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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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哲學家與心理學家在小火車的難題上辯論得熾熱，領導世界發展的經濟學家
當然不會自甘寂寞，也加入這場涉及胖子生死的決定，他們的著眼點也不離開經濟：
十九世紀美國普爾曼公司發生大罷工，工人為了爭取應得權益，而向這實施減薪的鐵
路公司宣戰，發動大罷工，結果公司自然損失慘重，失去四百五十萬元收入，加上七
十萬元開支，工人最後也沒有得益，反而損失一百四十萬的收入，是什麼原因使人作
出這「一拍兩散」的舉動呢？ 
 
  根據著名的博奕論，商場都流行講求「雙贏」的局面，罷工不能達成任何協議，
只會帶來「三輸」：公司、工人、和社會大眾，工人的決定是否失去理性？這倒是個
令人困惑的問題，經濟學家提出一個與小火車異曲同工的情境，給兩個人一百塊錢，
由其中一個分配，當他訂下的比率不為另一個人接受時，大家都分不到一分一毫，從
經濟學家的「理性經濟人」來估計，按理就算有權分配那一百塊的，只分給另一個人
一塊錢，他都應該會接受—無論多少這畢竟是意外之財，只是當實際進行實驗時，結
果是那麼出乎意料之外，不論受測試者的年紀、性別，當提出的分配比率少於三十塊
時，大部分人竟然會選擇「一拍兩散」。 
 
  有人解釋這稱為「最後通牒博奕」正赤裸裸的顯示出人自私的天性，分配金錢的
人想自己得益最多，另一個也這樣想，甚至不惜兩敗俱傷；也有人認為這證明人生下
來就有公平的信念，換言之又回到那歷史悠久的問題：究竟人性本善還是本惡，哲學
家約翰‧洛克認為人出生時像一張白紙，我們的信念是由經驗積累而成，霍布斯卻認
為人一開始就有利己的觀念，若不是有群體、國家的力量介入，人早已互相仇殺殆盡，
對於人的心性、宗教信念問題，作者舉古代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看法，不應只關
心人的決定是什麼，而是人有怎麼樣的人格，一個有高尚道德的人，自然不會選擇將
胖子推去送死，一個誠實的人，就不可能抱持效益主義，隨處境而去說謊。 
 
  發起小火車問題的哲學家也接受這樣的看法，而且提出另一個情境為例，有一個
婆婆對媳婦滿是偏見，於是對媳婦一切的行為都看不過眼，對她的態度惡劣，最後她
認清是自己的問題，就重新接受這媳婦，自始在她眼中媳婦行為再不如以往的討厭，
當人有正確的認知，就會作出正確的選擇，所以無論抉擇有多少的理論，關鍵都在乎
抉擇的人。 
 
  基督徒的倫理基礎簡單—按神的心意而行，只是能否行出來，完全要看信徒的屬
靈生命如何了。（完）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四日雙親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五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33 篇 1, 4-5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義人哪，你們當因耶和華歡呼，正直人理當讚美耶和華。 

應：因為耶和華的言語正直，他的作為盡都信實。 

合：他喜愛公義和公平，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 

3. 讚美 ................................. 福音大能 (普天頌讚 275 首) .............................. 眾  立 

1) 幽暗消散，白日已臨，天國後嗣奮起同顯曙輝光明！ 

毒鈎、權勢－死亡－敗退，神應許的新事完備成全， 

唱阿利路亞！天地歌交匯！ 

2) 仰瞻寶架，看主空墳！皆歡慶上主恩：愚拙竟能救拯。 

神子無罪釘作罪犯，倚靠上主大能復生顯現， 

唱阿利路亞！遍地當傳揚！ 

5) “神國降臨！”我王宣諭，公義、喜樂顯彰篤信基督之處， 

離棄舊日僵化信仰，重新進發光明路徑， 

歌唇唱“阿利路亞，主前導率領！”          (間奏) 

