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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道、界限街 青成夏令會 7月27日 7月30日
「Let God be God ~
以神為中心的生活」

譚志超老師、盧子劍牧師 204 香港青年協會西貢戶外訓練營 青成，少年及兒童暑聖，同步進行

廣東道、界限街 少年夏令會 7月27日 7月30日 「移動戰場」 - 香港青年協會西貢戶外訓練營 青成，少年及兒童暑聖，同步進行

廣東道、界限街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7日 7月30日 「做個真門徒」 - 香港青年協會西貢戶外訓練營 青成，少年及兒童暑聖，同步進行

柴灣堂 青少年夏令會 7月27日 7月29日 青少年夏令會 未定 40 西貢戶外康樂中心

柴灣堂 其他 7月20日 7月23日 信仰歷程 - 100 內地教會 短宣

長沙灣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8日 7月23日 神奇運動會 楊振強、潘弘強、楊惠嫺 30 長沙灣堂平安福音堂 8/7, 9/7, 16/7 & 23/7

富山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2日 7月26日 以愛共建神家 盧子劍牧師、區伯平牧師 140 保良局元朗大棠渡假村

富山堂 青少年生活營 7月1日 7月2日 敵人在哪兒？ - 40 浸會園

富山堂 青少年夏令營 7月22日 7月26日 - - 15 保良局元朗大棠渡假村

富山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18日 7月21日 地球小管家﹝聖經班﹞ - 24 富山中心

九龍灣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3日 7月26日 爾心為心
黃福光、

趙詠琴老師
140 香港青年協會西貢戶外訓練營

九龍灣堂 其他 8月3日 8月5日 青少年裝備之旅 訓練 傳道人 12 灣平

九龍灣堂 、啟德堂 其他 8月14日 8月14日 青少年裝備之旅 日營 傳道人 30 灣平 及 啟平

葵涌堂 少年生活營 7月16日 7月18日 真‧使徒行 '轉' 何麗娟傳道 48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梁紹榮度假村

葵涌堂 其他 8月13日 8月14日 歡TEAM喜Day - 20 香港青年協會西貢戶外訓練營 初中生活營

葵涌、上葵涌堂 青成夏令會 8月3日 8月5日 悠閒@更新 袁仲輝傳道、周民勇牧師 176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梁紹榮度假村

觀塘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3日 7月27日 綻放基督的香氣
區伯平牧師

譚志超博士
160 突破青年村

荔枝角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0日 7月23日 建立神家堵破口 鄺國雄先生 120 突破青年村 青成及兒童，同步進行

荔枝角堂 兒童夏令會 7月20日 7月23日 突破青年村 青成及兒童，同步進行

馬鞍山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7日 7月30日 飛去享安息 袁仲輝傳道、林志成牧師 120 突破青年村

馬鞍山堂 全港聚會 8月1日 8月10日 港九培靈研經會 200 馬鞍山堂平安福音堂
供應場地給大會

及提供相關技術支援

牛頭角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1日 7月23日 唔呃自己，同負主軛 陳恩明牧師 65 粉嶺宣道園
12、19、26/6，
3、10/7

牛頭角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6月11日 7月9日 品格農莊 Summer Fun 30 牛頭角平安福音堂 夏令聖經班

海濱堂 少年夏令會 7月16日 7月19日 銳變 劉啓耀傳道 40 突破青年村

上水堂 青成夏令會 8月9日 8月13日 重整突破、討主喜悅
吳培炳

莊百里
120 香港青年協會西貢戶外訓練營

主日：郝繼霖先生

見證：余德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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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堂 其他 8月2日 8月4日 - 鄧穎軒 25 突破青年村 福音營

沙田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7日 7月30日 活石靈宮 樓恩德牧師 180 粉嶺宣道園

沙田堂 少年夏令會 7月27日 7月30日 活石靈宮 林天行牧師 40 粉嶺宣道園

沙田堂 少年生活營 8月2日 8月4日 LEGO 40 長洲

上葵涌堂 少年夏令會 8月27日 8月29日 少年信仰體驗營 - 24 浸會園

上葵涌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4日 7月28日 暑期聖經班 - 15人以上 上葵涌平安福音堂

