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4/07 人事部
人事部部长: 叶简明真少校
代祷 :
1. 求神为军区供应军官。祈求军兵们聆听神的呼召。
2. 求神保守各军官有健康和从神而来的属灵智慧，去履行祂的工作。

05/07 美乐队
部队军官: 叶戴维少校
助理部队军官：张冠荣少校
代祷 :
1. 由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乐龄新天地」资助的「耆隽乐活长者空间」已于5月31日届满，美乐队将会继续推行这

服务，亦会加强福音性元素。请为日后的运作和人手安排祷告，让区内的长者们都得到适切的服务。
2. 为本队的福音事工祷告，祈求圣灵挑旺弟兄姊妹的心，好使能在家庭、中心、小区和友侪间都有传扬福音的心

志，如使徒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提摩太后书4:2)，「……无论如何，总要
救些人。」（哥林多前书9:22）

06/07 西湾河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  樊伟婵女士
代祷 :
1. 求主赐世人身体健康，世界和平。
2. 祈求各同事心灵得到安稳。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7/07 全球祈祷日
法国及比利时地域
地域总指挥: 唐杰思准将
地域秘书长: 艾格兰上校
军官 154 (在职58/退休96) 部队 32 分队 6  委员1 学员1  
军兵 1,173 青年兵 175 救世军之友263
代祷 :
1. 过渡
为我们今年 7 月调动的军官祈祷，在他们个人和事工上能蒙神赐予他们无法想象和期待的宝藏。
由于军官退休和国际总部的调动，地域在宣教和社会服务团队的行政领导层中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祈求圣灵赐福新
团队得以顺利连接。
2. 冠状病毒疫情
第五波新冠疫情波及我们几位在职军官。请为他们的健康祈祷，让他们得到周全治疗，而不须急于返回工作岗位，
影响全面康复。
疫情还影响了我们在法国和比利时的部队事工，就像它影响全球一样。为事工团队祷告，靠在神面前聆听圣灵的声
音计划未来。愿每个事工团队都接受属灵的挑战，忘记背后，只为神的荣耀和人类的救恩奋勇向前。

08/07 南明长者之家
高级主任：黄淑娴女士
代祷 :
1. 南山院有院友于第五波疫情中离世，当中有家人未及赶到医院见长者最后一面，希望天父能保守家属早日走出伤

痛。
2. 院舍经历了第五波疫情，在过去两个多月像停摆了一样，祈求团队能同心一致，有更好的心力面对未来的挑战。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1/07 物业部
物业总监: 曾纪峰先生
代祷 :
1. 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竭尽所能，在我们的范畴中展现诚信和专业精神。
2. 祈求部门同工有健康和智慧应付工作。

12/07 沙田队
部队军官: 曹谭玉珍少校
代祷 :
1. 为沙田队的弟兄姊妹能按着神的心意上下一心，实践「爱连结、灵进步、传福音」的异象与召命祷告。
2. 为牧区福音事工祷告，求神藉沙田队赐福整个牧区的单位用户及同工，让他们因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丰盛生命。

13/07 渔湾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  樊伟婵女士
代祷 :
1. 祈求疫情尽快过去，曾经患新冠病毒的同事及其家人早日康复。
2. 为我们员工有健康的身心灵祷告，又愿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工作中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4/07 全球祈祷日
印度北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戴丹尼中将
地域秘书长: 马俊和上校
军官 512 (在职412/退休100) 部队 171分队 898 委员4 学员 25  
军兵 72,870 青年兵 4,922 救世军之友 3,450
代祷 :
1. 为新的扩展事工和在那里工作的军官祷告。
2. 加强我们的儿童和青年事工、妇女事工和部队事工。
3. 为我们的院校祈祷。
4. 为我们的候补员、军官训练学院同工和今年 7 月新一届学员训练祈祷。
5. 为我们会众的属灵生命成长祷告。
6. 为地域战略计划能顺利施行祷告。
7. 为地域面对挑战祈祷。

15/07 南山长者之家
高级主任：黄淑娴女士
代祷 :
1. 南山院有院友于第五波疫情中离世，当中有家人未及赶到医院见长者最后一面，希望天父能保守家属早日走出

伤痛。
2. 院舍经历了第五波疫情，在过去两个多月像停摆了一样，祈求团队能同心一致，有更好的心力面对未来的挑战。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8/07 循环再用计划

循环再用计划总监 : 何慧贤女士
代祷 :
1. 为刚于7月4日到任的循环再用计划总监祷告。
2. 为循环再用计划的重组代祷。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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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防疫要求，一些兄弟姊妹未能回来聚会，求神格外保守他们，因为没有东西能 「叫他们与神的爱隔绝」。
2. 大坑东队及宣教使命学院大楼未来将会重建，求主兴起兄弟姊妹「共建吾家」的心，赐下恩典与智慧，让部队

有重建及新事工的异象。
20/07 香港仔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  陈远如女士
代祷 : 
1. 祈求全球回复正常运作，世界和平。
2. 祈求同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1/07 全球祈祷日
日本地域
地域总指挥: 莫志勋准将
地域秘书长: 西村保上校
军官 159 (在职62 /退休97) 部队 41 分队 13  委员 4 学员 3  
军兵 2,159 青年兵 87  救世军之友 30
代祷 :
1. 救世军能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地方满足他们的需要。
2. 地域能响应年轻人的灵性渴求，并鼓励他们的灵命成长。
3. 能有更多的候补员。
4. 我们人数不多的军官能在身体和灵性上得着力量，宣讲神的真理。
5. 保守年长的军兵和军官能得到良好的健康和福利照顾。

22/07 南泰长者中心
主任：单翠屏女士
代祷 :
1. 疫情反复，求主保守服务使用者及同事的健康，以平安的心面对社会新常态。
2. 今年的年度计划主题为「顺『疫』有时 同心�突破」，求主赐智慧及能力，让同事有能力透过不同的服务/活动，

使不同的服务受众在疫情中突破自己及更进步。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5/07 社会服务部
社会服务部总监: 陈小丽女士
代祷 :
1. 祈求天父在疫情下保守我们一众同工、服务使用者和他们的家人，在身、心、社、灵各方面也得着健康和平安。
2. 希望社会服务部的同工能继续携手同心，互励互信，提供以人为本及适切的服务予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26/07 大埔队
部队军官: 姜美义上尉
代祷 :
1. 为着大埔队未来的发展，以及计划在皇后山小区的服侍祷告。
2. 为着本年度的干事团队祷告，新的配搭，新的开始。

27/07 北角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  陈远如女士
代祷 :
1. 求主继续看守各人安康。
2. 祈求各同事及其家人身心健康，快乐。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8/07 全球祈祷日
肯尼亚西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申玛丽中将
地域秘书长: 卡路加上校
军官 1,113(在职870/退休243) 部队 606  分队 817  学员 29  
军兵 128,994, 青年兵 123,075  救世军之友 176
代祷 :
1. 为 2022 年肯尼亚的选举能和平进行和领导层顺利过渡祈祷。
2. 为军官、干事、军兵和青年兵的灵命成长祷告。
3. 为我们地域罹患癌症等慢性病的军官祷告。
4. 为在肯尼亚西部地区扩展神的工作祷告，尤其在那些未接触到福音之地区。
5. 为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行以自给自足为焦点的战略计划祷告。

29/07 观塘及西贡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
助理高级主任：陈秀慧女士
代祷 :
1. 请为各同工有敏锐的心及健康的身、心、灵去服侍及关顾。
2. 请为服务使用者的身、心、社、灵健康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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