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由 至

廣東道、界限街 青成夏令會 8月4日 8月7日 我心渴慕、我靈歌頌 李盛林長老、鄭以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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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4日 8月7日 敬拜‧終極任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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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4日 8月7日 「祈」妙處處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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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灣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9日 7月10日 開心大發現 周倩儀傳道 30 長沙灣堂平安福音堂

長沙灣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4日 7月28日 生命的事奉 賴若瀚牧師、鄺國雄傳道 158 香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太子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4日 7月28日 生命的事奉 賴若瀚牧師、鄺國雄傳道 香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元朗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4日 7月28日 生命的事奉 賴若瀚牧師、鄺國雄傳道 香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柴灣堂 青成夏令會 7月1日 7月3日 事奉人生 麥子強傳道 60 烏溪沙青年村

柴灣堂 少年夏令會 8月7日 8月9日 未定 未定 30 元朗大棠渡假村

柴灣堂 內地青少年夏令會 7月21日 7月24日 內地青少年夏令會 柴灣堂傳道人 120

富山中心 兒童暑期聖經班 8月2日 8月5日 Amazing Power 大追蹤 - 約25 富山中心

富山堂 青成夏令會 8月6日 8月10日 守望教會你我祂 譚志超弟兄、麥樹明牧師 約150 西貢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富山堂 少年相交生活營 7月2日 7月3日 - - 30 宣道園

富山堂 少年夏令會 8月6日 8月10日 守望教會你我祂 譚志超弟兄、麥樹明牧師 約30 西貢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啟德堂 青成夏令會 7月25日 7月28日 佳美腳蹤 鄭以心牧師 90 西貢北潭涌保良局渡假村

啟德堂 少年夏令會 7月25日 7月28日 佳美腳蹤 鄭以心牧師 20 西貢北潭涌保良局渡假村

啟德堂 兒童夏令會 7月25日 7月28日 小腳趾 run run run 陳定邦傳道、陳惠嬋傳道 20 西貢北潭涌保良局渡假村

啟德堂 探訪痳瘋康復村 8月20日 8月20日 痳瘋康復村 - 無限 東莞

九龍灣堂 青成夏令會 7月17日 7月20日 睿智人生、堅守使命 李盛林長老、吳桂行傳道 160 西貢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九龍灣堂 福音遍傳 8月4日 8月6日 長洲福音遍傳 - 約50 長洲基督教永光堂 長洲白普理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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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堂 團契生活營 7月24日 7月26日 衝出限制 - 28 烏溪沙青年新村

葵涌堂 團契生活營 8月21日 8月23日 (待定) - 34 浸會園

葵涌堂 兒童暑期興趣班及加油班 8月9日 8月25日 開開心心放暑假 - 逄週二、三、及週四 ─ 上午 葵涌平安福音堂

葵涌、上葵涌堂 青成夏令會 8月3日 8月6日 作主門徒 盧子劍牧師、董增峰弟兄 150 西貢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觀塘堂 青成夏令會 7月24日 7月28日 與神交往重尋能力的

根源

吳翁靜淳牧師

趙詠琴博士
160 西貢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馬鞍山堂 青成夏令會 7月24日 7月28日 【真•活祭】 冼日新長老、謝樹強傳道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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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關技術支援

牛頭角堂 青成夏令會 7月22日 7月24日 慢活。在主前 梁祝君傳道 84 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牛頭角堂 少年夏令會 7月22日 7月24日 - 24 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牛頭角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6月12日 7月10日 Amazing Power 大追蹤 主日學老師 100 牛頭角平安福音堂
12、19、26/6，
3、10/7

牛頭角堂 興趣綜合活動 7月26日 8月5日 興趣綜合活動

（K1-K3）
傳道人 25 牛頭角平安福音堂 附設：家長專題活動

牛頭角堂 青少年訓練 7月26日 7月30日 ｢伴你高飛」青少年訓練2016 傳道人 20 牛頭角平安福音堂

海濱堂 少年夏令會 7月17日 7月20日 3G:Goal,Go,Growth 蘇振強牧師 40 香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上水堂 青成夏令會 7月20日 7月24日 堅守真道．承傳使命

早堂：李穎蓮教士

晚堂(周三至五)：區伯平牧師

晚堂(周六)：鄭佑生牧師

110 香港大學嘉道理中心
專題：蔡志森先生、

主日：郝繼霖先生

上水堂 少年夏令會 7月27日 7月29日 My Super Hero 鄧穎軒傳道 50 浸會園

上水堂 少年夏令會 8月9日 8月12日 地球小管家 劉詩韻 20 上水平安福音堂

沙田堂 青成夏令會 8月21日 8月24日 迎風屹立 陸輝牧師 180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沙田堂 少年夏令會 8月21日 8月24日 迎風屹立 江永光傳道 25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沙田堂 青少年生活營 8月2日 8月4日 SPY Camp - 24 突破青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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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堂 國內體驗團 7月26日 7月29日 肇慶體驗團 - 10 國內

