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结合⼀ 以爱服侍

第⼀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2/07 全球祈祷日

卢旺达及布隆迪军区
总指挥: 艾斯特上校
秘书⻓: 戴以谋少校
军官 41 部队 20 学员 10 
军兵 3,306 青年兵 1,765
代祷事项 :
1. 为新旧两任总指挥、军区妇女事⼯会⻓、秘会⻓及军区妇女事⼯秘书⻓顺利更替祈祷。
2. 祈求卢旺达及布隆迪两国之间的政治误解能得到解决。
3. 祈望在新冠肺炎疫情封锁期间，各同工仍对神忠诚，及忠于救世军。
4. 布隆迪颁布了对教堂的新法规，期望救世军仍能在布隆迪继续运作。
5. 为军区的部队及分队能自给自足祈祷。
6. 祈求卢旺达与南非，以及与乌干达之间的政治问题得以解决。

03/07 牛潭尾社区发展计划 (青年、家庭及社区服务)
主任 : 梁国熙先生、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
1. 祈求单位的同工有健康及力量帮助乡郊有需要的家庭，与他们同行。
2. 祈求社会上资源富足的人可以于能力范围内向资源贫乏的人提供协助。
3. 祈求单位同工及其家人都保持身体健康。



团结合⼀ 以爱服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6/07 机构传讯部

机构传讯总监: 周紫桦女士
代祷事项 :
1. 为我们的数码和视觉传讯能⼒做好准备，以便可以紧贴年轻⼀代的群众祷告。
2. 祈求有智慧能够提供清晰、翔实和引人入胜的传讯，尽管外部环境充满挑战，但仍能讨上帝旨意
的喜悦。

07/07 湾仔队
部队军官: 余李彩玲上尉
赞美 :
1. 感谢主！能够在湾仔这个地方服侍七十余年，透过服侍让无数的人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蒙恩得
救，感谢赞美主！

代祷事项：
1. 为着湾仔队未来发展祷告，求主带领，又合乎神的心意。

08/07 禾輋幼儿学校
校⻓ : 梁肃贤女士
代祷事项：
1. 求主保守高班小朋友有健康的身体，让病毒远离他们。同时，能适应复课的生活及课程的调节。
2. 保守全体教员的身心灵健康，有从上主来的智慧去应付复课后的教学及行政工作。



团结合⼀ 以爱服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9/07 全球祈祷日

巴⻄地域
地域总指挥 : 何毅华准将
地域秘书⻓ : 施伟信上校
军官 (A121/R47) 部队 42 
军兵 1,546 青年兵 385
代祷事项：
1.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何向9名「复和使者班」首年学员及6名「恩惠使者班」第二年学员提
供训练是⼀项挑战。为此祷告。

2. 为7⽉份新旧两任地域秘书⻓及地域妇女事⼯秘书⻓的顺利更替祈祷。
3. 巴⻄地域计划于2022年4月举行百周年纪念大会，大将伉俪将会出席，祈求圣灵充满众军兵和
军官。

4. 祈求透过救世军在巴⻄的事奉，吸引更多⼈悔改，成为副兵、军兵及候补员。
5. 地域面对的财政问题，受疫情影响每况愈下，我们作出多项解决措施，包括改善社区关系和筹
款，以及在隔离期间曾⼀度关闭的’Salvashopping’平价中心的收入。

10/07 深水埗家庭支持网络队(青年、家庭及社区服务)
队⻓ : 刘文景先生、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1. 为贫困的人祷告，特别是居于深水埗区劏房单位的低收入家庭，他们在经济下滑时期面对庞大
的压力。

2. 在新冠肺炎期间，求主保守各家庭健康和睦。



团结合⼀ 以爱服侍

第三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13/07 拓展部

拓展总监: 梁志衡先生
代祷事项：
1. 请为各项社区及企业伙伴的协作及持续拓展祷告。
2. 请为各项未来的筹款及义工服务活动的计划及筹备工作祈祷，愿主祝福各个人支持者及企业伙伴
的参与及互动。

14/07 九龙城队
部队军官：张婉薇少校
副部队军官：⻢健东少校
感谢 :
1. 感谢神让九龙城队有机会透过小区活动接触基层家庭，以耶稣的爱去服侍和与他们分享福音。
代祷事项：
1. 请为九龙城队的肢体祈祷，求神保守各人身心灵都健康，事主得力。

15/07 白田幼儿学校暨育婴园
校⻓ : 梁翠凤女士
代祷事项 :
1. 学期快将完结，愿⾼班幼⼉毕业后快快适应、认识新朋友及投入⼩⼀的学习⽣活，让圣灵的种
⼦在他们⼼⾥动⼯，愿他们在成⻓的路上，不偏⾏⼰路、常存爱⼼，活出上帝所赐予的平安和
喜乐。

2. 愿上帝保守全校师生有强健身体，让大家有健康体魄及稳定团队，祝福各项新学期筹备活动，
愿圣灵在当中⼀起⼯作，使⼀切迎新活动顺利进⾏，让孩⼦们喜爱上学。



团结合⼀ 以爱服侍
第三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16/07 全球祈祷日
⻄班牙及葡萄牙军区
总指挥 : 戴菲力上校
秘书⻓ : 赵⻜立少校
军官 (A41/R3) 部队 17 
军兵 409 青年兵 61
赞美:
1. 跟世界各地⼀样，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科技让我们能以具创意的⽅式，与部队及我们⾝处和
工作的社区保持联系。

