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4/07 人事部
人事部部長: 葉簡明真少校
代禱 :
1. 求神為軍區供應軍官。祈求軍兵們聆聽神的呼召。
2. 求神保守各軍官有健康和從神而來的屬靈智慧，去履行祂的工作。

05/07 美樂隊
部隊軍官: 葉大衛少校
助理部隊軍官：張冠榮少校
代禱 :
1. 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樂齡新天地」資助的「耆雋樂活長者空間」已於5月31日屆滿，美樂隊將會繼續推行這

服務，亦會加強福音性元素。請為日後的運作和人手安排禱告，讓區內的長者們都得到適切的服務。
2. 為本隊的福音事工禱告，祈求聖靈挑旺弟兄姊妹的心，好使能在家庭、中心、社區和友儕間都有傳揚福音的心

志，如使徒保羅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提摩太後書4:2)，「……無論如何，總要
救些人。」（哥林多前書9:22）

06/07 西灣河家品店
高級店舖經理:  樊偉嬋女士
代禱 :
1. 求主賜世人身體健康，世界和平。
2. 祈求各同事心靈得到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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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7/07 全球祈禱日
法國及比利時地域
地域總指揮: 唐傑思准將
地域秘書長: 艾格蘭上校
軍官 154 (在職58/退休96) 部隊 32 分隊 6  委員1 學員1  
軍兵 1,173 青年兵 175 救世軍之友263
代禱 :
1. 過渡
為我們今年 7 月調動的軍官祈禱，在他們個人和事工上能蒙神賜予他們無法想像和期待的寶藏。
由於軍官退休和國際總部的調動，地域在宣教和社會服務團隊的行政領導層中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祈求聖靈賜福新
團隊得以順利連接。
2. 冠狀病毒疫情
第五波新冠疫情波及我們幾位在職軍官。請為他們的健康祈禱，讓他們得到週全治療，而不須急於返回工作崗位，
影響全面康復。
疫情還影響了我們在法國和比利時的部隊事工，就像它影響全球一樣。為事工團隊禱告，靠在神面前聆聽聖靈的聲
音計劃未來。願每個事工團隊都接受屬靈的挑戰，忘記背後，只為神的榮耀和人類的救恩奮勇向前。

08/07 南明長者之家
高級主任：黃淑嫻女士
代禱 :
1. 南山院有院友於第五波疫情中離世，當中有家人未及趕到醫院見長者最後一面，希望天父能保守家屬早日走出傷

痛。
2. 院舍經歷了第五波疫情，在過去兩個多月像停擺了一樣，祈求團隊能同心一致，有更好的心力面對未來的挑戰。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1/07 物業部
物業總監: 曾紀峰先生
代禱 :
1. 求主賜給我們力量，讓我們竭盡所能，在我們的範疇中展現誠信和專業精神。
2. 祈求部門同工有健康和智慧應付工作。

12/07 沙田隊
部隊軍官: 曹譚玉珍少校
代禱 :
1. 為沙田隊的弟兄姊妹能按著神的心意上下一心，實踐「愛�連結、靈�進步、傳�福音」的異象與召命禱告。
2. 為牧區福音事工禱告，求神藉沙田隊賜福整個牧區的單位使用者及同工，讓他們因認識耶穌基督得著豐盛生命。

13/07 漁灣家品店
高級店舖經理:  樊偉嬋女士
代禱 :
1. 祈求疫情盡快過去，曾經患新冠病毒的同事及其家人早日康復。
2. 為我們員工有健康的身心靈禱告，又願我們的主在我們的工作中賜給我們平安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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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 全球祈禱日
印度北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戴丹尼中將
地域秘書長: 馬俊和上校
軍官 512 (在職412/退休100) 部隊 171分隊 898 委員4 學員 25  
軍兵 72,870 青年兵 4,922 救世軍之友 3,450
代禱 :
1. 為新的擴展事工和在那裡工作的軍官禱告。
2. 加強我們的兒童和青年事工、婦女事工和部隊事工。
3. 為我們的院校祈禱。
4. 為我們的候補員、軍官訓練學院同工和今年 7 月新一屆學員訓練祈禱。
5. 為我們會眾的屬靈生命成長禱告。
6. 為地域戰略計劃能順利施行禱告。
7. 為地域面對挑戰祈禱。

