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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聽證會上 我們透過一首首代表著歷史標
記的原創詩歌 與大家分享一個個城中大大小
小的見證 以Live Band的形式 與大家一同回
顧天父在過去十八年裡對香港校園的帶領 並
與不同的群體連結 讓 機構 教會 校園
職場 能夠不分你我 像一輪四驅車在神國的
高速公路上全速推進 當晚 最感動我的是上
一代的祝福 沒有黃姐的委身和引導 沒有馬
師母的賞識和提攜 也沒有今天的堅持了十八
年的一條硬漢子阿勇 更感恩當晚可以和我一
家站台 更可與孩子一起唱出為他而創作的歌
曲 滿溢最後 也想分享一下最奇妙的事 話說半年前

認識了播道總會的一位資深弟兄 也是委員之
一 他將U-Fire引薦給播道總會 希望我們可以
協助他們興起青年一代 於是 我們火速一拍
即合 更為播道總會度身訂造了一個 青年使
命團 的計劃 感恩這個計劃已經在十二月開
動 而且效果良好 維期一年 接著 崇真總
會三位牧師突然來探訪U-Fire 他們渴望傳承新
一代卻苦無對策 經過深入交流和交心 我們
又度身訂造了屬於崇真會的 暑期青年同工實
習計劃 簡稱 青同 計劃正在招募和宣
傳 求主加能賜力

其後 不同的宗派也接二連三地找上門 我們也詫異U-Fire
這個小機構 居然可以吸引了這些 史悠久的宗派的注視

直到現在 我有時也會默想 其實宗派不也是因著共通
的信念而結盟嗎 不也是因著共同的異象而建成的平台嗎

其實 這不也是也正正和U-Fire現時的發展不謀而合嗎
只要我們共同建立的目標一致 都是鞏固神家和擴展神國

相信我們同心合一不再分你我 各自展現各自的特色
包容並欣賞各自的獨特性 共建青年復興土壤也指日可待

但願各大宗派有一天也可在主裡合而為一 打破阻隔我
們之間圍牆 真正成為神家中的一分子 為下一代共建更
廣闊的天地

2018年下旬 U-Fire最驚喜的事就一定是 全部同工一起去
台灣遊學兼退修 而且機票食宿也幾乎由有心人士資助
這真的是一份很實在的禮物 送給我們一群正在前線作戰

經常衝烽陷陣的安慰 我們都享受這樣休閒的團隊時間
我個人也希望 每年有一次這樣的旅程 這樣的新年願

望也不會太過份吧

另外 論到最閃亮的事莫過於 燊火拾 音樂聽證會
從籌備的過程 找回不同年代被興起過的青年 也聯繫了
職場伙伴 牧者 老師 大學生 這個慶祝生日的機會
成為我們的聚腳點 一起回顧U-Fire十八年而來的成長
承蒙天父的恩典及帶領 在過去十八年裡 感
激大家擺上青春 時間 金錢 與U- Fire 同心
同行 讓神的國在校園𥚃不斷推進 復興了一
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勇總的話
承蒙天父的恩典及帶領 燊火青年網絡  (U-Fire) 已進入十八週年的大日子 在過去十八年裡 感激各
位擺上青春 時間 金錢 與U-Fire 同心同行 讓神的國在大專及中學校園不斷推進

而我們在2018年11月30日晚借用了復興教會的場地 舉辦了 燊火・拾 音樂聽證會 透過一首首代表著
歷史標記的詩歌及一個個城中大小事的見證 當中包括貞潔運動 感恩運動 菲律賓人質關愛運動等 以
歷史展廊 拍照攤位及Live Band (現場音樂) 的形式 與歷年的戰友們一同回顧天父在過去十八年裡對香港
校園的帶領 亦向各位分享我們的 四輪車 概念 我們期望看到香港不同群體有更深的連結 讓 機構

教會 校園 職場 能夠不分你我 像一輪四驅車在神國全速前進

「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來一7 ; 詩一百零四4)

《燊火・拾捌》音樂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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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與復還」與「家」的信息結合
藉著過去一年釋放 產業與復還 的信息 我們發現繼承產業的重點在於關係 若沒有關係
沒有產業能夠傳承下去 而當 產業 的概念再次被啟示時 恢復的旅程也會隨即啟動 而
恢復 的重點其實也是在說明關係 若關係不被修補 其實也同樣無法繼承 產業  因此

家 是另一個重要的概念(不論是肉身的家或是屬靈的家- 凡指基督的身體 範圍可是堂會
校園 職場 各群體)  神在透過 家 去展現 自己 亦只有 家 能夠讓 產業與復還
的原則運行 換句話說 亦只有 家 成為 產業 唯一的載體

