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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你該殺死那個胖子嗎？》大衛‧愛德蒙茲著 劉泗翰譯 
 
  一個看來不太嚴肅的書名，很難相信會涉及什麼人生大道理，事實上引起爭議的
原始問題，同樣令人摸不著頭腦：一輛向前行走的小火車，快要撞向前面綁在路軌上
的四個人，你是個旁觀者，當然會想辦法救人吧，還好你可以把小火車轉往另一條路
軌，問題是另一邊路軌也綁著一個胖子，那為了救那四個人，「你該殺死那個胖子
嗎？」 
 
  別以為這是天方夜譚，這樣的事確會發生於現實生活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
日本人雖然已成強弩之末，不過仍不肯向美國投降，當時杜魯門總統為了早點結束戰
爭，不再塗炭生靈，決定在日本投下原子彈（他們為原子彈命名為胖子），杜魯門總
統的決定對嗎？不錯，哲學家在問「你該殺死那個胖子嗎？」 
 
  若你像「效益主義」者那麼爽快的回答，為了救更多的人，犧牲少數在所難免的
話，下次往醫院探病就要小心了，因為你身上健康的器官，足以救活四、五個人，你
可能會成為那個可憐的胖子，當然沒有人會這樣做，以謀殺的方法來救他人—不論多
少人，是不合乎倫理道德，要為把火車轉換路軌的決定解困，阿奎拿（不錯是神學家
托馬士‧阿奎拿）提出「雙重效果論」，即是救人才是我們想要的效果，那胖子因此
而死並非我們要的效果，那麼算是胖子倒霉吧。 
 
  在法律上也可訴之於「企圖」上—轉換路軌的企圖是要救人，並非要取胖子的命，
所以法理上是講得通的，原來「效益主義」也不算太壞，只是我們要認清楚得益的群
體，根據 John Rawl 約翰‧羅爾斯，當考慮到得益群體時，還要顧及弱勢群體，因為
他們是最容易被忽略，又缺乏爭取權利的能力，只有這樣才是最公義合理的決定，羅
爾斯的論點至今仍影響不少公共政策的制定，甚至成為民主制度的標籤。 
 
  當哲學家絞盡腦汁去應付這倫理抉擇問題時，心理學家卻從生理心理指出，大部
份人面對抉擇—特別是緊急又生死攸關的，都不會，也不可能那麼理性去考量，事實
上人大部份的決定都是基於感性，即是情緒的影響，當中涉及的因素有時令人摸不著
頭腦，著名神學院普林斯頓曾經做過一個實驗，在神學生趕往上課途中，安排一個明
顯需要幫助的病人，瑟縮在走廊上，結果幾乎沒有人停下來，關心這可憐的病人，大
家似乎覺得準時比憐憫更重要，而這些神學生趕往上課的課題竟然是有關「好撒瑪利
亞人」。 
 
  這些心理學家更發現，影響人的決定與我們大腦某些部位的活動有關，干擾這些
部位的活動，竟然可以改變人的決定，事實上精神科藥物，正有這樣的功效，患上抑
鬱症的病人，服食的藥物就是干擾腦部引至抑鬱的化學分泌，使病人不再「覺得」抑
鬱，終有一天不同的「抉擇」藥物就會上市，令人乖乖接受某些改變。這絕非無中生
有，因為不同功能的機械人已充斥在我們生活當中，那麼我們應該把那一套倫理抉擇
方式教導機械人，讓它們去決定「該殺死那個胖子嗎？」聽來令人毛骨悚然。（一）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七年五月七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阿利路亞 (普天頌讚 828 首) .............................. 眾  立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3. 宣召 ............................ 詩篇 23 篇 1-6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應：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啟：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應：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啟：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應：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4. 讚美 ...........................基督耶穌今復生 (生命聖詩 137 首) ........................ 眾  立 

1) 基督耶穌今復生，哈利路亞！天使世人同歡欣，哈利路亞！ 

高唱歡樂凱旋歌，哈利路亞！諸天大地同唱和，哈利路亞！ 

2) 慈愛救贖大功成，哈利路亞！戰爭完畢主得勝，哈利路亞！ 

衝破死亡主復生，哈利路亞！樂園大門主已開，哈利路亞！ 

3) 榮耀君王已復生，哈利路亞！死亡毒鈎有何害？哈利路亞！ 

我主捨命救眾生，哈利路亞！死亡權勢今何在？哈利路亞！ (間奏) 

4) 主復活帶我高升，哈利路亞！誠心跟隨尊榮主，哈利路亞！ 

效主樣式亦復生，哈利路亞！經歷十架亦得勝，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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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倚靠永活主 (生命聖詩 138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約翰福音 10 章 1-10 節 ................................... 眾  坐 

彼得前書 2 章 19-25 節 

8. 獻詩 .............................我眾歡欣聚集 (述説神榮耀 1 首) .......................... 詩  班 

9. 奉獻 ............................. Anthem of Praise 讚美頌 (早堂) ........................... 眾  坐 

Allemande (午堂) 

10. 見證 ............................... 施挺弟兄、張美英姊妹 (早堂) ............................ 眾  坐 

陳其銘弟兄、鄭美珍姊妹 (午堂) 