15/07 南山長者之家
高級主任：黃淑嫻女士
代禱 :
1. 南山院有院友於第五波疫情中離世，當中有家人未及趕到醫院見長者最後一面，希望天父能保守家屬早日走出

傷痛
2. 院舍經歷了第五波疫情，在過去兩個多月像停擺了一樣，祈求團隊能同心一致，有更好的心力面對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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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18/07 循環再用計劃

循環再用計劃總監 : 何慧賢女士
代禱 :
1. 為剛於7月4日到任的循環再用計劃總監禱告。
2. 為循環再用計劃的重組代禱。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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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防疫要求，一些兄弟姊妹未能回來聚會，求神格外保守他們，因為沒有東西能 「叫他們與神的愛隔絕」。
2. 大坑東隊及宣教使命學院大樓未來將會重建，求主興起兄弟姊妹「共建吾家」的心，賜下恩典與智慧，讓部隊

有重建及新事工的異象。
20/07 香港仔家品店

高級店舖經理:  陳遠如女士
代禱 : 
1. 祈求全球回復正常運作，世界和平。
2. 祈求同事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1/07 全球祈禱日
日本地域
地域總指揮: 莫志勳准將
地域秘書長: 西村保上校
軍官 159 (在職62 /退休97) 部隊 41 分隊 13  委員 4 學員 3  
軍兵 2,159 青年兵 87  救世軍之友 30
代禱 :
1. 救世軍能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地方滿足他們的需要。
2. 地域能回應年輕人的靈性渴求，並鼓勵他們的靈命成長。
3. 能有更多的候補員。
4. 我們人數不多的軍官能在身體和靈性上得着力量，宣講神的真理。
5. 保守年長的軍兵和軍官能得到良好的健康和福利照顧。

22/07 南泰長者中心
主任：單翠屏女士
代禱 :
1. 疫情反覆，求主保守服務使用者及同事的健康，以平安的心面對社會新常態。
2. 今年的年度計劃主題為「順『疫』有時 同心�突破」，求主賜智慧及能力，讓同事有能力透過不同的服務/活動，

使不同的服務受眾在疫情中突破自己及更進步。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5/07 社會服務部
社會服務部總監: 陳小麗女士
代禱 :
1. 祈求天父在疫情下保守我們一眾同工、服務使用者和他們的家人，在身、心、社、靈各方面也得著健康和平安。
2. 希望社會服務部的同工能繼續攜手同心，互勵互信，提供以人為本及適切的服務予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26/07 大埔隊
部隊軍官: 姜美義上尉
代禱 :
1. 為著大埔隊未來的發展，以及計劃在皇后山社區的服侍禱告。
2. 為著本年度的幹事團隊禱告，新的配搭，新的開始。

27/07 北角家品店
高級店舖經理:  陳遠如女士
代禱 :
1. 求主繼續看守各人安康。
2. 祈求各同事及其家人身心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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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28/07 全球祈禱日
肯尼亞西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申瑪麗中將
地域秘書長: 卡路加上校
軍官 1,113(在職870/退休243) 部隊 606  分隊 817  學員 29  
軍兵 128,994, 青年兵 123,075  救世軍之友 176
代禱 :
1. 為 2022 年肯尼亞的選舉能和平進行和領導層順利過渡祈禱。
2. 為軍官、幹事、軍兵和青年兵的靈命成長禱告。
3. 為我們地域罹患癌症等慢性病的軍官禱告。
4. 為在肯尼亞西部地區擴展神的工作禱告，尤其在那些未接觸到福音之地區。
5. 為我們堅定不移地推行以自給自足為焦點的戰略計劃禱告。

29/07 觀塘及西貢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助理高級主任：陳秀慧女士
代禱 :
1. 請為各同工有敏銳的心及健康的身、心、靈去服侍及關顧。
2. 請為服務使用者的身、心、社、靈健康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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