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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功利與功利主義 

 耶羅波安（二世）當北面以色列國的王，那時國家比較穩定，所以也就富強起

來，可是繁華背後卻隱藏了許多的罪惡，神就差派阿摩司先知去警告以色列人，問

題是阿摩司是南面猶大國的人，雖然大家本同屬一家，卻因為國家分裂而各走各路，

可想像互相也不太友善，所以阿摩司從南面上來，在別人的地方指手劃腳，當然不

受歡迎了，不過最關心這事的，並不是耶羅波安的官員，竟然是當祭司的亞瑪謝，

他先向王指控亞摩司威嚇王的性命，然後還親自找阿摩司算帳，叫他回到自己的地

方去，「在那裏過活」—意思是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搵食」吧，別在這地方混了，

因為這裡「有王的聖所，有王的宮殿。」（摩 7：10-13）意思是這裡有王作主，你

憑什麼來說三道四？我們要知道祭司本來是神指派，按神的吩咐而行的，而不是為

任何人服務，但阿瑪謝的語氣，似乎他更像耶羅波安的臣宰，收取王的俸祿，所以

處處維護王的權益，是個十足的功利小人。 
 
 功利是指責人唯利是圖，做事埋沒良心，阿瑪謝為了王給予的利益而指控神差

來的先知，不管阿摩司的信息是那麼真實。這樣的功利行為從來不是一種主義，不

過不少人卻與倫理學的「功利主義」混為一談，「功利主義」是 Utilitarianism 的譯

名，也許因為容易給混淆所以也譯作「效益主義」，「功利」、「效益」是指到人

的快樂感受，由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 Bentham 提出，他主張合乎倫理的決定是

要考慮到行為最終是否會為最多的人，帶來最大的快樂，所以公共汽車公司安排巴

士路線時，就要考慮能夠服務最多的人，也要考慮路線需要的時間，需時越少就可

令人更方便，更方便就可帶來快樂，能夠服務最多的人，為他們帶來最大的快樂，

那條路線才是好的安排，大家可想像今天不少的公共政策，都不多不少跟隨這種倫

理觀念。 
 

 當然就如其他的倫理觀念一樣，總有它的不足之處，「效益主義」被批評為只顧

「快樂」的結果，卻不管行動本身是否合乎倫理，即是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這樣反而令這行動變成功利了。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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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八月七日聖餐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九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齊來響應頌聖名 (國度期 12 頁) 眾坐 

齊來同響應頌聖名，與天使繞寶座。 

萬口萬舌同聲高歌，眾心喜樂如一。 

宇宙萬物發聲應和，頌讚至尊主名。 

能力榮尊歸父真神，崇敬歸主羔羊！ 

3. 宣召：詩篇 50 篇 14、23 節 (舊約 809 頁) 眾立 

14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神，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 

23 凡以感謝獻祭的就是榮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神的救恩。 

4. 讚美：頌讚耶穌聖名 (生命聖詩 55 首) 眾立 

1 齊讚耶穌大能聖名，天使俯伏敬拜， 

 在主足前冠冕獻呈，尊崇萬有主宰， 

 在主足前冠冕獻呈，尊崇萬有主宰。 

2 亞伯拉罕屬靈子孫，蒙主救贖大愛， 

 當感謝主無量洪恩，尊崇萬有主宰， 

 當感謝主無量洪恩，尊崇萬有主宰。 

3 普天之下萬族萬邦，當來向主敬拜， 

 尊貴榮耀都歸羔羊，尊崇萬有主宰， 

 尊貴榮耀都歸羔羊，尊崇萬有主宰。  (間奏) 

4 願與聖徒匯集天上，在主面前伏拜， 

 永恆樂歌同聲高唱，尊崇萬有主宰， 

 永恆樂歌同聲高唱，尊崇萬有主宰。 

5.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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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頌：以愛相連 (生命聖詩 218 首) 眾坐 

1 福哉愛主聖徒，彼此以愛結連， 
 和睦相處，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 
2 在父寶座面前，同心虔誠祈禱， 
 同擔憂懼，同得安慰，同一盼望目標。 
3 彼此同當憂患，彼此同肩重擔， 

