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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支持特朗普的美國朋友 
 

  他本來是個風趣幽默的人，總愛以輕鬆調皮的文字，在社交網站貼上生活鎖事，

逗得朋友都樂不可支：「不知是那個天才，竟然安排星期五下午開會」，「今天燒雞店

買一送一，你猜誰排在隊伍的最前頭」，「明天要交工作報告，看來只有告訴老闆，貓

兒佔據了我的電腦鍵盤」，「雪櫃裡有一片女兒留下的薄餅，我當然要執行家規：凡物

公用」，「對不起，擁護敵對球隊的朋友們，經過今晚的比賽，你們又要恨我多一點

了」，「今天漫天風雪，大家駕車上班要小心啊，我？今天是我的假期」，「體育店的售

貨員瞪眼望著我，大概不多見六呎高的亞洲人來買東西吧」，因此回應他的朋友也非

常多，他的貼文總是鬧哄哄的。 

 

  他是個從香港移民過去的，不過從小就居住在美國，加上他身裁高大，跟美國人

不惶多讓，早已成為地道的老美，他也是個虔誠的基督徒，除了每主日上教堂，還是

敬拜樂隊的吉他手，彈奏起來十足那些「樂與怒」樂手的勁度，然而他也像大多數美

國中部的保守派基督徒，都是共和黨的擁護者，而且十分忠心，每次總統選舉，不論

共和黨的候選人是誰，都會毫不考慮就投票給共和黨的候選人，像最近的一屆他就投

了口出狂言的特朗普。 

 

  作為外人當然對他的選擇沒有半點意見，不過他的朋友中不乏敵對的民主黨人，

當然少不免有針對性的說話，問題來了，這位風趣的朋友忽然嚴肅起來，對那些冷嘲

熱諷的說話不以為然，而且還激烈回應：「看來特朗普總統打過噴嚏也會受到批評

了」，結果大家都噤若寒蟬，恐怕傷及友誼，不過這位朋友也漸漸收起風趣的口吻，

有的只是針鋒相對的言論。 

 

  看來當人根深蒂固的信念受挑戰時，就會失去思考分析能力，聽不到另一方的觀

點，幾乎人盲目、失去理性的支持自己的一方，而且可以與對方反目成仇，許多政治

爭拗就是如此產生，我的風趣幽默朋友就這樣一去不返。這就提醒我們「能聽的耳，

能看的眼，都是耶和華所造的。」（箴 20：12）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七年十月一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品嘗主恩 (普天頌讚 854 首) .............................. 眾  立 

親來品嘗，便知主恩善美；信靠上主，何等有福。 

3. 宣召 ........................... 詩篇 25 篇 8-10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因此，他必教導罪人走正路。 

應：他要按公平引領謙卑人，將他的道指教他們。 

合：凡遵守他的約和他法度的人，耶和華都以慈愛信實待他。 

4. 讚美 ................................... 聖哉三一 (普天頌讚 1 首)................................. 眾  立 

1) 聖哉，聖哉，聖哉！全權大主宰！清晨我眾歌聲穿雲上達天庭；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聖父、子、聖靈，榮歸三一神。 

2) 聖哉，聖哉，聖哉！眾聖都崇敬，放下黃金冠冕，環繞晶海之濱； 

萬萬千千天軍恭伏叩拜主前，昔在而今在，永在億萬年。 

3) 聖哉，聖哉，聖哉！黑暗雖深濃，蒙蔽罪人眼睛難見上主光榮； 

惟獨主為至聖，惟獨主為至尊，全權又全愛，全善、全能神。 

(間奏) 

4) 聖哉，聖哉，聖哉！全權大主宰！海天雲山響應我眾讚美歌聲；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聖父、子、聖靈，榮歸三一神。 

阿們。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三一真神奧祕難描 (普天頌讚 15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馬太福音 21 章 23-32 節 .................................. 眾  坐 

