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M40

事工 展 望

「傳承 連結」
主內平安！

2022.3

2022年是ACM邁向40周年的日子，代表著我們推動粵語詩歌發展已有40年之久。
由1982年出版《齊唱新歌》第一集、1998年出版首張敬拜專輯《祢是王》，到
2021年推出《站立得穩》專輯，記錄了不同年代的同路人對推動粵語詩歌創作的
心志、努力、熱誠和使命！這支火炬需要繼續燃燒和傳承給新一代的創作大軍。所
以，今年我們藉著慶祝40周年的契機，整理過去的歷史和經驗，出版一本粵語詩歌
創作40年文集及舉辦粵語詩歌創作研討會，盼望能祝福有志於委身音樂事奉的信
徒，以致他們帶著火熱的心和使命，在夾縫中創作和唱出世代共鳴的詩歌。
此外，隨著年青人音樂知識水平和科技的進步，造就和湧現了不少優秀的年青音樂
團隊，每隊團隊都各具特色和風格。我們希望能盡協會的責任，連結各方、凝聚力
量、彼此激勵和牧養，共同為未來粵語詩歌發展而努力！為此，我們與不同團隊連
繫，合作製作詩歌專輯及舉辦音樂及敬拜聚會。與此同時，我們亦希望與眾教會及
機構連結，齊心在主快來的日子，彰顯合一的精神。
今年，ACM踏進不惑之年，盼望能由從前一顆小小的音樂苗(ACM早期的會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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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為一棵能結果子及成為別人護蔭的大樹。願神帶領我們，以「滿有基督長成的
身量」為目標，讓我們忠於所托，可以與蒙召的恩相稱！
最後，今期ACM通訊會分享更多ACM40的活動及資訊，懇請大家細閱，繼續支持
ACM事工，並切切為我們禱告。讓我們有力前行，推動粵語詩歌發展踏進下一個里
程碑，延續使命傳承的火！
願透過以下經文互勉︰

「趁着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
能做工了。」約翰福音9章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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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9日
《站立得穩》敬拜讚美
音樂會

2021年12月18日
《世代呼喊》
青年詩歌創作大賽

2021年12月26-28日
與香港華人基督會聯會
合辦「夾縫中的門徒」
敬拜讚美奮興營

推出ACM MUSIC APP

教會直播崇拜出隊

兒童詩班恒常練習

參與第36屆
基督教聯合書展
「站立得穩」專輯
錄音製作

ACM X 道風山
敬拜靈修半日營

《ComGod Zone》
與葉漢浩博士錄製
網上靈修節目
網上音樂節目拍攝

ACM X 道風山
「心靈歸家」
敬拜靈修營

學校佈道

ACM義工出外活動
齊唱聖樂詠團獻唱

《歲月流情》
網上見證節目

第八屆ACM
暑期音樂聖經班
「我是小小敬拜者2021」
與香港浸會大學
基督徒樂隊交流

教會佈道

ACM X 道風山
「心靈歸家2.0」
敬拜靈修營

2021年11月21日
兒童詩班周年音樂會
(荃灣及旺角區)

粵語詩歌
創作40年文集
編輯小組

Little Band及兒童詩班
拍攝MV

2021年11月27日
兒童詩班周年音樂會
(灣仔及將軍澳區)

