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4/10 循環再用計劃
循環再用計劃總監 : 陳國明先生
代禱
1. 物流部：一名同工的年邁母親早前患病，剛剛出院，但仍未恢復入院前的活動能力。求神醫治，讓她早日康復。
2. 發展及市場部：祈求循環再用計劃各同工攜手同心，鼓勵更多人減廢、回收、重用，保護環境。

05/10 錦田隊
部隊軍官: 王煜發少校
副部隊軍官：王黎洪嬌少校
代禱
1. 部隊今年七月和十月分別調來新隊長，求主幫助幹事和弟兄姊妹適應改變。求聖靈引導每週的聖潔會，使眾人在

敬拜中得造就，融合在基督的團契裡。
2. 隨著地區發展，錦田一帶人口增多。求主感動同人，擴闊眼界，看見主的禾場，願接受裝備，動員服侍社區。

06/10 中原慈善基金幼稚園
校長: 梁潔卿女士
代禱
1. 願福音透過幼稚園進入更多家庭中。
2. 學生們、家長們和各教職員同工身體健康。
3. 感恩9月開學一切順利，學生可以天天到學校上課。
4. 2022-2023年度招生順利。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7/10 全球祈禱日
美國南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賀偉利中將
地域秘書長: 布禮夫准將
軍官 1492(在職868/退休624) 部隊 317 學員 42
軍兵 28,172 青年兵 6,232
代禱
1. 為我們的部隊軍官禱告。願他們不因行善而疲倦，而是靠著基督的力量站立。新冠疫情使我們充斥着失落和心碎。

願我們定睛仰望耶穌。
2. 為我們在 2022 年推出 「專注栽培一位青年人」（箴言 22:6）禱告，通過傳福音、門徒訓練和發展領導力，為神

的國重新得著我們的兒童和青年禱告。
3. 祈求聖靈感動弟兄姊妹，在救世軍擔任全職軍官的事奉。一眾退休軍官已和我們一起為 2022-2024年度軍官訓練

能有50 位學員祈禱。
4. 為我們的軍官和軍兵對種族歧視和其他歧視談話時有聆聽的心禱告。

08/10 隆亨青少年中心
助理高級主任：魏佩儀女士
代禱 :
1. 全球面對疫情差不多兩年，雖然香港本地零確診，但病毒變種及傳播依然存在。在全球疫情下，請為各地人民及

救世軍同事的健康祈禱，祈求疫情盡快過去，大家生活可以回復以往日常，身心靈得到平安。
2. 同事照顧不少因疫情受影響的家庭，包括家庭經濟及家人關係均受影響，求主保守各同事在面對工作壓力的同時，

可帶領各家庭走出困境。
3. 近年不少同事面對疾病困擾，可能身體出現軟弱的時候，希望同事在專業醫護人員醫治下早日康復。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1/10 循環再用計劃 (澳門)

監督: 林賢明少校
代禱
1. 澳門循環再用計劃營運經理職位現正懸空，祈求上帝安排合祂心意的人選來帶領澳門的循環再用計劃，通過計劃的

工作增加救世軍在澳門的影響力，服務更多有需要的人。
2. 感謝上帝在澳門疫情反覆的時候保守在疫區旁的家品店一切平安，祈求上帝繼續保守和引領循環再用計劃在澳門的

工作，勝過現在所面臨的挑戰，讓一切工作可以恢復常態。

12/10 九龍中央堂
部隊軍官: 林李內欣上尉
代禱
1. 部隊近年受著外在環境影響，軍兵及部隊都面對不少改變。當中發現了一些機會有助福音事工的發展，為此感恩，

也求主引導本堂緊貼主步伐，在逆境中看到神的工作，殷勤作工。
2. 為今年新開展的外展福音事工祈禱 - 青少年音樂班及家長英文班，讓接觸到的孩子及家長生命因認識福音而改變，

興旺軍兵傳福音的心。

13/10 中原慈善基金油塘幼稚園
校長：湯瑩欣女士

代禱
1. 為本校團隊祈禱，祈求我們在服侍學生時達至「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生命」。
2. 為本校同工的身心靈健康祈禱。求主在我們的工作中賜予我們平安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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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全球祈禱日
贊比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施宏恩准將
地域秘書長: 幸愛蓮上校
軍官 314 (在職244/退休70) 部隊 156 學員 24

