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結合⼀ 以愛服侍

第⼀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2/07 全球祈禱日

盧旺達及布隆迪軍區
總指揮: 艾斯特上校
秘書⻑: 戴以謀少校
軍官 41 部隊 20 學員 10 
軍兵 3,306 青年兵 1,765
代禱事項 :
1. 為新舊兩任總指揮、軍區婦女事⼯會⻑、秘會⻑及軍區婦女事⼯秘書⻑順利更替祈禱。
2. 祈求盧旺達及布隆迪兩國之間的政治誤解能得到解決。
3. 祈望在新冠肺炎疫情封鎖期間，各同工仍對神忠誠，及忠於救世軍。
4. 布隆迪頒佈了對教堂的新法規，期望救世軍仍能在布隆迪繼續運作。
5. 為軍區的部隊及分隊能自給自足祈禱。
6. 祈求盧旺達與南非，以及與烏干達之間的政治問題得以解決。

03/07 牛潭尾社區發展計劃 (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
主任 : 梁國熙先生、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
1. 祈求單位的同工有健康及力量幫助鄉郊有需要的家庭，與他們同行。
2. 祈求社會上資源富足的人可以於能力範圍內向資源貧乏的人提供協助。
3. 祈求單位同工及其家人都保持身體健康。



團結合⼀ 以愛服侍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6/07 機構傳訊部

機構傳訊總監: 周紫樺女士
代禱事項 :
1. 為我們的數碼和視覺傳訊能⼒做好準備，以便可以緊貼年輕⼀代的群眾禱告。
2. 祈求有智慧能夠提供清晰、翔實和引人入勝的傳訊，儘管外部環境充滿挑戰，但仍能討上帝旨意
的喜悅。

07/07 灣仔隊
部隊軍官: 余李彩玲上尉
讚美 :
1. 感謝主！能夠在灣仔這個地方服侍七十餘年，透過服侍讓無數的人來到主面前認罪悔改，蒙恩得
救，感謝讚美主！

代禱事項：
1. 為着灣仔隊未來發展禱告，求主帶領，又合乎神的心意。

08/07 禾輋幼兒學校
校⻑ : 梁肅賢女士
代禱事項：
1. 求主保守高班小朋友有健康的身體，讓病毒遠離他們。同時，能適應復課的生活及課程的調節。
2. 保守全體教員的身心靈健康，有從上主來的智慧去應付復課後的教學及行政工作。



團結合⼀ 以愛服侍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9/07 全球祈禱日

巴⻄地域
地域總指揮 : 何毅華准將
地域秘書⻑ : 施偉信上校
軍官 (A121/R47) 部隊 42 
軍兵 1,546 青年兵 385
代禱事項：
1.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如何向9名「復和使者班」首年學員及6名「恩惠使者班」第二年學員提
供訓練是⼀項挑戰。為此禱告。

2. 為7⽉份新舊兩任地域秘書⻑及地域婦女事⼯秘書⻑的順利更替祈禱。
3. 巴⻄地域計劃於2022年4月舉行百周年紀念大會，大將伉儷將會出席，祈求聖靈充滿眾軍兵和
軍官。

4. 祈求透過救世軍在巴⻄的事奉，吸引更多⼈悔改，成為副兵、軍兵及候補員。
5. 地域面對的財政問題，受疫情影響每況愈下，我們作出多項解決措施，包括改善社區關係和籌
款，以及在隔離期間曾⼀度關閉的’Salvashopping’平價中心的收入。

10/07 深水埗家庭支援網絡隊(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
隊⻑ : 劉文景先生、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1. 為貧困的人禱告，特別是居於深水埗區劏房單位的低收入家庭，他們在經濟下滑時期面對龐大
的壓力。

2. 在新冠肺炎期間，求主保守各家庭健康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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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13/07 拓展部

拓展總監: 梁志衡先生
代禱事項：
1. 請為各項社區及企業夥伴的協作及持續拓展禱告。
2. 請為各項未來的籌款及義工服務活動的計劃及籌備工作祈禱，願主祝福各個人支持者及企業夥伴
的參與及互動。

14/07 九龍城隊
部隊軍官：張婉薇少校
副部隊軍官：馬健東少校
感謝 :
1. 感謝神讓九龍城隊有機會透過社區活動接觸基層家庭，以耶穌的愛去服侍和與他們分享福音。
代禱事項：
1. 請為九龍城隊的肢體祈禱，求神保守各人身心靈都健康，事主得力。

15/07 白田幼兒學校暨育嬰園
校⻑ : 梁翠鳳女士
代禱事項 :
1. 學期快將完結，願⾼班幼兒畢業後快快適應、認識新朋友及投入⼩⼀的學習⽣活，讓聖靈的種
⼦在他們⼼裡動⼯，願他們在成⻑的路上，不偏⾏⼰路、常存愛⼼，活出上帝所賜予的平安和
喜樂。