弟兄們 你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的 如同以撒一樣 當時 那按著肉體生的迫害了那按著聖
靈生的 現在也是這樣 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 是說 把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 因為使
女的兒子絕不能與自由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

弟兄們 這樣看來 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
而是自由婦人的兒女了  (加四 28-31)

  大專院校禱告殿聚集 
   (U-HOP Gathering)及I-Family Gathering (IVE各院校聚集)
今學期除了繼續有一群激烈愛耶穌的大專基督徒領袖以敬拜禱告的方式接待神同在 為校園
守望外 他們與其他大專基督徒的關係更有一大突破 例如: 他們除了願意花時間一起敬拜禱
告外 亦願意刻意花時間與大家在一起彼此認識 建立關係等 除了同院校的信徒關係有突破
外 跨院校的領袖之間的關係對比過往數年更有著顯著的突破

  

  大專院校禱告殿領袖退修營 
   (U-HOP Leaders Retreat Camp 2019)

在2019年1月6日至1月8日 有總共20位來自9間大專院校的領袖及2間機構的同工聚集在一起花時
間建立與彼此建立關係 亦一同以敬拜禱告尋求父神在香港年青人的心意 在這個玩有時 傾
心事 有時 敬拜禱告有時的氛圍下 天父在當中作了一件新事 我們透過守聖餐 彼此立約
承諾在香港大專院校裡 建家 學習把 家人同行 的文化及氛圍帶到自己的校園當中 並且
願意委身與其他院校領袖密切同行 而我們亦特意邀請了當中兩位現任大專領袖在此分享他們的
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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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Oneness        聖潔        同行

   聖潔營會Holiness Camp 2018 
在2018年12月26- 29日 迎來了第三年的Holiness Camp 今年營會的主題是 Oneness    
( 成為一 或 合而為一 ) 今年 我們繼續有來自100間堂會及約250名參加者與我
們一起尋求神的面 渴想成為聖潔的一代 不但如此 當父神帶領營會籌委制定今年
主題為 Oneness 後 父神除了不斷轉化籌委們的心 更在短短的四日三夜裡 轉化了
眾參加者及服事人員的心 : 從個人追求神到一個家一同尋求 心意 我們不再
需要在每個世代興起Hero (英雄) 去作帶領 但我們需要一個generation (世代) 一同興
起遮蓋我們的城市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 我已賜給他們 使他們合而為一 像我們合而為一
                                                                     (約17: 22)
     

大專HOP Leaders Retreat Camp迎來第二年 神在我們當中揭示有關家
人同行的心意 從2017年開始 U-Fire便為大專禱告殿的學生領袖們舉

辦退修營會 讓一眾領袖們能在其中一同與主與人相交 重新得力
彼此鼓勵 在2018三日兩夜的營會中 我們花了一天的時間與大家輕鬆

玩樂 有一起玩board game的時候 有一起BBQ的時候 有夜間促膝長談的時候
也有一起離營吃糖水的時候 期間並沒有任何既定日程 使大家有一個空間既

能一同玩樂  也能隨時自由分享生命 不但一同追求靈性上的關係和突破 也
落地 地建立人性化的群體生活

在禱告敬拜中 神多次揭示 多代同行 和 家 在末世中的重要性 並且香港
的青少年需要家 在聚會中有人因感到被愛而願意勇敢分享生命的黑暗和軟弱
也有人分享在神國中的夢想 而群體就以愛的說話 擁抱和禱告來回應這些分享

這一種生命的透明度 transparency 源自在關係中的信任和冒險 深信神家
的愛能真切讓人經歷在愛裡沒有懼怕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感謝神 藉著彼此接
待人的同在和一同接待神的同在 神在當中使眾人體會家人同行對個人生命的重
要性 天父實在是給大專禱告殿的領袖們上了一課體驗式學習

天正 (CityUHOP領袖)

(LingUHOP領袖)文希
家不是一個地方 家是你我在一起

很感恩我能夠參與這個HOP leader retreat camp 在禱告敬拜中 我明白到
為大專校園站立和守殿就是神量給我的那一份 而神再一次燃點起我小時
候的一個夢想 街上每一個角落都充滿著天堂的氣氛 我決心要成為大專校園 的
守望者 即便離開校園也要繼續為它們守望 直到新郎耶穌再來 在第二晚的聚會 聖
靈很深的觸摸我 在醫治釋放的過程中 聖靈帶領我們進入喜樂的河流 我自由地跳和
唱 我的靈被喜樂充滿 那時彷彿聽到聖靈說: 你被造就是這樣自由和喜樂 我就知道

