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2/08 行政辦公室
總指揮: 李光秋上校
秘書長: 陳喜威少校
代禱
1. 請為已調動部隊軍官祈禱，讓他們很快的適應在新工場的事奉。
2. 為軍區在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事工發展。

03/08 大坑東隊
部隊軍官: 曹錦華少校
副部隊軍官: 曹莫麗清少校
代禱
1. 為部隊4個星期全日制暑期活動禱告，讓40位參加者能透過此活動被祝福。
2. 為暑期活動的導師和義工禱告，在漫長時間中求神加力給他們，使他們有精神體力和喜樂事奉的心志，透過服事

將神的福音分享給40位參加者。

04/08 漁灣家品店
高級售貨員: 伍露嫦女士
代禱
1. 疫情下各位同事及家人身體健康。
2. 求天父賜下聖靈提醒帶領，不犯錯，體恤各位需要幫助的人。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5/08 全球祈禱日
韓國地域
地域總指揮: Chang, Man-hee
地域秘書長: Lee, Choong-ho
軍官 825(在職596, 退休229) 輔助上尉 13  委員 10  部隊 231  學員 16 
軍兵 47,120 青年兵 7,597 救世軍之友 5,837
代禱
1. 疫情而失去親人的家庭祈禱。
2. 祈求冠狀病毒停止在韓國、蒙古和柬埔寨傳播。
3. 為這個前所未有的時代祈禱。
4. 為我們的青年人，特別是 20-30 歲的青年人禱告，讓他們在未來 10 年成為我們主要的生力軍。

06/08 竹園長者中心
助理高級主任：梁寶琼女士
代禱
1. 本服務向社區開展了偶到服務。祈求前線工作者以關愛和熱忱服侍社區。求神賜予他們力量，保守他們平安。
2. 社交距離措施導致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大大減少。盼望透過恢復社區服務，讓更多區內人士連繫起來，並且我們

能繼續與部隊合作，推廣屬靈關顧。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9/08 財務部
財務總監：黃麗茵女士
代禱
1. 為神保守各人健康和喜樂讚美神。
2. 在面對困難和挑戰時，祈求我們緊記尋求神的幫助。
3. 祈求我們能信靠神。

10/08 大埔隊
部隊軍官: 陳國威少校
代禱
1. 祈求主賜給大埔隊指示與方向。
2. 為部隊的裝修工程禱告。
3. 為部隊軍官適應新的任命崗位禱告。

11/08 天后家品店
高級售貨員：何茵儀女士
代禱
1. 疫情已令社會各行各業和香港人身心疲累，祈求全球疫情盡快消失，令社會回復生氣及繁榮。
2. 祈求所有人身體健康。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2/08 全球祈禱日
印度中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華偉福中將
地域秘書長: 馬逸高上校
軍官 739 (在職510, 退休229) 輔助上尉 1 委員 2 部隊 275  
軍兵 70,977  青年兵 8,915  救世軍之友 6,103
代禱
1. 因疫情影響而失去親人的家庭、軍官和軍兵們
2. 新的管治和地域策略計劃
3. 大將於2023年1月25日至29日到訪本地域
4. 婦女事工部的新發展
5. 軍隊未來著重點 –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13/08 竹園青少年中心
助理高級主任：梁寶琼女士
代禱
1. 本服務向社區開展了偶到服務。祈求前線工作者以關愛和熱忱服侍社區。求神賜予他們力量，保守他們平安。
2. 社交距離措施導致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大大減少。盼望透過恢復社區服務，讓更多區內人士連繫起來，並且我們能

繼續與部隊合作，推廣屬靈關顧。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6/08 人力資源部
機構人力資源總監: 徐顏皓女士
代禱
1. 祈求我們能聘請到合適的人來填補我們的職位空缺，以及新員工能夠盡快適應新崗位。
2. 祈求我們的員工能上下一心和保持積極正向的心態去工作。

17/08 將軍澳隊
部隊軍官: 張婉薇少校
代禱
1. 請為新任隊長張少校和弟兄姊妹祈禱，求神加添力量和智慧，讓大家能儘快配合和適應，同心發展神的事工。
2. 請為弟兄姊妹身心靈健康祈禱，求神讓我們有活潑的靈，隨時可為主作見證。

18/08 土瓜灣家品店
店舖經理：何瓏敏女士
代禱
1. 感謝主，在過去疫情期間，各位同事都能夠有平安和身心健康。
2. 祈求在將來主基督繼續看守各人安康，又特別保守受疫情影響的各行各業（特別是零售業）。



