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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傳道者 - 區鳳墀長老                          陳智衡牧師                 
一．皈依基督 

在華人社會中，不少人都認識推翻滿清專制皇權的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他的老師區鳳墀，卻
鮮為人認識。而區長老的傳奇一生，對今天信徒確實有不少啟發的地方。區鳳墀原籍順德，生於
1847 年。後來因父親到佛山任職，故此舉家遷往佛山居住。區鳳墀被形容為「通文翰、性豪爽、
喜交游、尚任卹、而嫉惡頗嚴」。

（1） 

香港倫敦傳道會長老黃勝及何福堂牧師等人於 1866 年發起到中國宣教行動，他們先差派何
雄斯和羅超揚兩人巡迴佈道的送書員。

（2）
他們當時準備在佛山開展福音工作，但遇到當地人激烈

反對，故此他們傳福音工作相當困難。那時，兩位傳道者認識了區鳳墀，並知道他是一位讀書人，
就更積極向他傳福音。區鳳墀是嫉惡如仇之人，但與這兩位傳道者接觸後，認定他們並非惡人，
而且一片熱誠。故此開始主動向何雄斯和羅超揚問道，甚至詢問不少疑難問題。因著這兩位傳道
者並非是知識分子，故此未能解答區鳳墀心中的疑問，所以他轉而向書籍中尋求答案。直至閱讀
何福堂的馬太福音注釋，解開他心中的疑問，成為當時佛山倫敦會首位信徒。（３）1869 年，佛山
堂成立，何福堂為當時首批十三位信徒洗禮，而區鳳墀就是其中之一。（4）區鳳墀洗禮加入教會後，
積極傳福音，讓他的家人及親朋好友都相繼信主。（5）在後來區鳳墀的演講中，就曾表達出他認定
西方基督信仰遠勝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他曾說： 

「經曰，寅畏耶和華為智慧之本，不其然乎。雖然，儒教之書，亦稱聖經，第與聖教
之聖經比之，則判若霄壤。以儒經不能生人智慧，惟約書則能生人智慧也。攷就文神
字，只言天神，引出天地萬物，故有天子祭天地之舉。而天地之神，如何剙造天地萬
物，儒教有言之否。是拜諸神，安能生人智慧乎，乃舊約則言上帝剙造甚詳，故西人
得此二約書，不受諸般束縛者，以不拜諸神也。」（6） 
隨著佛山反教情緒越來越嚴重，就連何福堂在逃難回港後中風病倒，並於 1871 年 2 月 15

日安息主懷。（7）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倫敦會傳教士急需尋找合適的華人傳道負責灣仔福音堂的福
音工作。經過一輪的尋覓，最後丹拿牧師（Rev. F. S. Turner）推薦區鳳墀到香港擔任灣仔福音堂
的主任傳道，這樣區鳳墀於 1872 年舉家到香港，這就與香港結下深厚淵源。（8） 
二．傳道者的起與跌 
  區鳳墀在灣仔福音堂服侍了二十一年，直到 1890 年離開往德國為止。他在擔任全時間的宣
教師期間，楊襄甫曾形容他「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罷詩能文、熟聖經、擅口才、能
國語、廣交游、精鑑別」。區鳳墀的性格豪邁，能文能武，加上他待人真誠，故此能結交不同人
士。不過，每當區鳳墀知道信徒違反聖經教導，或見朋友有心術不正的思想或行為，他會不顧情
面地直斥其非；然後，旁邊的人每每感到區鳳墀是想與其絕交。這可像他責備別人時的激動。然
而有趣的是，責備者與被責備者不單沒有因此而絕交，反而這些互動增進了他們彼此的友誼，