2. 有4位来⾃⻄班牙及2位葡萄牙的军兵蒙神呼召献身全时间事奉，他们表明领受到成为军官的呼
召。我们相信会有更多人受到呼召。我们为看到军官、军兵及同工尽其所能，爱神和他们的邻
人而感恩。

代祷事项:
1. 不断保守—为于机构(葡萄牙)前线及食物储藏室(⻄班牙及葡萄牙)工作的部队军官及同工祈祷，
他们透过虚拟会议及电话通话，帮助部队的人。

2. 财务—我们能善用有限资源，渡过现在财务困难时间。
3. 属灵力量和健康—祈求神继续供给我们所需，让我们应付在这世上每天的生活。
4. 计划-我们事奉的地点、社区及边境将会解封，期望我们有智慧，逐步小心去处理。

17/07 曦华楼(青年、家庭及社区服务)宿舍经理 : 何祥天先生、职员及受惠人士代祷事项：
1. 求主赐足够的智慧予曦华楼同工面对工作上的难题，特别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住客患有精神疾病。
2. 求主祝福曦华楼的住客，让他们能面对疫情期间的失业、家庭及健康问题。



团结合⼀ 以爱服侍

第四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20/07 卜维廉宾馆
营运经理: 卢嘉雯女士
代祷事项：
1. 祈求疫情减退，令所有同事及其家人身体健康。
2. 祈求整个旅游业可以尽快复苏。

21/07 大埔队
部队军官: 冯素玲上尉
赞美 :
1. 为大埔队弟兄姊妹愿意参与事奉感恩。
代祷事项：
1. 为部队与大埔区救世军社会服务单位合作的福音工作祷告。

22/07 中原慈善基金幼儿园
校⻓ : 梁洁卿女士
代祷事项 :
1. 在疫情下求主保守我们的学⽣、家⻓及各教职员⼯⾝体健康、平安。
2. 求主使用本幼儿园成为传福音的管道，让区内更多家庭得闻福音。



团结合⼀ 以爱服侍

第四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23/07 全球祈祷日
印度⻄南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 夏理孝准将
地域秘书⻓ : ⻢建达上校
军兵 (A325/R345) 部队 307 学员 13 
军兵 23,595 青年兵 2,175
代祷事项:
1. 为地域军官面对封锁所产生的困难祈祷。
2. 有些军兵面对财务困难，甚至不能支持部队的工作。
3. 为儿童发展中心祈祷。
4. 为扩展神的国度而进行使命网络计划祈祷。
5. 为地域的青年工作及网上主日学祈祷。

24/07 市区重建社区服务队(青年、家庭及社区服务)
主任 : 林诗嘉女士、职员及受惠人士



团结合⼀ 以爱服侍

第五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27/07 区部与青年部
区⻓：陈徐香凝少校
区部青年及候补员处⻓：林业铿上尉
代祷事项：
1. 为部队的儿童及青年牧养工作祷告，让我们以爱环抱年轻人，与他们同行。
2. 祈求神兴起及呼召人愿意全时间事奉。

28/07 荃葵队
部队军官: 曹蔡英齐少校
副部队军官: 曹锦成少校
赞美 :
1. 为荃葵队与房屋署、社区、牧区及公众有良好的睦邻关系，感谢神！
代祷事项：
1. 为前面的年日，随着社会转变，部队福音工作的调整、信徒灵命塑造的步伐，以及部队军官和
干事的牧养模式与协调祷告。

29/07 卜凯赛琳幼儿学校
校⻓ : 陈佩君女士
代祷事项：
1. 即将来到学期的尾声，愿天父保守及祝福校内各人，让我们有充足的体力、正向积极的心灵及
主所赐的智慧，好使我们能为幼⼉筹划新⼀年的学校计划。

2. 求主带领我们的教育团队，在事奉幼儿的工作上，能实践「学前教育服务」：「优化教育‧优化
生命」的目标，并能在主内继续事奉作工，使学校能循序渐进地发展，优化我们的教育服务。



团结合⼀ 以爱服侍

第五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30/07 全球祈祷日
菲律宾地域
地域总指挥 : 蓝沛施准将
地域秘书⻓ : 敖戴维上校
军兵 (A165/R81) 部队 85 学员 11 
军兵 9,524 青年兵 1,244

31/07 环翠宿舍(青年、家庭及社区服务)
主任 : 李宛颖女士、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
1. 为本宿舍与家人关系欠佳和疏离的舍员祷告。求神安慰他们的心，除去他们的恐惧和焦虑。叫
他们知道，在祢眼中他们既宝贵、又独特，好使他们不会灰心放弃，却有力量和爱去面对生命
的挑战。求主带领他们认识祢，让他们在疫症和社会不安中寻获平安。

2. 主啊，感谢祢保守我们的同工平安和健康。求祢为各同工注满信心和爱。保守他们的家人，让
他们能安心，有力量去引领和服侍祢所爱的孩子。求祢带领我们按祢的旨意生活和服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