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08 婦女事工部
軍區婦女事工會長: 李張錦玲上校
代禱:
1. 求神賜予所有部隊軍官和部隊婦女事工的婦女們智慧，使他們籌劃有趣又有意義的活動，吸引更多區內婦女參

與。
2. 祈求婦女們繼續積極參與宣教事工，接觸更多的人。
3. 祈求進行中的援手計劃取得成功。

02/08 卜維廉隊
部隊軍官:譚振輝少校
代禱:
1. 為 8月10、11日對中一新生的「福音遍傳」。
2. 為部隊的中學生團契迎接中一新生。

03/08 荃灣家品店
高級店舖經理:陳遠如女士
代禱：
1. 祈求全世界疫症盡快消失，世界回復正常秩序，親友家人團聚，大家身體健康。
2. 祈求各同事工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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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4/08 全球祈禱日
墨西哥地域
地域總指揮: 費域嘉准將
地域秘書長: 費利羅上校
軍官 180(在職128, 退休52) 委員 1  部隊 51  學員 7  分隊 1
軍兵 1,338 救世軍之友 786  青年兵 654
代禱:
1. 為地域改用管治進程祈禱。
2. 為軍官和軍兵的靈性得復興，使我們可以有更多弟兄姊妹事奉神祈禱。
3. 為進入軍官訓練學院的候補員祈禱，使他們可以被教導和塑造成「血與火」的軍官。
4. 為地域的兒童和青少年祈禱，使他們可以成為地域各部隊的中堅份子，並帶領更多的年青人認識基督為他們的救

主。
5. 為將在 8 月領受新任命的軍官祈禱，讓神繼續使用他們擴展神的國度。

05/08 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劃
計劃主任：黃建慧女士
代禱:
1. 為臨終的長者及其家人送上禱告，令他們在身心靈得到關顧，主內平安。
2. 保守計劃的同事及參與單位各同工，讓他們在疫情下仍能發揮所長，照顧好臨終的長者，亦有心力去支援喪親的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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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08/08 卜維廉賓館
營運經理：盧嘉雯女士
代禱:
1. 求主保守卜維廉賓館同工和住客身體健康。
2. 求主讓賓館能盡快聘得足夠人手，使團隊工作更順暢。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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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部隊下半年事工推行運作順利祈禱，為每項活動運作更佳，能達到活動之目標，例如：拯救靈魂、建立信徒、

關愛社區，幫助籌委小組有天上和地上的智慧服事。
2. 繼續為每日讀經計劃祈禱，希望有更多弟兄姊妹加入，一同愛閲讀聖經，扎根主的真道上。

10/08 黃埔家品店
高級店舖經理：李群英女士
代禱: 
1. 疫情令到各界都身心疲累。祈求香港以至全球疫情持續放緩，人人都身體健康，早日除下口罩恢復正常生活。
2. 祈求各同事及其家人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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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全球祈禱日
德國、立陶宛及波蘭地域
地域總指揮: 卡埃維准將
地域秘書長: 黎孝文上校
軍官 118 (在職60, 退休58) 委員 2 部隊 37  分隊 5  
軍兵 724  青年兵 67 救世軍之友 413
代禱:
為立陶宛
祈禱立陶宛人民渴求上帝！
為波蘭
祈禱上帝將領導和指導新成立的救世軍基金會，讓它努力在波蘭開設第一家救世軍慈善商店。
為德國
為新的地域領袖順利到來，因為他們帶著其文化離開了國際區域，並在這個新的、文化不同的地域上安頓下來。為
超越語言障礙的美好聚會和相互理解祈禱。
為我們的地域
為每個國家和他們的國家（屬靈的）挑戰祈禱 — 因為更大的歐洲軍事衝突的威脅和恐懼正在蔓延。祈求願意聆聽
上帝的聲音並尋求祂作為一個安全的地方（詩 43）。

12/08 寶琳長者之家
院長：區以德先生
代禱:
1. 請為長者院友及家屬祈禱，求主繼續保守看顧，引領大家在疫情的各種限制下，仍能彼此扶持，常懷感恩的心，

心靈獲得平安喜樂。
2. 請為全體職員祈禱，求主繼續帶領我們迎接日常工作的挑戰，以服務長者及家屬為己任，並常懷謙卑的心，為

主耶穌基督的救恩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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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 業務行政部