（9）

這可見那些被責備的人是相當敬佩區鳳墀的。 
因著區鳳墀樂於自掏腰包幫助有需要的人，而且亦願意花錢購買書籍來增進知識。，故此他

的生活並不富裕。
（10）

當他四十二歲的時候，經濟開始出現困難。他從父親繼承下來的遺產開始
耗盡，加上入不敷支，，欠債累積至四百多元。這金額對當時社會精英而言，雖不是大數。但當 
時區風墀妻子長期卧病在床，這對於一位耿直的宣教師而言，生活捉襟見肘。當時傳（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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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區德理牧師（Rev. Ernest John Eitel）有見及此，就有意推薦區鳳墀到德國成為粵語教師，薪
酬待遇比香港教會高出十倍。當時區鳳墀雖然應允，可是因著妻病子幼，故此執著患病妻子之手
泣不成聲，因為他深知道離開後不會再見。可是，區師母安慰著說，若區鳳墀因她而不應聘，就
算他不為自己生活，也不能不顧及子女的教育經費問題。如果這次機會溜走，那就後悔莫及了。
最後區鳳墀忍痛出發，可是在途中，他就收到其妻子病逝的消息，這對區鳳墀是極大的打擊。

（11）

然而，他能有機會到德國學習和生活，他的視野因此而被擴闊，對他後來發展有莫大的幫助和影
響。 
三．關心社會 
  晚清時期，由西方國家引入的鴉片深深影響中國各階層。丹拿認為這嚴重影響教會的福音工
作，故此於 1874 年成立英東反鴉片會。

（12）
翌年丹拿在廣州與區鳳墀等人成立勤戒鴉片會社，

並邀請數百位中西士紳及教會傳道牧者參與。他們上書英國議會，表達出鴉片如何禍害中國，希
望英國可以禁烟。他們初時並不成功，當丹拿牧師回英國後，立即組織禁烟會社，並且與勸戒鴉
片會社合作推動禁烟。後來，英國禁烟會社邀請勸戒鴉片會社派中國代表到倫敦，當時在德國柏
林的區鳳墀即往倫敦，充當中國禁烟代表。

（1３） 

    
區鳳墀參與反鴉片運動，啟發了他的信仰關懷延伸至社會國家，而不只限於個人得救層面。

在他眾多的關懷中，莫過於與中華民國之父孫中山的關係。在區鳳墀往德國之前，他在廣州認識
孫中山，初次見面就感到孫中山並非池中物，

（14）
區氏後來亦成為他的國文老師。

（15）
在香港的時

間，區鳳墀把孫中山介紹給公理會的喜嘉理牧師（Rev. Charles R. Hager）認識，（16）而孫中山亦因
此而在公理會接受洗禮，得教名為「日新」，後來區鳳墀幫他再改為「逸仙」。從此，孫逸仙之名
就廣傳到世界。翌年，革命黨人在廣州起義失敗，區鳳墀立即南下香港避難，並且成為香港的華
民政務司署的華文總書記。（17）而孫中山曾在倫敦被滿清政府秘密拘禁十多天，幸得英國施壓而
釋放。孫中山釋放後，即寫信給區鳳墀分享整個事件，（18）足見孫中山視區鳳墀為重要的老師，
而在革命事業上亦視他為重要的同行者之一。 
  早期香港教會給予華人傳道的薪金微薄，故此區鳳墀於 1894 年回香港後沒有回到牧職，只
以文字繼續服侍教會。後來，區鳳墀成為道濟會堂長老，並成為王煜初牧師和皮堯士牧師（Rev. 
Thomas. W. Pearce）的重要戰友。後來，區鳳墀的好友華民政務司駱檄（James Stewart Lockhart）
邀請他在華民政務局工作，而他在這崗位任職十年之久。區鳳墀在工作以外，他就結交不同的朋
友，為的就是傳福音。然而，在他的工作環境，以及有關接觸的團體如保良局、東華醫院，以及
一些知名人士，雖不知道區鳳墀是基督徒，但卻相信他是一位正人君子。後來，他曾任香港青年
會的華文總幹事，亦曾擔任聖士提反女學漢文總教習。1911 年，油麻地廣華醫院成立，當時區
鳳墀已是六十四歲，院方仍力邀他出任醫院總監。（19）1914 年，區鳳墀病逝，享年六十七歲。 
四．小結 
  區鳳墀長老在大時代下活出信仰，人生道路雖有起跌，但基督信仰卻成為他的依仗。他性格
率直，敢怒敢言。但亦待人真誠，故此與不少中外朋友建立真誠友誼。雖然區鳳墀赴德後沒有繼
續牧職，但他卻沒有因為學識豐富自傲，甚至離開教會。基督信仰對他而言，並不只停留在傳福
音和個人得救層面，而是嘗試擴展到關心社會、公義和革命等不同領域。區鳳墀的生命見證，對
今日信徒著實有不少的啟發。 