11. 信息經文 ................................. 傳道書 5 章 1-7 節 ....................................... 眾  坐 

12. 信息 ............................................. 你只要敬畏神 ........................................... 眾  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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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聖餐 ................ Adagio, Sonata No 1, Op 65, Felix Mendelssohn .............. 眾  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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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3 日開始，青少年崇拜改為 11 時 30 分開始，以利沙團改為 12:15-

1:30 聚會，請肢體留意改動。 

3) 麥志成牧師將於 5 月 12-14 日（週五至日）前往鶴山教會事奉，請禱告記

念。 

4) 福蔭團契於 5 月 13 日（六）下午 2 時正於教會舉辦「知多少少 - 抑鬱

症」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伍儒敬博士主講，歡迎弟兄姊妹

參加。 

5) 5 月 14 日(下主日)為雙親福音主日，歡迎弟兄姊妹帶同父母親出席。 

 

6) 2017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主題 : 「美食嘉年華」於 5 月 14 日開始接受報名，

名額 80 人，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之家長盡早為子女報名參加，費用$250，

截止日期為 6 月 18 日；聖經班報名表已擺放接待處，歡迎索取及填寫後交

回。此外，現正招募多位助教事奉人員，請有志參與事奉者於教會入口處填

寫事奉人員招募表，詳情可向朱姑娘查詢。請繼續為事工籌備工作禱告。 

7) 本年度第一次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6 月 4 日舉行，有意申請轉會禮

及嬰孩奉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8) 本堂會友鄭嘉惠姑娘父親鄭木喜先生喪禮定於 5 月 10 日晚上在九龍殯儀

館地下東海堂守夜，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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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殿樂 ...................................Music by Vincenzo Petrali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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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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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鄧綺雯姑娘 鄧綺雯姑娘

主席: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柯綽瑤姊妹 林湛基弟兄 柯綽瑤姊妹 朱麗麗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卓恩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卓恩姊妹 朱天諾姊妹

招待: 張穎明姊妹 黃瑞玲姊妹 黎美滿姊妹 周潔頤姊妹 梁銘章弟兄 楊妙玲姊妹 林碧蓮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張滿嬌姊妹 方子仁弟兄 邱頌詩姊妹 連卓欣弟兄 呂玉潔姊妹 呂進雄弟兄 何美蘭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鍾偉貞姊妹 劉嘉敏姊妹 楊彼得弟兄 余國培弟兄 王炳生弟兄 余穎欣姊妹 招楚筠姊妹

影音: 蔡加德弟兄 周鈺貽姊妹 呂進雄弟兄 林溢謙弟兄 梁志強弟兄 陳卓欣姊妹 黃曉媚姊妹 陳喜洋弟兄

執事: 張漢榮執事 李婉貞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蔡加德弟兄 潘燕玲姊妹 葉佩鈴姊妹 丘嘉敏姊妹

兒童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蔡　舒姊妹 蔡　舒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劉卓曈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蔡曉恩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司事: 蔡曉恩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陳　灝小朋友 盧芷晴小朋友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李偉倫弟兄 陳可媚姊妹 吳綺薇姊妹 李偉倫弟兄 陳可媚姊妹

温柔: 張瑞儀姊妹 麥永佳姊妹 林溢敏姊妹 何慧玲姊妹 張瑞儀姊妹 麥永佳姊妹 林溢敏姊妹 何慧玲姊妹

和平: 文玉玲姊妹 呂淑琼姊妹 梁麗珠姊妹 方麗玲姊妹 文玉玲姊妹 呂淑琼姊妹 梁麗珠姊妹 方麗玲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陳敬蓮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葉翠妍姊妹 陳敬蓮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五主日（白）(5月14日) 復活期第四主日（白）(5月7日) 聖餐

常費 : Lam Choi Ming 100 方艾洲夫婦 1000 主知名F272 1000 主知名I799 1300 主知名J401 4000

主知名K130 120 主知名K131 1000 主知名K275 3000 主知名L218 1300 主知名L221 1650

主知名L222 2600 主知名L893 3000 張滿嬌姊妹 650 張慧清姊妹 500 梁倩儀姊妹 500

梁潔珍姊妹 3000 陳玉麗姊妹 10000 陳章浩弟兄 1500 溫燕玲姊妹 200 鄧顯昌弟兄 2500

慈惠 : 莫雪貞姊妹 500

感恩 : Lam Choi Ming 100 主知名F272 2000 主知名J401 1200 主知名J728 200 主知名K430 1000

主知名L218 1000 吳玉嬋姊妹 200 呂進雄弟兄 1000 李玉清姊妹 200 孫美娟姊妹 500

徐俊榮夫婦 2000 馬君蕙姊妹 1000 張慧清姊妹 400 莫雪貞姊妹 1200

發展 : 主知名F272 3000 吳兆隆弟兄 6200 招楚筠姊妹 1000

差傳 : 主知名K430 200 莫雪貞姊妹 500

神學 : 主知名K430 2000

鮮花 : 李潔蘭姊妹 1000

上月奉獻累積: $513,790  (包括發展及購堂: $58,600)

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77,046

本週獻花: 鄭智聰弟兄

************************************************  奉獻芳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