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2/08 行政办公室
总指挥: 李光秋上校
秘书长: 陈喜威少校
代祷
1. 请为已调动部队军官祈祷，让他们很快的适应在新工场的事奉。
2. 为军区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事工发展。

03/08 大坑东队
部队军官: 曹锦华少校
副部队军官: 曹莫丽清少校
代祷
1. 为部队4个星期全日制暑期活动祷告，让40位参加者能透过此活动被祝福。
2. 为暑期活动的导师和义工祷告，在漫长时间中求神加力给他们，使他们有精神体力和喜乐事奉的心志，透过服事

将神的福音分享给40位参加者。

04/08 渔湾家品店
高级售货员: 伍露嫦女士
代祷
1. 疫情下各位同事及家人身体健康。
2. 求天父赐下圣灵提醒带领，不犯错，体恤各位需要帮助的人。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5/08 全球祈祷日
韩国地域
地域总指挥: Chang, Man-hee
地域秘书长: Lee, Choong-ho
军官 825(在职596, 退休229) 辅助上尉 13  委员 10  部队 231  学员 16 
军兵 47,120 青年兵 7,597 救世军之友 5,837
代祷
1. 疫情而失去亲人的家庭祈祷。
2. 祈求冠状病毒停止在韩国、蒙古和柬埔寨传播。
3. 为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祈祷。
4. 为我们的青年人，特别是 20-30 岁的青年人祷告，让他们在未来 10 年成为我们主要的生力军。

06/08 竹园长者中心
助理高级主任：梁宝琼女士
代祷
1. 本服务向社区开展了偶到服务。祈求前线工作者以关爱和热忱服侍社区。求神赐予他们力量，保守他们平安。
2. 社交距离措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大大减少。盼望透过恢复社区服务，让更多区内人士连系起来，并且我们

能继续与部队合作，推广属灵关顾。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9/08 财务部
财务总监：黄丽茵女士
代祷
1. 为神保守各人健康和喜乐赞美神。
2.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祈求我们紧记寻求神的帮助。
3. 祈求我们能信靠神。

10/08 大埔队
部队军官: 陈国威少校
代祷
1. 祈求主赐给大埔队指示与方向。
2. 为部队的装修工程祷告。
3. 为部队军官适应新的任命岗位祷告。

11/08 天后家品店
高级售货员：何茵仪女士
代祷
1. 疫情已令社会各行各业和香港人身心疲累，祈求全球疫情尽快消失，令社会回复生气及繁荣。
2. 祈求所有人身体健康。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2/08 全球祈祷日
印度中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华伟福中将
地域秘书长: 马逸高上校
军官 739 (在职510, 退休229) 辅助上尉 1 委员 2 部队 275  
军兵 70,977  青年兵 8,915  救世军之友 6,103
代祷
1. 因疫情影响而失去亲人的家庭、军官和军兵们
2. 新的管治和地域策略计划
3. 大将于2023年1月25日至29日到访本地域
4. 妇女事工部的新发展
5. 军队未来着重点 –儿童及青少年事工

13/08 竹园青少年中心
助理高级主任：梁宝琼女士
代祷
1. 本服务向社区开展了偶到服务。祈求前线工作者以关爱和热忱服侍社区。求神赐予他们力量，保守他们平安。
2. 社交距离措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大大减少。盼望透过恢复社区服务，让更多区内人士连系起来，并且我们能

继续与部队合作，推广属灵关顾。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6/08 人力资源部
机构人力资源总监: 徐颜皓女士
代祷
1. 祈求我们能聘请到合适的人来填补我们的职位空缺，以及新员工能够尽快适应新岗位。
2. 祈求我们的员工能上下一心和保持积极正向的心态去工作。

17/08 将军澳队
部队军官: 张婉薇少校
代祷
1. 请为新任队长张少校和弟兄姊妹祈祷，求神加添力量和智慧，让大家能尽快配合和适应，同心发展神的事工。
2. 请为弟兄姊妹身心灵健康祈祷，求神让我们有活泼的灵，随时可为主作见证。

18/08 土瓜湾家品店
店铺经理：何珑敏女士
代祷
1. 感谢主，在过去疫情期间，各位同事都能够有平安和身心健康。
2. 祈求在将来主基督继续看守各人安康，又特别保守受疫情影响的各行各业（特别是零售业）。



