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4/10 循环再用计划
循环再用计划总监 : 陈国明先生
代祷
1. 物流部：一名同工的年迈母亲早前患病，刚刚出院，但仍未恢复入院前的活动能力。求神医治，让她早日康复。
2. 发展及市场部：祈求循环再用计划各同工携手同心，鼓励更多人减废、回收、重用，保护环境。

05/10 锦田队
部队军官: 王煜发少校
副部队军官：王黎洪娇少校
代祷
1. 部队今年七月和十月分别调来新队长，求主帮助干事和弟兄姊妹适应改变。求圣灵引导每周的圣洁会，使众人在

敬拜中得造就，融合在基督的团契里。
2. 随着地区发展，锦田一带人口增多。求主感动同人，扩阔眼界，看见主的禾场，愿接受装备，动员服侍社区。

06/10 中原慈善基金幼儿园
校长: 梁洁卿女士
代祷
1. 愿福音透过幼儿园进入更多家庭中。
2. 学生们、家长们和各教职员同工身体健康。
3. 感恩9月开学一切顺利，学生可以天天到学校上课。
4. 2022-2023年度招生顺利。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7/10 全球祈祷日
美国南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贺伟利中将
地域秘书长: 布礼夫准将
军官 1492(在职868/退休624) 部队 317 学员 42
军兵 28,172 青年兵 6,232
代祷
1. 为我们的部队军官祷告。愿他们不因行善而疲倦，而是靠着基督的力量站立。新冠疫情使我们充斥着失落和心碎。

愿我们定睛仰望耶稣。
2. 为我们在 2022 年推出 「专注栽培一位青年人」（箴言 22:6）祷告，通过传福音、门徒训练和发展领导力，为神

的国重新得着我们的儿童和青年祷告。
3. 祈求圣灵感动弟兄姊妹，在救世军担任全职军官的事奉。一众退休军官已和我们一起为 2022-2024年度军官训练

能有50 位学员祈祷。
4. 为我们的军官和军兵对种族歧视和其他歧视谈话时有聆听的心祷告。

08/10 隆亨青少年中心
助理高级主任：魏佩仪女士
代祷 :
1. 全球面对疫情差不多两年，虽然香港本地零确诊，但病毒变种及传播依然存在。在全球疫情下，请为各地人民及

救世军同事的健康祈祷，祈求疫情尽快过去，大家生活可以回复以往日常，身心灵得到平安。
2. 同事照顾不少因疫情受影响的家庭，包括家庭经济及家人关系均受影响，求主保守各同事在面对工作压力的同时，

可带领各家庭走出困境。
3. 近年不少同事面对疾病困扰，可能身体出现软弱的时候，希望同事在专业医护人员医治下早日康复。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1/10 循环再用计划 (澳门)

监督: 林贤明少校
代祷
1. 澳门循环再用计划营运经理职位现正悬空，祈求上帝安排合祂心意的人选来带领澳门的循环再用计划，通过计划的

工作增加救世军在澳门的影响力，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2. 感谢上帝在澳门疫情反复的时候保守在疫区旁的家品店一切平安，祈求上帝继续保守和引领循环再用计划在澳门的

工作，胜过现在所面临的挑战，让一切工作可以恢复常态。

12/10 九龙中央堂
部队军官: 林李内欣上尉
代祷
1. 部队近年受着外在环境影响，军兵及部队都面对不少改变。当中发现了一些机会有助福音事工的发展，为此感恩，

也求主引导本堂紧贴主步伐，在逆境中看到神的工作，殷勤作工。
2. 为今年新开展的外展福音事工祈祷 - 青少年音乐班及家长英文班，让接触到的孩子及家长生命因认识福音而改变，

兴旺军兵传福音的心。

13/10 中原慈善基金油塘幼儿园
校长：汤莹欣女士

代祷
1. 为本校团队祈祷，祈求我们在服侍学生时达至「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生命」。
2. 为本校同工的身心灵健康祈祷。求主在我们的工作中赐予我们平安和喜乐。



怀热心 行使命 同服待 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4/10 全球祈祷日
赞比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施宏恩准将
地域秘书长: 幸爱莲上校
军官 314 (在职244/退休70) 部队 156 学员 24

军兵 33,806 青年兵 9,593

代祷
1. 为我们计划在 2022 年举行的百周年庆典祷告。
2. 11 月的周年地域大会。
3. 祈求军兵对覆立誓约有更多的了解。
4. 为青年事工祷告。
5. 新冠疫情对国家商业和经济的影响。

15/10 马湾青年营
营经理：麦瑞麟先生
代祷
1. 为营地在11-12月期间的宿舍装修工程祈祷；是次得到康文署80多万的资助，装修营地的细房 (两房一厅)，求上帝

保守工程前后及期间所有安排顺利，工人工作期间能尽责及安全地进行，天气稳定以致工程可以顺利如期完成，好
让营地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供市民大众使用，让他们有一个可以舒展身心，回复休息的空间；工作有时，作息有时，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更在乎上帝的同在，求主祝福。