文章來源：https://www.hkcccc.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757wusinglowers-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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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 拜 程 序 

 
宣  召 

 

敬  拜                        鄭韻莉 / 陳文豪 / 鄭詠怡 

 

讀  經                             約 15:12-15 

 

宣  道                    專題講道：基督徒網上交友世界 

         

講 員                       鄭嘉慧宣教師 

 

回  應                 煉淨我 / 為愛和合一禱告 / 煉淨我，我主 

 

家事分享及祝福          謝駿麒牧師 / 王桂芳牧師 / 鄭詠怡牧師 

 

              彼此問安 / 一同執拾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聚會時請關掉隨身響鬧裝置，如手提電話，傳呼機等，讓我們專心敬拜神。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29/10 
午堂 

鄭韻莉 

鄭嘉慧 
宣教師 

專題講道： 
基督徒網上交友世界 

(約 15:12-15) 

鄭詠怡 沙綠區 
尹穎欣 

黎碧筠 譚兆恒 

30/10 
早堂 

陳文豪 呂彩嫺 

袁海梅 黃麗𣶼 
黃靜仁 

羅偉真 

陳希晴 吳泳霞 劉詠儀 

午堂 鄭詠怡 謝駿麒 

林麗華 陳振庭 
郭貝貝 

何錦培 

鄭貴田 高向陽 何健偉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 
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同工 招待/投影控制 司事長/司事 

5/11 
午堂 

陳上言 

佘健誠 
牧師 

不一樣的生命 
(約 15:12-15) 

謝駿麒 
沙少區  
志明組 

陳錦儀 

陳淑彥 李詠彤 

6/11 
早堂 

蘇家淳 呂彩嫺 

何強華 羅淑卿 
梁瑞芬 

吳泳霞 

陳偉業 黎燕妮 梁秀英 

午堂 尹鳳蓮 鄭詠怡 沙旺區 

梁建國 

朱慕賢 林煒菁 

家事分享 

1. 歡迎第一次參加我們崇拜的朋友，祝願你能在我們當中投入參與，蒙上帝的呼召與

我們一同追尋真理，活出信仰生活。 

2. 弟兄姊妹現可透過網上轉賬/轉數快/ATM 轉賬等方法奉獻，完成轉賬後，請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教會，如教會沒有收到通知，會以無名氏入賬，詳情請到以下網址查

閱：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https://bit.ly/donation2021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注目看耶穌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凡勞苦重擔 當親近耶穌 必享安息 必得滿足 

