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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日期先後次序)

深區 青年門訓 5月18日 6月10日 俗世信徒 深區同工 20 長沙灣平安福音堂
5月18-20、21-23、27-30
6月7及9-10

牛頭角 兒童暑期聖經班 6月15日 7月13日 大舞台，小演員 --- 不限 牛頭角平安福音堂 主日

富山堂 生活營 7月5日 7月6日 青少生活營 --- 35 粉嶺浸會園

元朗堂 生活營 7月8日 7月10日 生命成長生活營 --- 50 鯉魚門渡假村

將軍澳 青成夏令會 7月11日 7月13日 愛家多一點 黃儀章博士 40 西貢青協訓練營

富山堂 - 富山中心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14日 7月17日 大舞台，小演員 --- 24 富山服務中心 升小一至小六

大圍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14日 8月25日 石頭家族 主日學老師 不限 大圍平安福音堂
14/7 21/7 28/7 11/8 18/8 25/8
小一至小五學生

小瀝源 兒童多元智慧訓練課程 7月14日 8月15日 飛躍翱翔天 --- 30 小瀝源平安福音堂

大圍堂 其他 7月15日 8月15日 綜合暑期活動 教會同工 不限 迦密愛禮信小學 學校學生

沙田堂 其他 7月中 少年SPY營 --- 30 馬灣太陽館

深區 少年夏令會 7月16日 7月19日 Teen 行者 劉志良牧師 120 香港小童群益會西貢白普理營 見證:陳兆焯校長

順寧道 少年夏令會 7月16日 7月19日 Teen 行者 劉志良牧師 20 香港小童群益會西貢白普理營

馬鞍山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16日 7月18日 --- --- 30 馬鞍山平安福音堂

柴灣堂 短宣 7月17日 7月20日 揭陽短宣 --- 20至30 揭陽

牛頭角 青成夏令會 7月18日 7月20日 與神同行 共塑人生 黃裕波院長 55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老人度假中心

大圍堂 青成夏令會 7月18日 7月21日 重申定位 (成人) 劉志良牧師、邵啓良先生 130 西貢北潭涌戶外康樂中心 十周年夏令會附設兒童聚會(得冠冕)
大圍堂 少年夏令會 7月18日 7月21日 Change (少年) 劉志良牧師、邵啓良先生 西貢北潭涌戶外康樂中心 十周年夏令會附設兒童聚會(得冠冕)

小瀝源 青成夏令會 7月18日 7月20日 夏令會
李穎蓮教士

翁靜淳牧師
110 西貢樟木頭老人度假中心

啟德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0日 7月23日 飛躍靈命 葉裕波牧師 80 西貢北潭涌保良局渡假營

啟德堂 少年夏令會 7月20日 7月23日 飛躍靈命 葉裕波牧師 30 西貢北潭涌保良局渡假營

啟德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0日 7月23日 得冠冕 --- 20 西貢北潭涌保良局渡假營

九龍灣 少年夏令會 7月20日 7月22日 尋夢園 陳文達傳道 40 沙田突破青年村

天水圍 青成夏令會 7月20日 7月23日 委身基督、共建神家 李秉光牧師 80 梅窩衞理園

觀塘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0日 7月24日 生命影響生命
林慶榮長老

梁永善牧師
160 西貢樟木頭老人度假中心

柴灣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2日 7月25日 大舞台，小演員 --- 30 金源樓堂址

上水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3日 7月27日 得勝有餘

柴樹良牧師

莊百里牧師

徐玉琼牧師

150 香港大學嘉道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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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上葵涌 青成夏令會 7月23日 7月26日 安息　‧　得力，同奔天路 李穎蓮教士、甄達安牧師 160 粉嶺宣道園

深水埗、翠竹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3日 7月27日 承使命.建身心.進人群
葉裕波牧師

李穎蓮教士
200 沙田突破青年村

南屯門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3日 7月27日 大舞台，小演員 蔡盈瑜傳道總負責 90 平安福音中學 27/7 同時舉行家長福音茶聚

長沙灣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4日 7月27日 大舞台，小演員

周倩儀傳道

李慧嫻姊妹

鄧美鸞姊妹

長沙灣平安福音堂

大埔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4日 7月27日 如鹿渴慕．從心敬拜
早堂：蔡式平博士

晚堂：鄭以心牧師
136 香港浸信會神學院

富山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6日 7月30日 毅行天路，燃獻生命
早堂：鄧淑良博士

