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 港 基 督 徒 音 樂 事 工 協 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Music Ministry Lt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龍新蒲崗景福街 114 號捷景工業大廈 7B

7B, Chiap King Ind. Bldg., 114 King Fuk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Tel: (852) 2757 7028 Fax: (852) 2753 0416 E-mail: hkacm@hkacm.org Website: www.hkacm.org

【ACM財政近況及緊急呼籲
ACM財政近況及緊急呼籲】
財政近況及緊急呼籲】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主內平安。感謝您的關心，在此與大家分享機構的近況。現時 ACM 團隊共有 11 位同工，
分別負責外展出隊、製作、兒童詩班、培訓等事工，也有負責行政、會計、市場及推廣等，
並有麥樹明牧師擔當會牧。而大部份聚會和出隊的崗位，也是靠賴一班義工，以詩班員、樂
手、家長義工等形式參與，與我們一起同工，在此特別感謝他們的支持。
ACM 其中一項重要事工為推動敬拜讚美，由 30 多年前的《齊唱新歌》、到《敬拜讚美
系列》，至近年的《齊唱兒歌系列》，出版了超過 600 首粵語詩歌，供教會於崇拜及福音聚
會使用。唯近年出版詩歌專輯已不能支持機構的營運，甚至需時 2-3 年才能取回製作成本，
而教會支付 ACM 的詩歌版權費用，亦有約一半(45%)需要分配給創作人。除了推動敬拜讚美，
音樂宣教及外展出隊亦為 ACM 另一重要事工，機構每年平均約有 40 多次出隊，分別到中小
學及教會主領敬拜及佈道聚會，以音樂服侍教會，也會到海外宣教佈道，並到各大小華人教
會培訓音樂敬拜團隊。
在同工努力透過敬拜及佈道領人到主面前的同時，
在同工努力透過敬拜及佈道領人到主面前的同時，機構現正面對嚴峻的經濟困境。
機構現正面對嚴峻的經濟困境。現時
萬元((當中
當中包括同工薪金
包括同工薪金、
租金、
水電及保險等日常行政
保險等日常行政開支
開支))，而每
機構每月的開支約為 22 萬元
包括同工薪金
、租金
、水電及
保險等日常行政
開支
萬元，
即使計及詩歌版權及
詩歌版權及產品
產品銷售等收入
銷售等收入，
多月來也入不敷支。
月的定期奉獻收入只有約 3 萬元
，即使計及
詩歌版權及
產品
銷售等收入
，多月來也入不敷支
。
而截止今天(8
萬元，
若沒有額外的奉獻，
而截止今天
(8 月 24 日)，機構的戶口結餘只有約 5 萬元
，若沒有額外的奉獻
，將無法支付本
月的同工薪金及未來
未來開支
開支。
月的同工薪金及
未來
開支
。
面對嚴峻的境況，在此作出呼籲，邀請親愛的弟兄姊妹以教會或個人名義，回應神給您
們的感動，以代禱及定期奉獻、使用或購買 ACM 詩歌等不同方式與我們同行，支持 ACM 的
敬拜讚美和音樂宣教事工，以音樂承擔天國使命，拓展神的國度。
［奉獻方法及 ACM 財政部告：http://www.hkacm.org/donation/］
願神賜福
ACM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謹上
2018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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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獻 表 格》
本人樂意奉獻支持 ACM, 並願意作出: （請在適當位置加「  」）

○ 月捐形式奉獻
○ 一次性奉獻
金額為

○HK$100 ○HK$300 ○HK$500 ○HK$1,000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奉獻以作支持下列項目:
○經常費 ○敬拜讚美及佈道事工 ○音樂製作事工 ○裝備培訓事工 ○海外宣教事工
○同工薪金(指定同工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奉獻方式:

○ 支票 (抬頭請寫: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有限公司 或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Music Ministry Ltd.), 請把支票連同奉獻表格一併寄回。

○ 轉賬或存款予本協會,
匯豐銀行戶口號碼: 191-215300-001, 請把銀行存根連同奉獻
轉賬或存款
表格一併寄回。

○ 信用卡

○Master Card

○Visa Card

○其他類別___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號碼:

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日期: ________MM 月/________YY 年
持卡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自動轉賬

(請從 ACM 網頁 www.hkacm.org 內下載直接付款授權書, 填妥後傳真或寄回)

HK$100 或以上之奉獻,均可獲本會簽發收據,憑收據可於香港申請減稅。 若收據抬頭與奉獻者不相同,請於下
列註明。
收據抬頭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奉獻者資料:
姓名: (中) 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小姐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個人資料, 只用內部使用, 絕不向外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