怀热心 行使命 同服待 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9/08 全球祈祷日
意大利及希腊军区
总指挥: 唐志杰上校
秘书长: 敖承恩上校
军官 43(在职27, 退休16)  辅助上尉 31  委员 3  部队 17  学员 4

军兵 245  青年兵 21  救世军之友 127

代祷
1. 为救世军人的灵命成长和「蒙选之兵」的培训能发挥影响力。
2. 年轻人和成年人回应成为军官的呼召。
3. 为救世军在希腊的法律事务和重新注册祷告。
4. 为本军在难民工作发展上作出正确的决策祷告。希腊是人口迁移的热点，而政府近日作出一些艰难的决策，以致由

2021年7月起，希腊难民的生活将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有洞见和智慧，以断定救世军可担当的角色。

20/08 竹园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中心主任：潘丽斯女士
代祷
1. 自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中心长者身体及心灵均受到严重影响，以至他们整体情况转弱及转差，盼望透过曹少校

的代祷，保守他们身体健康，免受一切疾病困扰，亦保守他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供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
2. 受疫情影响，中心职员照顾长者的模式亦有所转变，在维持防疫措施及照顾长者两方面，作出极大努力及调节，务

求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使中心长者得到最适切的照顾。另外，中心一位同事在上月亦因照顾长者时受伤，盼望透
过祷告，让同事能尽快康复，以及中心所有职员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每天均有更大的力量照顾长者，照顾家庭。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3/08 信息科技部
信息科技总监：植国权先生
代祷
1. 为信息科技部同工和他们的家人祷告，面对各自的挑战，能保持健康的身体。
2. 求主赐我们力量和智慧，去面对庞大的工作量和压力。

24/08 荃葵队
部队军官: 曹蔡英齐少校
副部队军官: 曹锦成少校
代祷
1. 为儿童、青年兵及青少年人身心灵健康平安成长代祷，今日的少年人不用出门，也可以接收大量讯息，求主保守少

年人的心，不受污染，喜爱美善的事，渴慕认识神，为他们返教会的决心代祷。
2. 为荃葵队3-5年计划：今年启动的每日读经计划、个人布道装备，为干事军兵同仁立己立人及建立教会祈祷，愿荣

耀归神！

25/08 荃湾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 : 陈远如女士
代祷
1. 逆境中，求主保守我们心境喜乐，安稳度过，一切交给祂安排。
2. 顺境中，求天父赐下圣灵提醒带领，不骄傲，不犯错，体恤社会有需要的人。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6/08 全球祈祷日
安哥拉军区
总指挥: 马嘉诚上校
秘书长: 安世豪少校
军官 67(在职54, 退休13) 辅助上尉 4  部队 3  学员 9  

军兵 4,195  青年兵 910  救世军之友 152

代祷
1. 我们非常感谢上帝，这次我们成功获得 10 名已被接纳的候补员，准备接受下届学员训练成为军官。这都是皆因

你们代祷的结果。
2. 安哥拉政府将于2022年举行总统大选，祈求神协助安哥拉政府，愿神赐智慧给安哥拉政府和政党，实现和平选举。
3. 大将于2022年2月上旬到访问安哥拉，我们祈祷他能与安哥拉总统会面。

27/08 教育及发展中心
高级主任 : 罗伟业先生
代祷
1. 在疫情下，市民的就业情况仍然困难及维持较高失业率及开工不足情况，祝愿他们能及早找到合适工作，提升就

业力及持续就业，以达至自力更生。
2. 现时单位人手短缺，同事工作压力颇大，祝愿各同事身、心、灵有着平安及喜乐。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30/08 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经理: 伍慧燕女士
代祷
1. 求神赐同工力量和智慧去处理面前的困难。
2. 在我们服侍各单位时，愿神一直与我们同在。

31/08 东涌队
部队军官: 王黎洪娇少校
代祷
1. 为队长黎洪娇少校与干事和弟兄姊妹在部队的发展上更有默契祷告；同时能与新任校长和学校的灵育组老师更好

配合，深化校园的福音事工。
2. 感恩在有限的暑期活动中，能认识和招聚新家庭，求主打开新学年的宣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