我的生命理應是充滿喜樂 在這短短的三日兩夜 我認出了這一班大專HOP leader
就是我的屬靈家人 一起學習成為彼此的家人和同行者 在彼此面前坦露自己的軟弱
我相信在末後神要興起一隊家軍 有著真實的關係 連成一線守護著各個國家



大專領袖裝備及培訓

義軍培訓策劃

香港中文大學「薪夥計劃」

感恩 今年我們為年青人創辦首屆 U-Fire 燊義軍培
訓策劃 以下簡稱 燊義軍 期望在未來一年透
過燊義軍培訓 以跨代 跨界 跨區 跨校連结不
同世代 Generations 達至代代相連 燊 火
相傳 又藉四個網絡平台 Networks 教會網絡

機構網絡 校園網絡和職場網絡 興起青年成為
領袖 成為有領導力 組織力 推動力 影響力
承載力 持久力的燊義軍

目         標 同行一年 每月一會
吸  引   點 on the job training 邊做邊學
主力回應 港島東區 東九龍 將軍澳 全葵青    
                    中小學及大專校園

好開心今年我們的服侍進入中文大學 協助學習輔
導及文化共融組 舉辦2018-2019 年度的 薪夥計劃

為一班內地生的學兄學長提供訓練 訓練他們
成為領袖 帶領及照顧新一年度的新生 當中我們
有很好的訓練時間 明白到他們在香港讀書的壓力
和需要 從而提供真實的同行 讓他們的校園生活
增添一份愛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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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 Refreshing Gathering  

日期 2019年5月2-3日  
對象 應屆DSE考生
內容 考完DSE 如何不倒抽一口涼氣  當然係神既同在裡 吸入新鮮既空氣啦    
            我地聯同一眾大學生想同DSE考生們一齊在主裡面celebrate 地完成人生一
            個重要既階段  在敬拜禱告既氛圍裡 refresh and recharge 同心同行 !
費用 全免
聯絡 彭彭 (9765 0596)

青年領袖訓練2019—家:產業與復還
日期 2019年5月14-31日 (逢星期二至五   
對象 應屆DSE考生及大專生
內容 繼上年青領的 產業與復還 今年推出續集 家:產業與復還 我們
            深信產業只有在家裡才能繼承  所以我們不只要做校園戰士 更要做家人
費用 $700早鳥 1/4/2019前 ; $900正價
聯絡 詳情請留意之後發放的資訊

青年學院
我們的服侍走入青年學院 為他們提供一個領袖訓
練 讓參與訓練的同學成為領袖 回到自己的分校
舉辦活動 服侍同儕 當中我們透過教會的網絡協
助 一起進入營會的訓練 並會在整個學年在各自
的院校繼續與學生同行 繼續協助他們成長 期待
下一年仍有機會去服侍他們



啟導學習計劃

LOVE Inspired

 Inspired LOVE

踏入第六個年頭 啟導計劃依然不斷地祝福著不同年青人 無論是中學生 還是大
專生導師 都有令人驚訝的見證發生 以下將會為大家呈現 敬請期待 今年有四
間新加入的學校 很感恩全部很快便跟上了節拍 每一間學校都很獨特 而啟導是
流通生命的管道 藉著啟導這個平台 我們啟發愛 學習愛 將愛分享出去

在過去幾年 我們看見校園充滿黑暗 埋怨投訴文化充斥 兩
代予盾衝突加劇 自毀自殺的氣氛漫燃⋯我們似乎無力挽留下
一代的身心靈 青少年一代不斷迷失 流失 喪失⋯究竟我們
有何出路 為此 過去三年我們聯繫了十八區的青年牧者 老
師 學生領袖 職場領袖 一起跨代同祈 誇界同行 燃點十
八區校園的烽火台 在黑夜匯聚校園的繁星 齊心為主發光
這也是ACTs2Gather的目標 ACTs=Arise Campus Transform-
ers 過去我們一直推動學生 自發地以創意的祝福行動來轉
化校園 成功興起眾多 校園轉化者 Campus Transformers

熱心回應主的愛 帶動天國文化在校園

訓練日後建議行動
  9-10月－尋找珍寶 服務對象是中一新生
11-12月 感恩校園 服務對象是老師 校長 教職員 校工
  1-3  月 考生加力 服務對象是中六考生
  5-6  月 過三關懷 服務對象是中三學生

今年總共有7間的學校參加 更有來自澳門學校的師生參與
一同為校園復興 興起領袖而努力 在四小時訓練中 看見同
學從害羞變主動 每位同學都有獨當一面的帶領特色和風格
對於來年在學校推動充滿信心