 彼此共灑同情眼淚，彼此慰問勸勉。  (間奏) 
4 我們離別之時，內心難免依依， 
 身雖遠離，心仍契合，希望再會有期。 

7.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33 篇 12-22 節 (舊約 788 頁) 

12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有福了！ 
 耶和華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有福了！ 
13 耶和華從天上觀看，看見所有的人， 
14 從他的居所察看地上每一個居民， 
15 他塑造他們的心，洞察他們一切的作為。 
16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勝，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17 靠馬得救是枉然的，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18 看哪，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人， 
19 要救他們的性命脫離死亡，使他們在饑荒中存活。 
20 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他是我們的幫助，是我們的盾牌。 
21 我們的心必靠他歡喜，因為我們向來倚靠他的聖名。 
22 耶和華啊，求你照著我們所仰望你的，向我們施行慈愛！ 

 

希伯來書 11 章 1-16 節 (新約 355 頁) 

1 信就是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對未見之事有確據。 
2 古人因著這信獲得了讚許。 
3 因著信，我們知道這宇宙是藉神的話造成的。 
 這樣，看得見的是從看不見的造出來的。 
4 因著信，亞伯獻祭給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 
 因此獲得了讚許為義人，神親自悅納了他的禮物。 
 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在說話。 
5 因著信，以諾被接去，得以不見死，人也找不著他， 
 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討得神的喜悅而蒙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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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沒有信，就不能討神的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 
 並且信他會賞賜尋求他的人。 
7 因著信，挪亞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 
 造了方舟，使他全家得救。 
 藉此他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8 因著信，亞伯拉罕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 
 往將來要承受為基業的地方去； 
 他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裏去。 
9 因著信，他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鄉， 
 居住在帳棚裏，與蒙同一個應許的以撒和雅各一樣。 
10 因為他等候著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設計和建造的。 
11 因著信，撒拉自己已過了生育的年齡還能懷孕， 
 因為她認為應許她的那位是可信的； 
12 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竟生出子孫， 
 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觀望，且歡喜迎接。 
 他們承認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14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尋找一個家鄉。 
15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回去的機會。 
16 其實他們所羨慕的是一個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鄉。 
 所以，神並不因他們稱他為神而覺得羞恥， 
 因為他已經為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8. 詩班獻詩：祢就是真神  眾坐 

祢就是創造世界的真神，祢創造太陽月亮與世人， 

在黎明之前祢發出光茫，在我心中顯耀救贖輝煌， 

在我心中顯耀救贖輝煌。 

真神居住在至高至聖所，眼睛雖不見活在我心窩， 

祢是我救主誓向主效忠，靠主的慈愛見主於天堂， 

靠主的慈愛見主於天堂。 

祢就是真神永活的救主，我們當恭敬虔誠崇拜主， 

萬國萬民都當同心歡唱，讚美榮耀君王歌聲柔揚， 

讚美榮耀君王歌聲柔揚。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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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奉獻：Morning Hymns & Alleluia 眾坐 

10.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6 章 1-15 節 (新約 148 頁) 眾坐 

1 這些事以後，耶穌渡過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哩亞海。 

2 有一大群人因為看見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蹟，就跟隨他。 

3 耶穌上了山，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裏。 

4 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 

5 耶穌舉目看見一大群人來，就對腓力說： 

 「我們到哪裏去買餅給這些人吃呢？」 

6 他說這話是要考驗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做。 

7 腓力回答他： 

 「就是兩百個銀幣的餅也不夠給他們每人吃一點點。」 

8 有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弟弟安得烈，對耶穌說： 

9 「這裏有一個孩子，帶著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 

 但是分給這麼多人還算甚麼呢？」 

10 耶穌說：「你們叫大家坐下。」那地方的草多，人們就坐下，
 男人的數目約有五千。 

11 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分給坐著的人，也同樣分了魚， 

 都照他們所要的來分。 

12 他們吃飽後，耶穌對門徒說： 

 「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來，免得糟蹋了。」 

13 他們就把那五個大麥餅的碎屑， 

 就是大家吃剩的，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14 人們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 