上葵涌堂 少年生活營 7月21日 7月23日 少年生活營 - 28 鯉魚門渡假村

上葵涌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5日 7月29日 2016多元智能勁多Fun - 15人以上 上葵涌平安福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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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牧職神學院合供應場地

給大會及相關技術支援

小瀝源堂 青成夏令會 7月29日 7月31日 擴展神國 黃家名牧師、關錦能牧師 150 西貢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順寧道 青成夏令會 7月24日 7月27日 破繭而出 赖若翰牧師、杜其彪牧師 110 西貢戶外訓練營

深水埗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8月14日 8月28日 Amazing Power 大追蹤 兒主老師 50~60 深水埔堂─副堂二樓 連續三個主日

深水埗堂 家長講座 8月14日 8月28日
14/8如何讓孩子感到有價值

21/8處理婚姻壓力

28/8重建親密家庭關係

吳惠音姊妹

林美娥姊妹

林美娥姊妹

100 深水埔堂─正堂
連續三個主日

11:30 ~ 12:30

深區 少年夏令會 7月20日 7月23日 亮點‧點亮 羅錦庭長老 160 保良局大棠渡假村

南屯門堂 青成夏令會 8月27日 8月28日 靈裡相契合 蔡蔭強、李秉光、蔡盈瑜 60 梅窩衞理園

南屯門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3日 7月3日 西瓜Party 蔡盈瑜 100 平安福音中學

南屯門堂 少年夏令會 8月19日 8月21日 變型金”光”
麥偉勤傳道 /

鄭世萍傳道/

黃錦友牧養同工/左文峰神學生

40 浪茄 青少年及周六初少

西灣河堂 少年夏令會 7月22日 7月26日 太陽的後裔 - 30 烏溪沙青年村

西灣河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2日 7月26日 聖經食物知多D - 30 烏溪沙青年村

西灣河、西環堂 青成夏令會 7月22日 7月26日 獻上今天
 趙詠琴博士

劉永泉牧師 240 烏溪沙青年村
午間專題：余德淳先生（教會中

兩代如何彼此牧養）

大埔堂 青成夏令會 7月21日 7月24日 世界改變~改變世界
譚志超博士

晚堂：羅惠強宣教士 90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大埔堂 少年夏令會 7月17日 7月19日 野獸冒險樂園 楊卓奔傳道 32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

西頁戶外訓練營

大埔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18日 7月20日 Amazing Power 大追蹤 - 30 大埔平安福音堂

大圍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3日 8月21日 小腳趾 run run run 關喜鳯傳道 - 迦密愛禮信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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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圍堂 四川交流營 7月14日 7月18日 四川交流營 國內牧者 15 國內

天水圍堂 青成夏令會 7月17日 7月20日 儆醒度日，候主再臨 林漢超牧師、陳錦友牧師 75 香港大學嘉道理中心

尖沙咀堂 青成夏令會 8月1日 8月4日 向著標竿直跑 黃耀銓傳道、鄺國雄傳道 120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梁紹榮度假村

尖沙咀堂 兒童夏令會 8月1日 8月4日 向著標竿直跑 呂進和、柯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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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7月22日 我是主的羊 - 20 尖沙咀堂平安福音堂 11:00至12:30

荃灣堂 青成夏令會 7月24日 7月28日 張開幔子,堅固橛子 胡樂文博士, 袁仲輝傳道 76 梅窩衞理園

荃灣堂 少年夏令會 7月18日 7月20日 迷失世界 - 20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青衣堂 青成夏令會 8月3日 8月7日 開到水深之處
麥樹明牧師

黎永明先生 90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青衣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6月19日 7月10日 Amazing Power 大追蹤 - 80 青衣平安福音堂

屯門堂 青成夏令會 8月7日 8月11日 讓主居首位
吳培炳先生

陳佩恩傳道 100 屯門平安福音堂 日營

屯門堂 兒童暑期聖經班 7月25日 7月28日 小腳趾 run run run - 30 屯門平安福音堂

屯門堂 探訪兒童村 8月21日 8月25日 探訪兒童村 - 15 福建

元朗堂 生命探索營 7月4日 7月6日 生命探索營 - 30~40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協助元朗官立中學

基督少年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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