腓立比書 2 章 5-13 節 

8. 獻詩 ........................ 上主國度此時此地 (普天頌讚 438 首) ...................... 詩  班 

9. 奉獻 ........................................ The Bell Symphony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傳道書 9 章 1-10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智慧勝過勇力？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Communion. (Alexandre Gulmant) ......................... 眾  坐 

14. 家事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

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2017-2018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7 年 10 月 1 日開始，課程如

下，弟兄姊妹可索取課程簡介或參考電視機海報了解內容，歡迎報讀。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課室 

基礎 探索、成長、經歷主 郭小姬姊妹 102 

中級 保羅書信（一） 麥志成牧師 副堂 

進階 雅各書研讀 周家邦弟兄 104 

進階 同讀《壞鬼比喻：馬可福音篇》 孔啟源先生 101 

初中主日學 真理快遞 

李芷珊姊妹、 

林恩庭姊妹、 

劉皓然弟兄 

103 

高中主日學 異鄉流民 
梁小儀姊妹、 

黃麗堅姊妹 
105 

3) 10 月 2 日（週一）為國慶日翌日公眾假期，10 月 5 日（週四）為中秋節

翌日公眾假期，該兩天教會暫停開放。 

4) 本年第二次洗禮班將於 10 月 8 日午堂後 2:00 開始，凡有意於 12 月 25 聖

誕日洗禮者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5) 家庭團契蘆葦組將於下主日(10 月 8 日)下午二時舉行教育講座，講題為

「如何培育正向積極的孩子」；講者為路得會家庭生活教育組的吳淑華社

工。歡迎家長及主日學導師參加。 

6) 10 月 14 日下午 2:00 福蔭團契有本堂陳永祐執事主講認識糖尿病，設糖

尿測試，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7) 兒童部於 10 月 15 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在副堂舉行謝師宴暨教師交流祈禱

會，誠邀 2016-18 年度各兒童主日學老師及助教出席，並於老師群組中報

名 以答謝各位老師的殷勤事奉！ 

8) 本堂於 11 月 1 日至 7 日（星期三至二）一連七天晚上七時三十分直播第

23 屆培靈奮興大會，題目：「靈慾之爭：從羅馬書看基督徒成聖之路」，

由播道神學院郭文池牧師主講，詳情請參海報單張。 

9) 麥師母十月開始出任藍田堂義務傳道一職。請弟兄姊妹守望記念。 

10) 麥牧師於 10 月 6 至 11 日放年假。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6. 殿樂 ............ Your Hand, O God, Has Guided (Patrick M. O'Shea) .......... 眾  坐 

 

默禱、散會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主席: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讀經: 方早晞姊妹 顧建德弟兄 方早晞姊妹 彭秀群姊妹 林恩庭姊妹 林燕芬姊妹 林恩庭姊妹 黃佩貞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何艷愛姊妹 鄭　琦姊妹 黃盛霞姊妹 黃嘉鳳姊妹 林瑞馨姊妹 楊妙玲姊妹 張元娜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柯思敏姊妹 邱頌詩姊妹 黃菁菁姊妹 朱月萍姊妹 李笑歡姊妹 羅志威弟兄 莫綺湘姊妹

當值: 甄志賢弟兄 李德恩弟兄 羅志威弟兄 惲保羅弟兄 區惠娟姊妹 戴志遠弟兄 朱麗麗姊妹 張金生弟兄

影音: 郭浩賢弟兄 梁睿熙弟兄 郭　宏弟兄 柯綽瑤姊妹 陳朝發弟兄 李育如姊妹 許偉賢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陳永祐執事 雷偉勝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月娥姊妹 冼文儀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鍾慧嵐姊妹 鍾慧嵐姊妹

讀經: 劉卓曈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蔡曉恩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司事: 何葦霆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周旨亮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施慧君姊妹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綠）(10月8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綠）(10月1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526,039  (包括發展及購堂: $42,600) 上週奉獻總數: $117,302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本週獻花: 麥志成夫婦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