中學領袖裝備及培訓

見證

 Inspired LOVE

聯校領袖訓練日Campus Transformer 

牧者Ruth・導師Deborah
能成為兩間學校(王錦輝 五育中學 )的督導是神給我的恩典 其
中一間是首次參加啟導計劃的學校 和老師開會時 老師已告知
校內的特殊學生 SEN 會使人有種 噴血 的感覺 老師也
清楚學生一來中文程度連最基礎都達不到 二來他們很多都不自
願學習和低動機的學生

感謝主 能幫助一些SEN 的學生 是我們的福氣 雖然中文是我
的強項 但怎也沒有想到那些學生真的像沒有學過中國語文一樣

其中一位同學更聲稱他在小學的時候 學習中文是胡混過關的
從遊戲 看片到落實作文 經過上學期五堂的渾身解數 我和

我的團隊終於有少許成果 學生開始不太抗拒中文了

然而 我更感恩的是 其中一個跟了我很多年的大專生 -麗儀
她在服侍上有很大的突破 原本在19年下學期 她在大學上堂時
間 正好和啟導班的時間重叠 但看見整個團隊沒有女導師 而
且她負責的小組的兩個學生有讀寫障礙 過度活躍等 很有需要
她的幫助 她是讀教大學生 與朋友分享自己有感動繼續做導師

但需要讀完這科才能順利畢業 最後 經過與我商量後 她憑
信心作出選擇 決定繼續擔任啟導班的導師 之後 恩典就出現
了 麗儀竟然正式報讀SEN的學科 立志幫助SEN的同學
啟導班 -啟導了我如何教和愛有SEN的同學
啟導班 -啟導了麗儀成為幫助有SEN同學的老師
再次感謝U-Fire 感謝啟導



青
・結

青結課程
貞潔性教育

感謝主 於2018-2019年度有機會以 青結課
程 進入不同的學校 由2018年中 珍愛課
程 的教材 現改名為 青結課程 青

是指青少年 結 是指心結 取其意為
解開青少年對於兩性關係及性愛的心結

U-Fire在2018年9月開始 繼續與東區教會牧
者網絡進入到嶺南衡怡中學 除了在中四舉
行不同的青結課程外 更在中四和中五舉行
生死和家庭教育 和中六面對壓力的課程
每次除了邀請不同牧者外 更有一眾的大專
生來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 以生命影響生命

讓他們明白擁抱自我和持守貞潔的重要
感恩老師和同工的合作 讓到每一次課程都
順利進行 並有正面反映

另外 在救世軍卜維廉中學繼續有中一至中
六的青結課程 而我們也在香港浸會大學附
屬學校王錦輝中學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和英
華女學校有青結專題講座 求天父繼續使用
青結課程 去把正面的珍愛價值觀灌輸給學
生

而在未來 我們希望把青結課程帶到另一個
層次 計畫預算HK$300,000作為種子基金
把青結課程以媒體方式展現 成為一個影音
教材 繼續祝福不同的學校

台
灣

實
習
同
工

Taiwan Retreat
首次整個同工團隊一起離開香港 飛到台灣的高雄 此次旅程是由職場有心人贊助 機
構再補貼 提供食宿並當地的電話卡 讓我們能即時分享我們在台灣的點滴 在台灣的
行程中 我們連結當地的教會 並彼此分享交流 更走進原住民的部落中吃喝玩樂 享
受團契的時間 一起敬拜 用音樂互相結連 而同工們嘗試五日四夜的慢活 把事工暫
時放下 一起共同生活 談心談生命 講夢想

踏入二月 原來自己成為U-Fire同工已經四個月 好感恩 神 U-Fire及我母會
安排我成為U-Fire一分子 雖然只是短短四個月時間 我透過啟導計劃以及其他
U-Fire事工 讓我學習到轉化人的心很重要 當一個人的心轉變後 整個人的改
變有重大翻轉 這個世代充滿許多負面情緒 但同時卻又充滿恩典 神要興起
年青一代去轉化他們自身世代 不但秉承上一代精神 亦同時祝福不同世代的人

而他們的改變成為我的祝福
盼望繼續與年青一代一起打杖
                                               Parker

轉眼之間在U-Fire 成為實習同工已經172天了 數算一下其實不過半年 一開始的
不熟悉 慢慢的學習 了解 經歷的卻遠超於所預期 記得在台灣 與同工們放
下平日的事工 分享日常生活及經歷的時刻 不單是建立關係 加深認識 對我
而言 更是一種生命經歷的教導 不論是啟導 講座 甚至與學校 職場 機構

教會的連結以及其他的事工 都在共同展現基督的身體 在這裡 開展了對神
國更廣闊的眼光 每一刻都有數之不盡的恩典和得著 深刻的經歷坎於心 感覺
不能完全道出 Endless desire to experience how great is our god. 
There are more for us to taste.
                                                                       高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