凡饑渴慕義 來尋求耶穌 必享甘泉 必得飽足 

注目看耶穌 定睛看耶穌 聖潔公義主 十架上耶穌 

注目看耶穌 定睛看耶穌 

謙卑親近主 跟著祂同步 跟著祂同步 

Awake My Soul 
Songs and Lyrics by Brooke Ligertwood Copyright by Hillsong Music 

1.There is a sound I love to hear 

It’s the sound of the Saviour’s robe 

As He walks into the room where people pray 

Where we hear praises He hears faith 

2.There is a sound I love to hear 

It’s the sound of the Saviour’s robe 

As He walks into the room where people pray 

Where we hear worship He hears faith 

*Awake my soul and sing 

Sing His praise aloud Sing His praise aloud* 

3.There is a sound that changes things 

The sound of His people on their knees 

Oh wake up you slumbering It’s time to worship Him 

**1.And when He moves And when we pray 

Where stood a wall now stands a way 

Where every promise is amen  

And when He moves Make no mistake 

The bowels of hell begin to shake 

All hail the Lord all hail the King 

**2.Hey oh Oh let the King of glory enter in 

Hey oh Fall down on your knees and worship Him 

Hey oh Let His praise rise up don’t hold it in** 

1.有一種聲音 我很喜歡聽 

是救主長袍的聲音 

當衪走進人們禱告的房間 

當我們聽到讚美 衪聽到信心 

2.有一種聲音 我很喜歡聽 

是救主長袍的聲音 

當衪走進人們禱告的房間 

當我們聽到敬拜 衪聽到信心 

副歌：喚醒我的靈 歌唱 

   大聲讚美祂 高聲讚美祂 

3.有一種聲音 可以改變事情 

是祂子民跪下的聲音 

醒來吧 沉睡的人 現在就是時候敬拜祂 

**1.當祂行動 當我們禱告 

曾經堵著牆的地方 現在開著一條路 

每一個應許都是阿門 

當祂行動 沒有任何錯誤 

地獄的腑臟開始顫抖 

所有人都向主歡呼 所有人都向王歡呼 

**2.讓榮耀的王進來 

    跪下來敬拜祂吧 

讓讚美飛揚 不要收藏** 

煉淨我 
詞、曲：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煉淨我 使我更像祢 吸引我 使我更愛祢 

所有夢想和驕傲都放在祢腳前 我要完全順服  

副歌：獻上生命 完全為祢用 放下自己 願祢得榮耀 

全心跟隨 活出祢呼召 父神我只願為祢活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祢是王 
曲：吉中鳴 詞：鄭楚萍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神祢極偉大 萬有都歸祢 主宰一切 祢是王 

尊貴主 我景仰 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 

主我高舉祢的名 
曲、詞：Rick Founds 中文譯：劉燕玲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主我高舉祢的名 主我深愛稱頌祢 

我甚欣慰祢愛我 我甚欣慰祢救贖我 

副歌：祢從天上降世間 指引我路  

在世間被釘十架 我罪得贖 

從十架到墳塋 從墳塋升回天 主我高舉祢的名 

耶穌耶穌 
詞、曲：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穌喔耶穌 聖潔的救贖主 耶穌 耶穌 豐富賞賜者 

耶穌喔耶穌 至高的得勝者 耶穌 耶穌 全能醫治主 

副歌：讓凡有氣息都說 聖哉 聖哉 聖哉 

祢是昔在永在的全能主 永不改變 

讓凡有氣息都說 聖哉 聖哉 聖哉 

唯有祢是配得一切榮耀 尊貴和頌讚 

為愛和合一禱告 
曲：Keng Wook Seol 中文譯：樓恩奇 版權屬三一音樂所有 

1.主啊求祢憐憫醫治這地 所有紛爭仇恨遠離這地方 

求主的愛醫治一切的傷口 祢是醫治者 祢是真愛的源頭 

2.主啊求祢赦免我們一切軟弱 賜我們一顆謙卑愛人的心 

求主的愛撫平一切的傷痕 我們仰望祢 祢是和平的君王 

副歌:遵行主教導 我們彼此相愛 只有愛能使我們合而為一 

心連心手牽手 我們同心禱告 願真愛充滿每一個角落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多麼奇妙 
詞、曲：周巽倩 中文譯：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當我抬起頭觀看天空 看見神的大榮耀 

當我睜開眼 眾星辰在天 看見神的大作為 

在每一天齊歌頌神美好 在每一夜彰顯神的大智慧 

副歌：多麼奇妙 多麼美好祢手所造 萬物都看見 祢造這美麗的世界 

多麼奇妙 多麼美好祢手所造 我與眾天使一齊來讚美祢的名 

**萬物歌頌祢奇妙大尊榮 萬民都要看見祢大作為 

 讚美的聲音響徹在這全地** 

自由地歌唱 
詞：鄭懋柔 曲：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祢從未離開過我 祢恩典直到永久 祢應許都要成就 祢信實永遠不朽 

唯有祢是我倚靠 唯有祢是我榮耀 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  

副歌：我的口要充滿感謝 我的嘴唇要充滿讚美神的話 

誰能像我的神 愛我直到永遠 在祢能力中我展翅上騰 

我的口要充滿感謝 我的嘴唇要充滿讚美神的話 

誰能像我的神 將我放在心上 在祢懷抱中 我自由地歌唱 

寶貴十架 
曲：曾祥怡 詞：曾祥怡、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主耶穌 我感謝祢 祢的身體 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 進入光明國度 使我再次能看見 