懷熱心 行使命 同服待 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9/08 全球祈禱日
意大利及希臘軍區
總指揮: 唐志傑上校
秘書長: 敖承恩上校
軍官 43(在職27, 退休16)  輔助上尉 31  委員 3  部隊 17  學員 4

軍兵 245  青年兵 21  救世軍之友 127

代禱
1. 為救世軍人的靈命成長和「蒙選之兵」的培訓能發揮影響力。
2. 年輕人和成年人回應成為軍官的呼召。
3. 為救世軍在希臘的法律事務和重新註冊禱告。
4. 為本軍在難民工作發展上作出正確的決策禱告。希臘是人口遷移的熱點，而政府近日作出一些艱難的決策，以致由

2021年7月起，希臘難民的生活將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我們需要有洞見和智慧，以斷定救世軍可擔當的角色。

20/08 竹園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中心主任：潘麗斯女士
代禱
1. 自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開始，中心長者身體及心靈均受到嚴重影響，以至他們整體情況轉弱及轉差，盼望透過曹少校

的代禱，保守他們身體健康，免受一切疾病困擾，亦保守他們的家人身體健康，供應他們生活上的需要。
2. 受疫情影響，中心職員照顧長者的模式亦有所轉變，在維持防疫措施及照顧長者兩方面，作出極大努力及調節，務

求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使中心長者得到最適切的照顧。另外，中心一位同事在上月亦因照顧長者時受傷，盼望透
過禱告，讓同事能儘快康復，以及中心所有職員身體健康，工作順利，每天均有更大的力量照顧長者，照顧家庭。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3/08 資訊科技部
資訊科技總監：植國權先生
代禱
1. 為資訊科技部同工和他們的家人禱告，面對各自的挑戰，能保持健康的身體。
2. 求主賜我們力量和智慧，去面對龐大的工作量和壓力。

24/08 荃葵隊
部隊軍官: 曹蔡英齊少校
副部隊軍官: 曹錦成少校
代禱
1. 為兒童、青年兵及青少年人身心靈健康平安成長代禱，今日的少年人不用出門，也可以接收大量訊息，求主保守少

年人的心，不受污染，喜愛美善的事，渴慕認識神，為他們返教會的決心代禱。
2. 為荃葵隊3-5年計劃：今年啓動的每日讀經計劃、個人佈道裝備，為幹事軍兵同仁立己立人及建立教會祈禱，願榮

耀歸神！

25/08 荃灣家品店
高級店舖經理 : 陳遠如女士
代禱
1. 逆境中，求主保守我們心境喜樂，安穩度過，一切交給祂安排。
2. 順境中，求天父賜下聖靈提醒帶領，不驕傲，不犯錯，體恤社會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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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6/08 全球祈禱日
安哥拉軍區
總指揮: 馬嘉誠上校
秘書長: 安世豪少校
軍官 67(在職54, 退休13) 輔助上尉 4  部隊 3  學員 9  

軍兵 4,195  青年兵 910  救世軍之友 152

代禱
1. 我們非常感謝上帝，這次我們成功獲得 10 名已被接納的候補員，準備接受下屆學員訓練成為軍官。這都是皆因

你們代禱的結果。
2. 安哥拉政府將於2022年舉行總統大選，祈求神協助安哥拉政府，願神賜智慧給安哥拉政府和政黨，實現和平選舉。
3. 大將於2022年2月上旬到訪問安哥拉，我們祈禱他能與安哥拉總統會面。

27/08 教育及發展中心
高級主任 : 羅偉業先生
代禱
1. 在疫情下，市民的就業情況仍然困難及維持較高失業率及開工不足情況，祝願他們能及早找到合適工作，提升就

業力及持續就業，以達至自力更生。
2. 現時單位人手短缺，同事工作壓力頗大，祝願各同事身、心、靈有著平安及喜樂。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30/08 內部審計
內部審計經理: 伍慧燕女士
代禱
1. 求神賜同工力量和智慧去處理面前的困難。
2. 在我們服侍各單位時，願神一直與我們同在。

31/08 東涌隊
部隊軍官: 王黎洪嬌少校
代禱
1. 為隊長黎洪嬌少校與幹事和弟兄姊妹在部隊的發展上更有默契禱告；同時能與新任校長和學校的靈育組老師更好

配合，深化校園的福音事工。
2. 感恩在有限的暑期活動中，能認識和招聚新家庭，求主打開新學年的宣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