上葵涌堂 其他 7月11日 8月22日 初中暑期活動 - 15 上葵涌平安福音堂 逄週二

小瀝源堂 全港聚會 8月1日 8月10日 港九培靈研經會 400 小瀝源平安福音堂
與牧職神學院聯合供應場地給大會

及提供相關技術支援

小瀝源堂 青成夏令會 7月14日 7月16日 專等候神 張智聰博士、邵樟平老師 160 烏溪沙青年新村

小瀝源堂 青少年夏令會 7月14日 7月16日 專等候神 晚堂：顧建偉長老 烏溪沙青年新村

深區 青成夏令會 7月26日 7月30日 榮耀的盼望
李秉光弟兄

劉志良弟兄
450 保良局大棠渡假村 深、長、元、太、翠、大

深區 少年夏令會 7月19日 7月22日 少年奇遇記
講員：黎家焯弟兄

見證: 巫啟充傳道
137 保良局元朗大棠渡假村 深、順、長、元、太、大

深水埗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8月13日 8月27日 美食嘉年華 兒主導師 100 深水埔平安福音堂 ─ 副堂二樓

每逢週日：早上10:00─中午12:30
11:30-12:30
於正堂設家長講座

13/8:何定邦姑娘

20/8:吳惠音傳道

27/8:陳梁頌玲講師

順寧道 青成夏令會 8月6日 8月10日 我要真關係
梁永善牧師

蔡好香傳道
120 突破青年村

順寧道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6日 7月29日 品格農莊 Summer Fun 萬國兒童佈道團 60 順寧道平安福音堂

南屯門堂 青成夏令會 8月19日 8月20日 Hello Family 蔡盈瑜傳道 70 突破青年村 家庭區

南屯門堂 青成夏令會 9月30日 10月2日 待定 待定 70 突破青年村 成人區

南屯門堂 青成冬令會 12月24日 12月26日 工作與休閒 冼日新 60 突破青年村 青職區

南屯門堂 少年夏令會 8月18日 8月20日 Beauty and the Best 待定 60 突破青年村

大埔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2日 7月24日 共譜新樂章
黃朱倫牧師

晚堂：王少勇牧師、蔡蔭強長老
110 香港浸信會神學院

大埔堂 少年褔音營 6月30日 7月2日 升中生活營 - 26 粉嶺宣道園 福音營

大埔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17日 7月20日 品格農莊 Summer Fun - 30 大埔平安福音堂

天水圍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0日 7月23日 同擔使命，樂建神家 - 90 嘉道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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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堂 青成夏令會 7月31日 8月3日 謹慎自守  儆醒等候
吳培炳

鄺國雄
100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梁紹榮度假村

尖沙咀堂 少年夏令會 7月31日 8月3日 謹慎自守  儆醒等候 林向華 20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梁紹榮度假村

尖沙咀堂 少年夏令會 7月31日 8月3日 謹慎自守  儆醒等候
劉英姿

趙雅詩
20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梁紹榮度假村

尖沙咀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19日 7月21日 耶穌是誰？ 葉慧賢 20 尖沙咀平安福音堂

荃灣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3日 7月27日 儆醒預備主再來 黎業文牧師、李穎蓮教士 58 保良局北潭涌渡假營

荃灣堂 少年夏令會 7月17日 7月19日 與你同行 古振暉傳道 21 麥理浩夫人渡假營

青衣堂 青成夏令會 8月2日 8月6日 聖經生命之旅
鄭以心牧師、

趙詠琴老師
102 香港浸信會神學院

青衣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6月18日 7月9日 品格農莊 Summer Fun - 90 青衣平安福音堂 日期： 18,25/06 & 2,9/07

西環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8日 8月2日 《創造主，我願轉向！》
黎永明博士

蕭旭欣牧師
60 烏溪沙青年新村 專題：吳國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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