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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道、界限街 青成夏令會 7月30日 8月2日 復興者‧ 终極盼望 孫淑喜老師、麥漢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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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8月2日 門徒是這樣煉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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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8月2日 天國小勇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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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灣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11日 7月12日 Running Kids 周倩儀姊妹、李慧嫻姊妹 --- 長沙灣平安福音堂

長沙灣、太子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6日 7月30日 時代洪流中的砥柱 鄭佑生牧師、倫思學牧師 134 保良局大棠渡假村

富山堂 青成夏令會 7月24日 7月28日 突破桎梏，靠主高飛 袁仲輝弟兄、李錦彬牧師 120 香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富山堂 少年夏令會 7月24日 7月28日 突破桎梏，靠主高飛 袁仲輝弟兄、李錦彬牧師 60 香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富山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0日 7月23日 小腳趾RUN RUN RUN - 24 富山平安福音堂

啟德堂 青成夏令會 7月19日 7月22日 執靚佢 黃永祥先生 85 烏溪沙青年村

啟德堂 少年夏令會 7月19日 7月22日 執靚佢 黃永祥先生 25 烏溪沙青年村

啟德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19日 7月22日 聖地智趣遊 - 20 烏溪沙青年村

啟德堂 暑期兒童團契 7月18日 8月29日 暑期兒童團契 - 30 啟德平安福音堂

啟德堂 痳瘋康復村 8月15日 8月15日 痳瘋康復村 - 30 廣東省

觀塘堂 青成夏令會 8月9日 8月13日 讀神話 ‧ 向神禱 ‧ 傳神道 吳主光長老、關越山牧師 160 西貢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荔枝角 青成夏令會 8月2日 8月5日 委身事主‧承擔使命 楊寶文先生、吳主光長老 130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馬鞍山 青成夏令會 7月20日 7月24日 心意更新 邵啟良傳道、倫思學牧師 100 突破青年村

馬鞍山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9日 7月31日 小腳趾RUN RUN RUN - 30 馬鞍山平安福音堂

海濱堂 少年夏令會 7月19日 7月22日 你我祂 蘇振強牧師 25 香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上水堂 青成夏令會 7月22日 7月26日 末世燈臺、儆醒候主 張雲開牧師、林永強 120 香港大學嘉道理中心

上水堂 少年夏令會 8月5日 8月7日 誰能預測？ 鄧穎軒傳道 50 烏溪沙青年村

沙田堂 青成夏令會 8月6日 8月9日 小人物，大使命 李思敬院長 200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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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堂 少年夏令會 8月11日 8月13日 出來啦！Sypcamp2015 - 40 香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小瀝源 青成夏令會 7月31日 8月2日 有祢夠了 鄭以心牧師、黃嘉樑博士 120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小瀝源 生活營 8月17日 8月19日 青少年生活營 - 20 香港紅十字會石壁營

小瀝源 生活營 7月9日 7月11日 大專生生活營 - 20 香港遊樂場協會東涌營地

順寧道 青成夏令會 8月2日 8月4日 行真理、得自由 譚志超博士、倫思學牧師 110 突破青年村

順寧道 少年夏令會 7月1日 8月31日 超窮貴族
李德榮先生(中學副校長)吳偉林(曾

任職消防員)
130 西貢戶外康樂營

深水埗 兒童暑期聖經班 8月16日 8月30日 小腳趾RUN RUN RUN 兒主老師 40 深平副堂三樓 連續三個主日；10:00 - 12:30p.m.

深區 (深順長元太大) 少年夏令會 7月22日 7月25日 超窮貴族 李德榮先生 140 香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見證：吳偉林弟兄

深水埗、翠竹堂、大圍堂 青成夏令會 7月1日 8月31日 愛神、愛人、愛到底 倫思學牧師、李秉光弟兄 250 迦密愛禮信小學﹝大平﹞ 日營

西環堂 青成夏令會 8月1日 8月5日 靈的突破 彭振國牧師、彭家業博士 60 烏溪沙青年村

大埔堂 青成夏令會 7月23日 7月26日 衝擊  見證 馮耀榮牧師、劉樹森牧師 138 保良局大棠渡假村

大埔堂 少年夏令會 7月17日 7月19日 識、式、適、色 湯建聰傳道 28 突破青年村

天水圍 青成夏令會 7月19日 7月22日 冼日新牧師 120 梅窩衞理園

天水圍 少年夏令會 8月6日 8月8日 - 40

尖沙咀 青成夏令會 8月10日 8月13日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 120 香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尖沙咀 兒童夏令會 8月10日 8月13日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 香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荃灣堂 青成夏令會 8月2日 8月6日 還我豐盛之美 陳佩恩姊妹、李穎蓮姊妹 76 梅窩衞理園

荃灣堂 少年夏令會 7月21日 7月23日 破繭 - ? 鯉魚門公園度假村

元朗堂 青成夏令會 8月2日 8月6日 信仰就是生活 林澤掦先生、曾惠芀傳道 ? 屯門平安福音堂

元朗堂 福音營 7月7日 7月9日 福音營 - 50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協助元朗官立中學基督少年軍

馬鞍山 培靈會 8月1日 8月10日 港九培靈研經會 馬鞍山平安福音堂 港九培靈研經會 -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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