地，並以運輸公司所提供的資料作參考，另凡聚會時間於晚上

七時半後結束者，則需加$20於該項價目以作運輸公司之夜間額外收費。此費用乃運輸公司而此費用乃運輸公司而此費用乃運輸公司而此費用乃運輸公司而非本協會所收非本協會所收非本協會所收非本協會所收。 
  

b. 由於每次舉辦福音聚會背後，都涉及不少籌備及行政成本，本會十分盼望各邀請學校或機構都 

以按能力及感動自由奉獻(建議奉獻金額為$2,500*一場一場一場一場、$3,000*二場二場二場二場及$3,500 三場三場三場三場)，以致本會能繼

   續得以營運，作更多福音的事工。 
奉獻如用支票，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有限公司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有限公司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有限公司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有限公司』。 

 

2. 本協會收到  貴校之申請表後，會儘快跟進此次出隊之申請；接納申請與否，以收到確認信為準以收到確認信為準以收到確認信為準以收到確認信為準。 

3. 本協會一經接納 貴校之申請，請於聚會後兩星期內兩星期內兩星期內兩星期內填妥「「「「事工聚會回應表事工聚會回應表事工聚會回應表事工聚會回應表」」」」，並電郵/傳真到本協會。 

4. 本協會按聚會主題、性質、對象等安排聚會形式及人手，然而本協會有權對所定之聚會內容作出增減、

刪改及調動。 

 

 

申請人簽署／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