2. 为营地在新学年开始会开展更多到校培训服务祈祷；除了营地本身的业务外，新学年会与不同的公司和学校合作举
办更多「体验式学习课程」，包括SEN学童训练、学童价值观教育等，求主带领管理同工及一众全职和兼职前线同
工，在新项目中可以上下一心，同心同工，为更多有需要的青少年和学童提供有意义的学习，让他们尝试一些未做
过的事情从而得着成长，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从而得着改变，做一些不敢做的事情从而突破自己；在人不能，在
神凡事都能，求圣灵在活动期间充满我们，感动参加者开放自己的心，愿意去学习、突破、改变、成长。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8/10 救世军领袖培训中心
监督：曹锦昌少校
代祷
1. 为SALTC的运作及人事安排祷告，能继续保持畅顺运作，在军兵们的成长过程中提供协助。
2. 求主赐给同工智慧与力量，继续整理资源中心多年来收集的物品，让救世军过往工作事迹得以保存，成为军兵以热

诚行使命之鼓励。

19/10 九龙城队
部队军官: 谭罗惠芳少校 (监督)

代祷
1. 为活动祈祷，祈求能鼓励军兵同人参与每日灵修。
2. 为各项维修保养工程祷告，让军兵同人能够有更好的设施，一同敬拜神，彼此团契。

20/10 陈昆栋幼儿园
校长：麦妙玲女士
代祷
1. 受疫情与移民影响，本年度收生有欠理想。期望在未来的日子，收生的情况有所改善。
2. 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期望陈昆栋幼儿园所有教职员得到保守，有足够智慧与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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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在职67 /退休95) 部队 41 学员 3  

军兵 2,199 青年兵 93   

代祷
1. 需要工人

地域现有 41 个部队和 12 个分队，由于缺乏军官和平信徒领袖，区部需监督 12 个部队的事工。我们希望得到国
际总部的支持，但由于疫情, 边境关闭，这一直是个挑战。

2. 莫志勋及莫韵迪准将于 4 月已被任命为地域新领导，但截至 9 月 9 日，由于边境关闭，他们仍无法入境。请祈祷
他们虽然在远方, 仍能够表现出良好的领导力，资深领导团队在总指挥缺席的情况下仍能「紧守阵地」。

3. 为年轻人的得蒙救赎、成长和领导力发展祈祷。
4. 许多年轻的基督徒成为雇员在救世军工作。请为他们祈祷，让他们不会满足于现在的工作环境，而是继续在他们的

信仰中成长，并寻求响应上帝对他们生命的呼召。
5. 为两家医院和 15 个社会服务中心祈祷:

在这次疫情中，所有员工都在艰难的环境中努力工作。求神给他们力量和保护。

22/10 牛潭尾社区发展计划
主任：梁国熙先生
代祷
1. 祈求服务团队成员有健康的身体和力量，去帮助郊区有需要的家庭，与他们同行。
2. 祈求服务团队成员和他们的家人有健康的身体。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5/10 社会服务部
社会服务总监: 李笑芬女士
代祷
1. 感谢主的保守及带领，纵然因疫情带来种种的挑战，感恩社会服务部的同工们仍以积极正向的态度迎向挑战，用

心照顾及关怀服务对象。
2. 愿主赐智慧与力量，让同工们洞悉服务对象的需要；并按主的旨意，继续同心合意为社会上有需要的人提供贴心

及优质的服务，让他们感受主的爱与平安同在。
3. 为同工、服务使用者及亲属祷告，求主保守每位的身心灵健康，并愿主让大家无论面对甚么景况，心中皆常存感

恩与盼望。

26/10 东九龙队
部队军官: 林业铿上尉
代祷
1. 为部队在社区中的使命祷告，求主赐下从上而来的智慧，好叫我们看清楚部队服侍的方向；又求主火热我们服侍

人的热心，一同祝福社区。
2. 为部队聘请传道及事务员祷告，求主亲自呼召及拣选合适的人来事奉。

27/10 富强幼儿园
校长：林英群女士
代祷
1. 祈求新生能尽快适应新校园生活。
2. 祈求新到任老师能尽快投入团队。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8/10 全球祈祷日
印度西南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祁家宝准将
地域秘书长: 马建达上校
军官 658(在职298/退休360) 部队 307 学员 9  

军兵 24,871 青年 2,161 

代祷
1. 卡拉拉邦的冠状病毒感染正在升级，军官们也成为这种病毒的受害者，影响福音工作。
2. 大多数军兵在这次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将使11 月和 12 月的克己运动充满挑战。
3. 地域希望将卡塔卡塔尔的库拉图梅尔医疗中心的空间用作善终关怀中心，在后疫症护理阶段结束后为长者提供服

务。
4. 我们在康加札医疗中心失去了一名在职军官乔伊少校，求神亲自安慰他的妻子和家人。
5. 为10 岁以下的儿童祈祷，祈求他们免受感染。
6. 为军官的身体健康祈祷，因为一些在职和退休军官面临心脏并发症，医生建议需要接受手术。
7. 地域需要更多的候补员接受军官训练，填补没有军官和只由退休军官担任队长的部队。

29/10 平田儿童之家
家舍舍监：黄嘉慧女士
代祷
1.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求神保守院舍员工和儿童健康、平安。
2. 在新学年，求神赐福保守院舍儿童有智慧和学习的热忱，勇于克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