6) 鑼鼓響應，歌聲紛競，歡欣讚頌救主，神公義今得勝， 

同聲在主基督愛裏聯結四方主內蒙福信眾， 

唱阿利路亞！基督獨一主！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往以馬忤斯路 (普天頌讚 272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約翰福音 14 章 1-12 節 ................................... 眾  坐 

彼得前書 2 章 2-10 節 

7. 獻詩 .......... 我心尊主為大、每當想到十架的愛 (祢是王 16, 20 頁) ........ 兒童詩班 

8. 奉獻 ................................. 復活基督 (普天頌讚 288 首) .............................. 眾  坐 

9. 見證 ......................................... 吳淑儀姊妹 (早堂) ....................................... 眾  坐 

梁載華姊妹 (午堂) 

10. 信息經文 .............................. 以弗所書 2 章 1-10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恩重如山 ............................................... 眾  坐 

 

 

 



 

 

 

 

12. 回應 ...........................耶穌奇妙的救恩 (生命聖詩 174 首) ........................ 眾  立 

1) 耶穌奇妙的救恩，超過我眾過犯，我口舌怎能述説，更將從何頌讚， 

祂除我罪擔憂愁，使我心靈自由，耶穌奇妙的救恩使我得拯救。  ** 

2) 耶穌奇妙的救恩，臨到失喪之人，藉救恩我得赦免，並使我得完全， 

主為我解脱捆綁，使我得着釋放，耶穌奇妙的救恩使我得拯救。  ** 

(間奏) 

3) 耶穌奇妙的救恩，臨及最大罪人，藉主感化的大能，使成為主子民， 

蒙主賜平安滿足，得享天堂永福，耶穌奇妙的救恩使我得拯救。  ** 

** 主耶穌奇妙無比奇妙無比的救恩，深過波浪滾滾的海洋，滾滾海洋； 

奇妙救恩足夠我需用，足夠我需用，闊過我一生所行的過犯， 

大過我一切罪污羞恥，我要稱揚主聖名，我要讚美主聖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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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7-21 日兒童暑期聖經班主題 : 「美食嘉年華」於今日開始接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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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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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執事會於 5 月 17 日(三)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時間出席，求主

賜智慧共商聖工。 

6) 本堂會友唐建寬姊妹丁父憂，求主安慰其家人。 

7) 5 月份公禱會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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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Allegro Maestoso op.15 no.7 by Gustav Merkel (1827-1885)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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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鄧綺雯姑娘 鄧綺雯姑娘 柏大衛牧師 柏大衛牧師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柯綽瑤姊妹 林湛基弟兄 柯綽瑤姊妹 朱麗麗姊妹 周　溢弟兄 連卓欣弟兄 周　溢弟兄 黃翰濤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卓恩姊妹 朱天諾姊妹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梁銘章弟兄 林燕芬姊妹 林碧蓮姊妹 張慧清姊妹 林文蓮姊妹 張潔綾姊妹 周寶頤姊妹 張元娜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呂玉潔姊妹 呂進雄弟兄 何美蘭姊妹 顧建德弟兄 李雪葵姊妹 鄭慧芝姊妹 李靜賢姊妹

當值: 余國培弟兄 王炳生弟兄 余穎欣姊妹 招楚筠姊妹 朱麗程姊妹 林景輝弟兄 林志剛弟兄 惲保羅弟兄

影音: 梁志強弟兄 陳卓欣姊妹 黃曉媚姊妹 陳喜洋弟兄 葉蔓菲姊妹 李芷珊姊妹 劉焯凡弟兄 藍天晴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潔儀執事 陳永祐執事 林禮標執事

插花/司數: 潘燕玲姊妹 葉佩鈴姊妹 丘嘉敏姊妹 鄭穎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司琴: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譚柏朗弟兄 譚柏朗弟兄

讀經: 蔡曉恩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盧芷晴小朋友

司事: 黃思睿小朋友 盧芷晴小朋友 廖煦瑤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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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期第六主日（白）(5月21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白）(5月14日) 

本月奉獻累積: $193,140  (包括發展及購堂: $23,300)

2017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193,140

本週獻花: 李偉倫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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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