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8 妇女事工部
军区妇女事工会长: 李张锦玲上校
代祷:
1. 求神赐予所有部队军官和部队妇女事工的妇女们智慧，使他们筹划有趣又有意义的活动，吸引更多区内妇女参

与。
2. 祈求妇女们继续积极参与宣教事工，接触更多的人。
3. 祈求进行中的援手计划取得成功。

02/08 卜维廉队
部队军官:谭振辉少校
代祷:
1. 为 8月10、11日对中一新生的「福音遍传」。
2. 为部队的中学生团契迎接中一新生。

03/08 荃湾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陈远如女士
代祷：
1. 祈求全世界疫症尽快消失，世界回复正常秩序，亲友家人团聚，大家身体健康。
2. 祈求各同事工作顺利。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4/08 全球祈祷日
墨西哥地域
地域总指挥: 费域嘉准将
地域秘书长: 费利罗上校
军官 180(在职128, 退休52) 委员 1  部队 51  学员 7  分队 1
军兵 1,338 救世军之友 786  青年兵 654
代祷:
1. 为地域改用管治进程祈祷。
2. 为军官和军兵的灵性得复兴，使我们可以有更多弟兄姊妹事奉神祈祷。
3. 为进入军官训练学院的候补员祈祷，使他们可以被教导和塑造成「血与火」的军官。
4. 为地域的儿童和青少年祈祷，使他们可以成为地域各部队的中坚份子，并带领更多的年青人认识基督为他们的救

主。
5. 为将在 8 月领受新任命的军官祈祷，让神继续使用他们扩展神的国度。

05/08 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关顾计划
计划主任：黄建慧女士
代祷:
1. 为临终的长者及其家人送上祷告，令他们在身心灵得到关顾，主内平安。
2. 保守计划的同事及参与单位各同工，让他们在疫情下仍能发挥所长，照顾好临终的长者，亦有心力去支持丧亲的

家人。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8/08 卜维廉宾馆
营运经理：卢嘉雯女士
代祷:
1. 求主保守卜维廉宾馆同工和住客身体健康。
2. 求主让宾馆能尽快聘得足够人手，使团队工作更顺畅。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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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部队下半年事工推行运作顺利祈祷，为每项活动运作更佳，能达到活动之目标，例如：拯救灵魂、建立信徒、

关爱社区，帮助筹委小组有天上和地上的智慧服事。
2. 继续为每日读经计划祈祷，希望有更多弟兄姊妹加入，一同爱阅读圣经，扎根主的真道上。

10/08 黄埔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李群英女士
代祷: 
1. 疫情令到各界都身心疲累。祈求香港以至全球疫情持续放缓，人人都身体健康，早日除下口罩恢复正常生活。
2. 祈求各同事及其家人生活愉快。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1/08 全球祈祷日
德国、立陶宛及波兰地域
地域总指挥: 卡埃维准将
地域秘书长: 黎孝文上校
军官 118 (在职60, 退休58) 委员 2 部队 37  分队 5  
军兵 724  青年兵 67 救世军之友 413
代祷:
为立陶宛
祈祷立陶宛人民渴求上帝！
为波兰
祈祷上帝将领导和指导新成立的救世军基金会，让它努力在波兰开设第一家救世军慈善商店。
为德国
为新的地域领袖顺利到来，因为他们带着其文化离开了国际区域，并在这个新的、文化不同的地域上安顿下来。为
超越语言障碍的美好聚会和相互理解祈祷。
为我们的地域
为每个国家和他们的国家（属灵的）挑战祈祷 — 因为更大的欧洲军事冲突的威胁和恐惧正在蔓延。祈求愿意聆听
上帝的声音并寻求祂作为一个安全的地方（诗 43）。

12/08 宝琳长者之家
院长：区以德先生
代祷:
1. 请为长者院友及家属祈祷，求主继续保守看顾，引领大家在疫情的各种限制下，仍能彼此扶持，常怀感恩的心，

心灵获得平安喜乐。
2. 请为全体职员祈祷，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迎接日常工作的挑战，以服务长者及家属为己任，并常怀谦卑的心，为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作见证。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5/08 业务行政部