主耶穌 我感謝祢 祢的寶血 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 醫治恩典湧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副歌：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 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 是祢所立的約 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煉淨我，哦主 
曲：Brian Doerksen 詩集：傳耶穌 4，19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煉淨我 哦主 煉淨我的心如同寶貴金銀 

煉淨我 哦主 煉淨我的心如精金 

焚燒的靈 我心唯一懇求能成為聖潔 分別為聖歸與祢 主 

我願成為聖潔 分別為聖歸與祢 我的主 來遵行祢旨意 來遵行祢旨意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講員：鄭嘉慧宣教師 
專題講道：基督徒網上交友世界 
經文：約翰福音 15:12-15 (新漢語譯本) 

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好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13. 人為朋友捨棄生命，沒有比這更大的愛了。 
14. 你們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 

15. 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已經稱你們為

朋友，因為我從我父那裏聽見的一切，都讓你們知道了。 
 

 

 

 

 

 

反思問題: 
1. 你帶著甚麼目的與人開展友誼關係？在交友過程中，有沒有甚麼障礙需要

突破？ 

2. 你會否讓你的朋友知道你是基督徒？這個身份能幫助你的朋友走向永恒的
盼望嗎？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講題： 專題講道： 基督徒網上交友世界 講員： 鄭嘉慧宣教師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我對於崇拜中其他程序的回應：  

 

如需要講員或教會負責同工直接回覆，請填下以下聯絡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謝謝您的回應！您的回應將由評道小組跟進，請將回應表放入崇拜招待處的講道回應箱中，願主賜福予您！ 



 

恆切禱告 儆醒感恩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33：3) 
       我要做一件新事，就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43：19) 

 

教會： 
1. 求聖靈充滿教會，主賜我們智慧，操練智慧，有智慧的視野，有忍耐和謙

卑的心去面對各方面的挑戰和轉變，堅定行在主的旨意中，在末後的世
代中作成主的工，見證主的大能和奇妙的作為！ 

2. 求主幫助我們在網上交友時，有主賜的智慧和愛心，並能幫助他們走向
永恒的盼望。 

3. 求主幫助我們在大時代下活出信仰，縱然人生道路有起跌，但基督信仰
卻成為我們的依仗。求主激勵我們廣傳福音和作見證，並能關心社會、
行公義和好憐憫，與主同行！ 

4. 請為聘任幹事代禱，求主預備合適的弟兄姊妹，加入行政團隊，發揮所
長，恩賜配搭。 

執事： 
 請為羅偉真執事、司徒麗燕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莫苑萍執事

和林偉漢執事禱告，求主賜他們健康的身體，並與主有親密的關係，在
工作或退休生活、事奉及家庭生活能夠平衡，作息合宜，有屬靈的恩賜
和智慧來事奉。每天經歷主的同行和帶領，更深體驗主的心意，活出主
賜他們的召命。 

宣教士：  
 李偉良韓昱夫婦於 7-28/11 返港，求主賜福他們在港的生活和服侍，與

家人共聚，經歷主恩！ 
肢體： 
 請為患病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醫治和保護他們，靠主常常喜樂，超越

病患和環境的影響，能專心仰賴主，經歷主的同在！ 
香港： 
 求主幫助因有身體特別的原因，而未能接種疫苗，求主幫助他們能找到

醫生可以發出免針紙，讓他們可以安心出行，身心安康！ 
中國： 
 中共二十大閉幕，新一屆領導班子出爐，選出 205 名二十屆中央委員會

委員。求天父祝福新一屆的領導班子，使他們能夠充份發揮各人的才幹，
制定各種切合時代需要，利國利民的政策，邁向民主，並且促進世界和
平，共同合作，克服各種的危機。求主幫助中國百姓不是只求生活的富
足，而是更多心靈和靈裡的富足，有更多機會認識和信靠主耶穌。求主
保守教會和信徒有從神而來的智慧，在政治給予的夾縫中仍能見證和實
踐大使命，突破一切限制！ 

世界： 
 求主賜福英國的新任首相辛偉誠，滿有主的智慧和信心去帶領政黨和國

會穩定及團結，同心面對巨大經濟挑戰，反危為安，走出幽谷，進到泉源
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