夥伴分享
開拓靈性 土 壤
很高興在道風山《靈修指導》文憑課程中遇上ACM

的感動下，將大家的心歸向主耶穌，

的三位同工，我一直與ACM相熟，所以更有親切

事就成了！我看到神在我們當中，一直都在！

感。敬拜與靈修一直是很奇妙的紐帶，彼此相輔相
承，帶領我們來到神面前。無疑，今天社會中充斥著

ACM拓展「靈修領域」的向度，我當然拍掌歡迎，

很多心靈需要，撕裂之後、破碎之中、黑暗無助、前

我所看到的並非單純「發展新的事工」，乃是「開

路茫茫……而且許多人總覺神在這個時刻不再理睬他

拓本就給了ACM的靈性土壤」，將本就很「屬靈」

們。其實，看似許多門關上了，神預備了新的出路，

的詩歌在聖靈使用下帶向更深貼近神的靈性境界。

使人重遇基督，重拾信心。敬拜一出，心靈就重拾焦

我所渴望的就是許多人得以與神連繫，心靈療癒。

點，當我們找不到神的時候，請開始歌唱。
願神使用ACM，將無數心靈
我與Ivan、Jacky和阿廉 (三位分別是ACM同工及

帶往豐盛的水深之處！

顧問牧者)三人一起帶了幾次靈修工作坊，我們大家
都有種「最佳組合」的感覺，詩歌敬拜本就是將人

劉文亮牧師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署理主任

帶到貼近神的氛圍之中，我以「靈修導引」在聖靈

沒有關係 就 連 上 關 係 吧
基督信仰不是一個獨自修練的宗教。雖然有很多教導

作品。雖則是百花齊放，但質素參差不齊。如果你

是由自己作出改變先行，但大部份都需要對象。耶穌

也是創作人，甘願為主擺上的話，邀請你不斷創

所吩咐的最大戒命，就是盡全人愛神，另外就是愛人

作！不斷學習！不斷在信仰中掙扎！如你是聽眾，

如己。作為跟隨耶穌的我們，必需將自己放置在群體

請不要吝嗇，用健康有效的溝通渠道向創作人分享

中，於社區群體中實踐福音分享主愛，於信仰群體彼

回應，不論是鼓勵還是評語，都會成為整個創作產

此堅固及持續成長。這些關係中，不斷踫撞、拉扯、

物的養份！

糾纏與震蕩，就成為我們創作詩歌的題材。
創作路真是不容易，感恩見到近年，多了很多團隊
面對新時代與新常態，必須時刻提醒自己不要遠離

之間的連動。同行真的未必如敵國。甚願未來能有

群體。避免人際關係固然能令生活過得容易一點，

夠有「類似商會」的平台出現，讓教內各創作及製

減低被傷害的可能。不過要寫出—首動人及有共鳴

作單位有連結的機會，了解彼此的工作，互相勉

的作品，似乎就是要將真實的張力譜寫於曲詞中，

勵，發展自然的合作關係。

把五官的感覺流露在樂句間。
創意：
一位會彈Bass的神學院老師這樣說，創作詩歌，就

就是把本身沒有關係的連上關係。

如釋經講道。就是先咀嚼上帝的話語，繼而用該時
代人能明白的語言、音樂及載體，將神的故事及教
導，傳播開去，讓人與神建立關係。不是每個人都
有呼召成為傳道人，但每個人都應該傳主的道！你
願意用音樂來傳主的道嗎？
因著音樂教育普及化，以及多媒體技術應用門檻降
低，不少人已經自組樂團，或以個人名義發表詩歌

麥濬思弟兄 Matches

Milk&Honey Worship 團長及創作人
香港啟發的創意多媒體製作同工

█ 新 任 ACM董 事 會 主席 專 訪

您認為ACM
可以作出甚麼貢獻?!

展
望

2022年是ACM成立40周年紀念，多年來ACM與無數主內弟兄姊
妹連結同行，凝聚多代信徒力量，藉粵語詩歌傳遞神愛遍佈世界
每一個角落。

四十
周年

今年度得到董事會推舉我為新一任董事會主席，深感榮幸與感
恩！回想26年前，我加入ACM詩班亦成為第一屆詩班長，期間多
次參與大球場及新伊館等大型敬拜讃美會及佈道大會，不但屬靈
生命得以造就，更在詩班中認識了太太一起建立基督化家庭。8年
前開始擔任ACM董事，曾與董事、同工們及ACMLA 分會與遍佈
美國東西兩岸十多間教會協辦敬拜讚美會作短宣之旅達一個月之
久，這次宣教經歷令我的屬靈生命再次成長。2年前獲邀擔任主
席時曾斷然拒絕，因自己既沒音樂造詣又沒神學裝備，覺得自己
沒此能耐擔當董事會主席如此重任。今年度再獲邀請時，得到董
事、同工們再次給我肯定，認為我可以成為同工的「生命教練」
及機構的「企業教練」，禱告後懷著神給我的勇氣接受委托，盼
能發揮恩賜為機構作出貢獻。
ACM這個大家庭一直秉持「滙水成河」的信念和來自四方八面的
弟兄姊妹一起推動音樂事工，無論是獨立堂會以至各大宗派都是
我們的合作伙伴，ACM數百位詩班員年齡跨度更由幾歲小朋友
去到踏入金齡的弟兄姊妹，我們不單自己創作詩歌，上年更成立
「ACM永明青年詩歌創作基金」鼓勵青年人創作詩歌，並透過敬
拜聚會、佈道會、音樂劇、管弦樂團、屬靈導引等多元化聚會和大
家一起事奉和經歷神。
今年是ACM成立40 周年，您認為ACM可以繼續作出甚麼貢獻？我
們誠意邀請您給予寶貴的意見。除此之外，您想透過ACM的平台可
以為神作甚麼？不論任何形式及崗位，同樣歡迎您積極回應及參
與！請大家繼續為我們代禱及奉獻支持ACM，讓我們在ACM這
個大家庭攜手為神的國度擺上更多，獻上更美的活祭！