业务行政部长: 罗惠芳少校
代祷:
1. 为各部门架构重组祷告。
2. 祈求各同工身体健康。

16/08 东涌队
部队军官: 陈喜威少校
副部队军官:陈李少琼少校
代祷:
1. 为弟兄姊妹灵命成长的需要祷告，让他们能配合部队事工的发展。
2. 为预备被募立的青年兵、进取员及计划展开的中学生团契祈祷。

17/08 土瓜湾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李群英女士
代祷:
1. 俄乌局势紧张，祈求当局早日停止战争，减少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损伤。
2. 祈求主令疫情尽快过去，经济得以复苏，各行各业回复正常。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8/08 全球祈祷日
印度东南地域
地域总指挥: 戴约翰中将
地域秘书长: 刘贝伦上校
军官 634 (在职403, 退休231) 部队 326 分队 153 学员 20
军兵 59,542 青年兵 7,193 救世军之友13,843
代祷:
1.为本地域军兵属灵更新祈祷: 祈求军兵在圣灵里更新，向更多未得之民传扬福音。
2.为将受军官训练的候补员祈祷 – 现在仍未达到收生人数，况且时下很多年青人对其他方面较感兴趣。本地域军官

短缺的问题将一年比一年严重
3.为本地域克己运动2022祈祷: 虽然由于新冠肺炎出现了负面的社会气氛及经济危机，但军官、干事、军兵及青

年军都准备就绪，尽力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的克己运动期间为本军宣教事工筹款。
19/08 大埔长者日间中心

中心主任：谢淑卿女士
代祷:
1. 为员工及长者祷告，求主保守他们疫情下平安健康。
2. 为服务使用者家属祷告，求主赐予他们力量，克服照顾压力。
3. 感谢神看顾大埔队，为姜美义上尉祷告，求主带领部队未来发展。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2/08 中国事务部
行政及项目经理：陈美仪女士
代祷: 
1. 祈求疫情或其他自然灾害对救世军在内地的服务的影响减至最低，让我们能够将工作和服务做得更细致和深入，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2. 部门拓展更多元化的服务，提升同工服务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提供更适切的服务。

23/08 湾仔队
部队军官: 余基甸上尉
副部队军官: 余李彩玲上尉
代祷:
1. 请为湾仔队迁堂及未来发展事工恳切代祷，求主带领。
2. 求主感动弟兄姊妹的心，热心代祷、奉献、努力参与各项福音事工。

24/08 油麻地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李群英女士
代祷:
1. 愿主赐福各人健康平安。
2. 祈求疫情尽快完结。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5/08 全球祈祷日
韩国地域
地域总指挥: 张文熙中将
地域秘书长: 金秉钰准将
军官 823(在职563, 退休260) 委员11 部队 229 分队/会社 12 学员 21  
军兵 47,085  青年兵 7,392救世军之友 5,262
代祷:
1. 为变化迅速的社会环境，地域有能力快速响应宣教使命的需要祈祷。
2. 为人力和物力资源能持续得到有效管理和运用祈祷。
3. 为改善地域组织成员对下一代的改革与更新的同理心祈祷。
4. 为社会服务进行重组和重新定位必须符合本军身份认同和社会需求祈祷。
5. 为未来在房地产开发和投资方面有效能祈祷

26/07 大埔长者小区服务中心
高级主任 : 孙海东先生
代祷:
1.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2. 愿主赐的平安加倍临到我们当中，彷徨恐惧的得安慰，患病的得医治，软弱的得帮助，即使在患难中，仍心存

盼望。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9/08 机构传讯及筹募部
代祷: 
1. 下半年部门将举行几项筹款活动，包括心好月圆中秋行动、周年定向活动、圣诞节日筹款及义卖等。求主保守活

动的安排，并感动捐款人支持救世军。
2. 为部门的同事祈祷。求主保守他们的健康，并在挑战中继续有火热的心面对工作。

30/08 将军澳队
部队军官: 张婉薇少校
代祷: 
1. 请为部队弟兄姊妹在疫情下的灵命发展祈祷，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学习全然信靠这位创造诸天的神。
2. 请为部队患病的肢体祈祷，愿主看顾患者和其家人，赐下盼望和信心，并依靠我们相信的这位生命的主。

31/08 太子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陈远芬女士
代祷:
1. 疫情已经两年多，希望神可以带领我们身心走出阴霾，令我们可以继续正常生活。
2. 祈求各同事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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