2. 願上帝保守全校師生有強健身體，讓大家有健康體魄及穩定團隊，祝福各項新學期籌備活動，
願聖靈在當中⼀起⼯作，使⼀切迎新活動順利進⾏，讓孩⼦們喜愛上學。



團結合⼀ 以愛服侍
第三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16/07 全球祈禱日
⻄班牙及葡萄牙軍區
總指揮 : 戴菲力上校
秘書⻑ : 趙飛立少校
軍官 (A41/R3) 部隊 17 
軍兵 409 青年兵 61
讚美:
1. 跟世界各地⼀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科技讓我們能以具創意的⽅式，與部隊及我們⾝處和
工作的社區保持聯繫。

2. 有4位來⾃⻄班牙及2位葡萄牙的軍兵蒙神呼召獻身全時間事奉，他們表明領受到成為軍官的呼
召。我們相信會有更多人受到呼召。我們為看到軍官、軍兵及同工盡其所能，愛神和他們的鄰
人而感恩。

代禱事項:
1. 不斷保守—為於機構(葡萄牙)前線及食物儲藏室(⻄班牙及葡萄牙)工作的部隊軍官及同工祈禱，
他們透過虛擬會議及電話通話，幫助部隊的人。

2. 財務—我們能善用有限資源，渡過現在財務困難時間。
3. 屬靈力量和健康—祈求神繼續供給我們所需，讓我們應付在這世上每天的生活。
4. 計劃-我們事奉的地點、社區及邊境將會解封，期望我們有智慧，逐步小心去處理。

17/07 曦華樓(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宿舍經理 : 何祥天先生、職員及受惠人士代禱事項：
1. 求主賜足夠的智慧予曦華樓同工面對工作上的難題，特別是面對越來越多的住客患有精神疾病。
2. 求主祝福曦華樓的住客，讓他們能面對疫情期間的失業、家庭及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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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20/07 卜維廉賓館
營運經理: 盧嘉雯女士
代禱事項：
1. 祈求疫情減退，令所有同事及其家人身體健康。
2. 祈求整個旅遊業可以盡快復甦。

21/07 大埔隊
部隊軍官: 馮素玲上尉
讚美 :
1. 為大埔隊弟兄姊妹願意參與事奉感恩。
代禱事項：
1. 為部隊與大埔區救世軍社會服務單位合作的福音工作禱告。

22/07 中原慈善基金幼稚園
校⻑ : 梁潔卿女士
代禱事項 :
1. 在疫情下求主保守我們的學⽣、家⻑及各教職員⼯⾝體健康、平安。
2. 求主使用本幼稚園成為傳福音的管道，讓區內更多家庭得聞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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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23/07 全球祈禱日
印度⻄南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 夏理孝准將
地域秘書⻑ : 馬建達上校
軍兵 (A325/R345) 部隊 307 學員 13 
軍兵 23,595 青年兵 2,175
代禱事項:
1. 為地域軍官面對封鎖所產生的困難祈禱。
2. 有些軍兵面對財務困難，甚至不能支持部隊的工作。
3. 為兒童發展中心祈禱。
4. 為擴展神的國度而進行使命網絡計劃祈禱。
5. 為地域的青年工作及網上主日學祈禱。

24/07 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
主任 : 林詩嘉女士、職員及受惠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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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27/07 區部與青年部
區⻑：陳徐香凝少校
區部青年及候補員處⻑：林業鏗上尉
代禱事項：
1. 為部隊的兒童及青年牧養工作禱告，讓我們以愛環抱年輕人，與他們同行。
2. 祈求神興起及呼召人願意全時間事奉。

28/07 荃葵隊
部隊軍官: 曹蔡英齊少校
副部隊軍官: 曹錦成少校
讚美 :
1. 為荃葵隊與房屋署、社區、牧區及公眾有良好的睦鄰關係，感謝神！
代禱事項：
1. 為前面的年日，隨着社會轉變，部隊福音工作的調整、信徒靈命塑造的步伐，以及部隊軍官和

幹事的牧養模式與協調禱告。
29/07 卜凱賽琳幼兒學校

校⻑ : 陳佩君女士
代禱事項：
1. 即將來到學期的尾聲，願天父保守及祝福校內各人，讓我們有充足的體力、正向積極的心靈及
主所賜的智慧，好使我們能為幼兒籌劃新⼀年的學校計劃。

2. 求主帶領我們的教育團隊，在事奉幼兒的工作上，能實踐「學前教育服務」：「優化教育‧優化
生命」的目標，並能在主內繼續事奉作工，使學校能循序漸進地發展，優化我們的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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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30/07 全球祈禱日
菲律賓地域
地域總指揮 : 藍沛施准將
地域秘書⻑ : 敖大衛上校
軍兵 (A165/R81) 部隊 85 學員 11 
軍兵 9,524 青年兵 1,244

31/07 環翠宿舍(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
主任 : 李宛穎女士、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
1. 為本宿舍與家人關係欠佳和疏離的舍員禱告。求神安慰他們的心，除去他們的恐懼和焦慮。叫
他們知道，在祢眼中他們既寶貴、又獨特，好使他們不會灰心放棄，卻有力量和愛去面對生命
的挑戰。求主帶領他們認識祢，讓他們在疫症和社會不安中尋獲平安。

2. 主啊，感謝祢保守我們的同工平安和健康。求祢為各同工注滿信心和愛。保守他們的家人，讓
他們能安心，有力量去引領和服侍祢所愛的孩子。求祢帶領我們按祢的旨意生活和服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