劉瑞明弟兄
ACM董事會主席

以基督
為中心

連繫
基督徒群體

無窮無盡
永不間斷

設計師：Vicky Au Yeung

ACM40 logo 設計意念
40周年Logo設計理念是帶出ACM 40周年主題：
「傳承•連結」。
整體造型以「40」為基本框架，在中間會看到一個
十字架，代表ACM以基督為中心，以基督徒身份及
信仰，推廣普及基督教音樂文化為己任。
簡單流暢的線條連接，代表ACM發揮「協會」角
色，連繫不同恩賜的基督徒群體，一同敬拜上帝、
廣傳福音、裝備信徒。這個使命，就像Logo中展示
出一種無窮無盡、一直向前、永不間斷的精神！加
上和諧的線條及時尚的設計元素展現出ACM的親和
力，與世代接軌，願意回應時代需要。
顏色選用了Pantone 2022 年度代表色「長春花
藍」，顏色包含多種基調，展現機靈、愉悅和活
力，40周年Logo傳承了ACM Logo的紫色，並展現
出屬於2022年的當代獨特氣息。
這40周年Logo將會以各種面貌出現，敬請各位熱
切期待！

ACM MUSIC APP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ACM) 推出流動應用程式
ACM MUSIC，可隨時透過這程式以串流收聽及下載
ACM的詩歌，亦可下載歌詞及歌譜。
ACM希望透過ACM MUSIC APP，提供更快捷方便的
方法藉詩歌敬拜上帝和成為佈道的媒介。
費用

普通版

ACM40 聚會
THE PULSE 音樂會 x 市集

專業版

全免

HK$30/月 或
HK$280/年
Available On

THE PULSE Crossover Concert x Market
ACM 與 沙田浸信會 合辦

6月3日（五，公眾假期） ︱ 沙田浸信會小瀝源堂

ACM Music Conference
敬拜

•

研討會

•

工作坊

•

培靈音樂會

7月23日（六） ︱ 突破青年村

ACM40 Concert
．Crossover．ACM40 敬拜讚美音樂會．
三場以不同主題，藉詩歌表達信仰

12月16-18日（五至日） ︱ 麥花臣場館

ACM 40周年及青年創作專輯
．5首「世代呼喊」ACM青年詩歌創作大賽得獎作品．
．4首Re-imagined ACM詩歌．
．2首全新40周年新歌．

預計7月推出

全新敬拜及靈修
站立得穩
4首全新曲目
• 確信 • 沉 • 勇敢如常 • I Will Not be Shaken

Bonus Track

手中的福音

附送 伴奏音樂及電子版歌譜（下載）

粵語詩歌創作40年文集
記錄香港粵語詩歌40年的歷史和見證及迎向未來的發展

預計12月出版

ACM
網上商店

以上

歡迎到ACM網上商店及
各大基督教書室購買

專業版功能介紹
播放詩歌
以串流方式播放及收聽完整詩歌，隨時隨地敬拜上帝。

搜尋詩歌
有齊所有ACM專輯詩歌，更方便搜尋、收聽及使用。

自訂歌單
自訂不同歌單，按需要把詩歌分類，方便收聽及使用。

下載詩歌
下載全首及全碟詩歌，方便離線收聽，不受網絡限制。

下載歌詞
瀏覽詩歌歌詞，方便用以剪輯製作投影片及印製歌詞。

下載歌譜
下載詩歌歌譜，配合其他流動裝置，方便彈奏時使用。

訂閱服務
訂閱後可使用所有功能，並自動訂閱，手續簡單方便。

連結平台
連結ACM官方網頁網、網上商店及各大社交平台專頁。

音樂專輯下載卡
心靈歸家
以屬靈導引方式演繹的靈修音樂
由古丹青博士鋼琴演繹10首敬拜詩歌，
引領到可安歇的地方與神相遇。
• 無可相比 •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 讓主牽引
• 黑暗終必過去 • 安穩在主裡 • 傾倒的愛
• 無條件的愛 • 在祢跟前 • 全屬於祢 • 一