晚堂：莊百里牧師
150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老人度假中心

青衣堂 青少年佈道 7月26日 7月26日 青少年佈道會 --- 青衣平安福音堂

長平、太平 青成夏令會 7月27日 7月31日 成為我異象 郭文池牧師、鄺國雄傳道 125 粉嶺宣道園 見證：劉克華弟兄

馬鞍山 青成夏令會 7月27日 7月31日 王者冠冕
早堂-陳培德牧師

晚堂-蔡永求牧師
100 中大逸夫書院

西環堂 少年夏令會 7月28日 7月30日 --- 王偉鴻傳道 20 薄扶林傷健中心

觀塘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9日 8月1日 大舞台，小演員 --- 30 觀塘平安福音堂

上水堂 少年福音營 7月30日 8月1日 Heaven Bird 鄧穎軒傳道 40 粉嶺浸會園

尖沙咀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30日 8月1日 神是愛 葉慧賢傳道 無限 尖沙咀平安福音堂

荃灣堂 少年夏令會 7月30日 8月1日 我要爆seed --- 24 粉嶺浸會園

廣東道、界限街 青成夏令會 7月31日 8月3日 時代GPS 曾立華牧師

鍾志廣牧師
180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老人度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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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8月3日 時代GPS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老人度假中心

廣東道、界限街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31日 8月3日 時代GPS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老人度假中心

沙田堂 青成夏令會 7月31日 8月3日 你在這裏作什麼？
梁國權先生

張雲開先生
150 元朗大棠渡假村

沙田堂 少年夏令會 7月31日 8月3日 你在這裏作什麼？
朱敬華傳道

葉松茂博士
25至30 元朗大棠渡假村

南屯門 少年夏令會 7月31日 8月3日 愛上禱告親近神
冼日新傳道

南屯門堂傳道人
香港浸信會神學院

南屯門 青成夏令會 8月1日 8月3日 愛上禱告親近神 南屯門堂傳道人 香港浸信會神學院

尖沙咀、荔枝角 青成夏令會 8月2日 8月5日 跟隨主的腳蹤行
吳主光先生

楊寶文先生
300 中大逸夫書院

西環堂 青成夏令會 8月2日 8月5日 謹守你心
早堂：羅錦庭傳道

晚堂：李盛林牧師
59 浸信會神學院西澳校園營地

太子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8月3日 8月3日 兒童福音嘉年華 --- 太子平安福音堂

荃灣堂 生活營 8月3日 8月6日 成長go高goal 陳梁頌玲女士 76 循道衛理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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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堂 少年夏令會 8月5日 8月7日 不再獨行 --- 27 大嶼山四白灣

青衣堂 青成夏令會 8月6日 8月10日 心意更新，獻上身心
冼日新傳道(早)
馮永樑牧師(晚)

110 香港浸信會神學院 梁耀權長老(專人見證)

西灣河 青成夏令會 8月6日 8月10日 愛主你的神

早堂: 吳培炳弟兄,
袁仲輝弟兄

晚堂: 吳主光弟兄

220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老人度假中心
見證: 梁耀權弟兄

青成，少年及兒童夏令會，同步進行

西灣河 少年夏令會 8月6日 8月10日 吳主光弟兄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老人度假中心

西灣河 兒童夏令會 8月6日 8月10日 J.O.Y.go,go,go ---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老人度假中心

屯門堂、元朗堂 青成夏令會 8月3日 8月7日 以愛建立
晚堂：李秉光牧師

早堂：曾寶兒傳道
100 香港女童軍總會元朗康樂中心

柴灣堂 少年夏令會 8月10日 8月12日 未定 未定 40 烏溪沙青年村

牛頭角 少年夏令會 8月10日 8月12日 天Teen高Fun --- 35 烏溪沙青年中心

順寧道 青成夏令會 8月10日 8月13日 承主恩  傳主名 李盛林牧師 130 沙田突破青年村

深水埗 兒童暑期聖經班 8月10日 8月24日 由理探秘

創造 墮落 拯救
未定 30至40 深平副堂

8月10、17、24
10/8 家長講座

余德淳先生

九龍灣 青成夏令會 8月17日 8月19日 愛裡尋祂
彭振國牧師

黃志成傳道
170 西貢樟木頭老人度假中心

葵涌堂 生活營 8月28日 8月30日 認識自己、認識神 --- 45 馬灣救世軍度假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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