業務行政部長: 羅惠芳少校
代禱:
1. 為各部門架構重組禱告。
2. 祈求各同工身體健康。

16/08 東涌隊
部隊軍官: 陳喜威少校
副部隊軍官:陳李少琼少校
代禱:
1. 為弟兄姊妹靈命成長的需要禱告，讓他們能配合部隊事工的發展。
2. 為預備被募立的青年兵、進取員及計劃展開的中學生團契祈禱。

17/08 土瓜灣家品店
高級店舖經理：李群英女士
代禱:
1. 俄烏局勢緊張，祈求當局早日停止戰爭，減少對當地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傷。
2. 祈求主令疫情盡快過去，經濟得以復甦，各行各業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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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 全球祈禱日
印度東南地域
地域總指揮: 戴約翰中將
地域秘書長: 劉貝倫上校
軍官 634 (在職403, 退休231) 部隊 326 分隊 153 學員 20
軍兵 59,542 青年兵 7,193 救世軍之友13,843
代禱:
1.為本地域軍兵屬靈更新祈禱: 祈求軍兵在聖靈裏更新，向更多未得之民傳揚福音。
2.為將受軍官訓練的候補員祈禱 – 現在仍未達到收生人數，況且時下很多年青人對其他方面較感興趣。本地域軍官

短缺的問題將一年比一年嚴重
3.為本地域克己運動2022祈禱: 雖然由於新冠肺炎出現了負面的社會氣氛及經濟危機，但軍官、幹事、軍兵及青

年軍都準備就緒，盡力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的克己運動期間為本軍宣教事工籌款。

19/08 大埔長者日間中心
中心主任：謝淑卿女士
代禱:
1. 為員工及長者禱告，求主保守他們疫情下平安健康。
2. 為服務使用者家屬禱告，求主賜予他們力量，克服照顧壓力。
3. 感謝神看顧大埔隊，為姜美義上尉禱告，求主帶領部隊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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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22/08 中國事務部
行政及項目經理：陳美儀女士
代禱: 
1. 祈求疫情或其他自然災害對救世軍在内地的服務的影響減至最低，讓我們能夠將工作和服務做得更細致和深入，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2. 部門拓展更多元化的服務，提升同工服務的專業能力和素質，為更多有需要的人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23/08 灣仔隊
部隊軍官: 余基甸上尉
副部隊軍官: 余李彩玲上尉
代禱:
1. 請為灣仔隊遷堂及未來發展事工懇切代禱，求主帶領。
2. 求主感動弟兄姊妹的心，熱心代禱、奉獻、努力參與各項福音事工。

24/08 油麻地家品店
高級店舖經理：李群英女士
代禱:
1. 願主賜福各人健康平安。
2. 祈求疫情盡快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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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8 全球祈禱日
韓國地域
地域總指揮: 張文熙中將
地域秘書長: 金秉鈺准將
軍官 823(在職563, 退休260) 委員11 部隊 229 分隊/會社 12 學員 21  
軍兵 47,085  青年兵 7,392救世軍之友 5,262
代禱:
1. 為變化迅速的社會環境，地域有能力快速回應宣教使命的需要祈禱。
2. 為人力和物力資源能持續得到有效管理和運用祈禱。
3. 為改善地域組織成員對下一代的改革與更新的同理心祈禱。
4. 為社會服務進行重組和重新定位必須符合本軍身份認同和社會需求祈禱。
5. 為未來在房地產開發和投資方面有效能祈禱

26/07 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高級主任 : 孫海東先生
代禱:
1. 求主保守我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2. 願主賜的平安加倍臨到我們當中，徬徨恐懼的得安慰，患病的得醫治，軟弱的得幫助，即使在患難中，仍心存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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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8 機構傳訊及籌募部
代禱: 
1. 下半年部門將舉行幾項籌款活動，包括心好月圓中秋行動、周年定向活動、聖誕節日籌款及義賣等。求主保守活

動的安排，並感動捐款人支持救世軍。
2. 為部門的同事祈禱。求主保守他們的健康，並在挑戰中繼續有火熱的心面對工作。

30/08 將軍澳隊
部隊軍官: 張婉薇少校
代禱: 
1. 請為部隊弟兄姊妹在疫情下的靈命發展祈禱，求神堅固我們的信心，學習全然信靠這位創造諸天的神。
2. 請為部隊患病的肢體祈禱，願主看顧患者和其家人，賜下盼望和信心，並依靠我們相信的這位生命的主。

31/08 太子家品店
高級店舖經理：陳遠芬女士
代禱:
1. 疫情已經兩年多，希望神可以帶領我們身心走出陰霾，令我們可以繼續正常生活。
2. 祈求各同事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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