2首全新屬靈導引歌曲 （附歌譜及伴唱音樂）
• 請你回家 • 單因為這就是我

上專輯均以下載卡形式出版，請掃描下載卡後的二維碼，便可下載卡內資料。

歡迎輸入HKACM或ACM專輯名稱，在以下平台搜尋我們

隨 時隨 地為
敬 拜及 音樂 團 隊
提 供支 援
AC M 網 上 敬 拜 資 源
網上商店

YouTube Channel
選歌 Playlist

詩歌搜尋

https://www.hkacm.org/products/

https://www.hkacm.org/music/

https://goo.gl/J5SxwT

可選購各類ACM音樂產品，包括︰

可在「快速搜尋」欄中輸入關鍵字

有多首詩歌歌詞MV、鋼琴伴奏音

敬拜詩歌、純音樂和歌譜，音樂產

如歌名、歌詞、專輯、作者，即可

樂、敬拜專輯詩歌及齊唱兒歌，適

品除了MP3外，亦可選購WAV格

搜尋詩歌！要在聚會預備歌詞及

合靈修、網上小組及崇拜，以及在

式，保證高質原音！

PowerPoint就更方便！

兒童崇拜使用。

各大網上音樂平台
只要有手機在手，隨時隨地都可以收聽及下載 HKACM 歌曲。

https://goo.gl/m6pIW7

https://goo.gl/dfj9qY

https://bit.ly/2z9MtxV

https://goo.gl/TVT5p6

https://goo.gl/TuJmrQ

誠邀教會、學校及機構申請「版權年費」
申請版權年費後，使用ACM詩歌不用每次申請，並且支持創作人，支持ACM！
https://www.hkacm.org/copyright/

各大網上社交平台專頁
想知道ACM最新消息，請訂閱及追蹤ACM專頁。

HKACM FB 專頁 : hkacm

Instagram : hkacm_worship

邀請 ACM 主領實體及網上聚會
ACM樂意到眾教會及機構服侍，主領崇拜、培靈及佈道會，並到學校主領福音
週會及音樂聚會。如欲邀請我們，請填妥邀請出隊表格後，電郵、寄回或傳真
2753 0416至ACM。如有查詢，歡迎致電2757 7028與事工部同工聯絡。
下載邀請出隊表格：
https://www.hkacm.org/outreach-invite/

YouTube 頻道 : hkacm

你 的同 行 • 我的 感 謝
ACM自成立至今，致力透過
現代基督教音樂服侍教會及社
區，廣傳福音、建立信徒、以
生命影響生命。過去我們一直
蒙神使用及帶領，預備好走更
遠的路，打更美好的仗，你願
意和我們一起踏上嗎？

2022年事工開支特別籌款項目
項目

開支預算

ACM 40周年及青年創作專輯

＄15萬

ACM MUSIC CONFERENCE

＄5萬

粵語詩歌40年文集

＄15萬

ACM40 Concert

＄55萬

其他聚會及製作

＄10萬

總預算

＄100萬

請用以下奉獻方法奉獻，連同支票、存款入數紙（或截圖）、直接付款授權書，
寄回、電郵、傳真或WhatsApp至回本會。

奉獻方法
網上奉獻
PayPal

（單次或月捐）

網上轉帳

其他方式
PayMe

支票

信用卡

轉帳或存款

自動轉帳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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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戶口號碼 (匯豐銀行)：191-215300-001，名稱：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Music Ministry Ltd.
• HKACM為香港註冊合法慈善機構：91/2236, 公司註冊證書編號：0124998
• 奉獻$100元以上可獲本港免稅收據
• 請勿郵寄現金

奉獻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