 「這真是那要到世上來的先知！」 

15 耶穌知道他們要來強迫他作王，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11. 信息：天上的食物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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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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記念我 (世紀頌讚 524 首)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親愛的救主(世紀頌讚 560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聖樂促進會、浸信會出版社

(國際)有限公司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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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麥浩澄先生 麥浩澄先生

主席: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讀經: 李芷珊姊妹 區惠娟姊妹 李芷珊姊妹 區惠娟姊妹 林洛琛弟兄 賴文湘姊妹 林洛琛弟兄 邱頌詩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林義妹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繆迺頌姊妹 趙惠蘭姊妹 趙潔儀姊妹 葉翠蓮姊妹 梁文耀弟兄

司事: 袁麗嬋姊妹 温美娟姊妹 謝月芬姊妹 劉惠雯姊妹 廖文華弟兄 黎蓮妹姊妹 盧惠旋姊妹 黎鳳英姊妹

當值: 王炳生弟兄 溫燕玲姊妹 方艾洲弟兄 古海劍弟兄 麥淑容姊妹 張錦雲姊妹 余文耀執事 鄧民亮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劉樂琳姊妹 許偉賢弟兄 鍾穎嵐姊妹 張淑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貽添執事 陳永祐執事 黃佩貞執事

插花/司數: 陳　蓉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楊明麗姊妹 徐敏慧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徐梓瑤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高　越小朋友 黃樂恩姊妹 梁穎童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司事: 高正之小朋友 陳沛翹小朋友 陳頌諾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信實: 麥浩澄弟兄 林曉潼姊妹 黃愛娣姊妹 李寶玲姊妹 林曉潼姊妹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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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主日（綠）(8月14日) 聖靈降臨期第九主日（綠）(8月7日)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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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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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
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網上讀經計劃《以西結書》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
載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
生活中實踐。 

4) 福蔭團契於 8 月 13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戚彥君醫生主
講：腸、胃癌初期的情況，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5) 為培養藍田堂青少年之間的團隊合作，加強弟兄姊妹之間的關
係，青少年部將於 8 月 19 日(五)舉辦「青少年團隊合作及領
袖訓練射擊工作坊」，歡迎就讀中學至大專弟兄姊妹參加。時
間：下午 1:45 至晚上 7:00，地點：油塘四山街 22 號美塘工業
大廈 4 樓（射擊工作室 S.W.S）。參加費用為每位$100，名額
20 人，先報先得。現已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趣請用以下連結
報 名 並 繳 交 費 用 ， 截 止 報 名 日 期 為 8 月 14 日 。
https://forms.gle/4KhF3HxTutyMhuat7  

6) 會友大會暨 2023 - 24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3 日舉行。本
堂已發信邀請合資格的會友成為執事候選人。獲選執事將被邀
請過渡成為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有限公司的首任董事。有關董
事責任指引, 可參閱「公司註冊處_董事責任指引」。獲選執事
若不願意成為有限公司的董事，其任期將於有限公司正式運作
時終止。詳情已列印於邀請信件內。今日截止遞交。 

7) 請已報名參加本年兒童暑期聖經班「Big Big Hero 小精兵」之
兒童，請於 8 月 15 日（上午 8:45）到達藍田堂，並穿著輕便
運動服飾及波鞋、配戴口罩、自携飲用水樽及在家中完成快速
測試才出席聖經班，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346 9681 向朱姑娘
查詢詳情。 

8) 會友彭曉芳姊妹丁父憂，其父親黎應水先生於 8 月 1 日離世，
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4KhF3HxTutyMhua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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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半職幹事，負責辧公室行政及會計工作，處
理收支賬目，一般文書工作及辦公室行政事務，簡報製作 及
支援堂會日常運作，須週六、日當值。應徵者須具備 LCCI 中
級或以上的會計資歷及一般文書工作經驗、熟悉電腦中文 輸
入法、主動盡責、善於溝通、重團隊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
推薦予本堂，並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