軍兵 33,806 青年兵 9,593

代禱
1. 為我們計劃在 2022 年舉行的百週年慶典禱告。
2. 11 月的週年地域大會。
3. 祈求軍兵對覆立誓約有更多的了解。
4. 為青年事工禱告。
5. 新冠疫情對國家商業和經濟的影響。

15/10 馬灣青年營
營經理：麥瑞麟先生
代禱
1. 為營地在11-12月期間的宿舍裝修工程祈禱；是次得到康文署80多萬的資助，裝修營地的細房 (兩房一廳)，求上帝

保守工程前後及期間所有安排順利，工人工作期間能盡責及安全地進行，天氣穩定以致工程可以順利如期完成，好
讓營地有一個更舒適的環境供市民大眾使用，讓他們有一個可以舒展身心，回復休息的空間；工作有時，作息有時，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更在乎上帝的同在，求主祝福。

2. 為營地在新學年開始會開展更多到校培訓服務祈禱；除了營地本身的業務外，新學年會與不同的公司和學校合作舉
辦更多「體驗式學習課程」，包括SEN學童訓練、學童價值觀教育等，求主帶領管理同工及一眾全職和兼職前線同
工，在新項目中可以上下一心，同心同工，為更多有需要的青少年和學童提供有意義的學習，讓他們嘗試一些未做
過的事情從而得著成長，做一些不願意做的事情從而得著改變，做一些不敢做的事情從而突破自己；在人不能，在
神凡事都能，求聖靈在活動期間充滿我們，感動參加者開放自己的心，願意去學習、突破、改變、成長。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8/10 救世軍領袖培訓中心
監督：曹錦昌少校
代禱
1. 為SALTC的運作及人事安排禱告，能繼續保持暢順運作，在軍兵們的成長過程中提供協助。
2. 求主賜給同工智慧與力量，繼續整理資源中心多年來收集的物品，讓救世軍過往工作事跡得以保存，成為軍兵以熱

誠行使命之鼓勵。

19/10 九龍城隊
部隊軍官: 譚羅惠芳少校 (監督)

代禱
1. 為活動祈禱，祈求能鼓勵軍兵同人參與每日靈修。
2. 為各項維修保養工程禱告，讓軍兵同人能夠有更好的設施，一同敬拜神，彼此團契。

20/10 陳昆棟幼稚園
校長：麥妙玲女士
代禱
1. 受疫情與移民影響，本年度收生有欠理想。期望在未來的日子，收生的情況有所改善。
2. 在這個艱難的時期，期望陳昆棟幼稚園所有教職員得到保守，有足夠智慧與勇氣面對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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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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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在職67 /退休95) 部隊 41 學員 3  

軍兵 2,199 青年兵 93   

代禱
1. 需要工人

地域現有 41 個部隊和 12 個分隊，由於缺乏軍官和平信徒領袖，區部需監督 12 個部隊的事工。我們希望得到國
際總部的支持，但由於疫情, 邊境關閉，這一直是個挑戰。

2. 莫志勳及莫韻迪准將於 4 月已被任命為地域新領導，但截至 9 月 9 日，由於邊境關閉，他們仍無法入境。請祈禱
他們雖然在遠方, 仍能夠表現出良好的領導力，資深領導團隊在總指揮缺席的情況下仍能「緊守陣地」。

3. 為年輕人的得蒙救贖、成長和領導力發展祈禱。
4. 許多年輕的基督徒成為僱員在救世軍工作。請為他們祈禱，讓他們不會滿足於現在的工作環境，而是繼續在他們的

信仰中成長，並尋求回應上帝對他們生命的呼召。
5. 為兩家醫院和 15 個社會服務中心祈禱:

在這次疫情中，所有員工都在艱難的環境中努力工作。求神給他們力量和保護。

22/10 牛潭尾社區發展計劃
主任：梁國熙先生
代禱
1. 祈求服務團隊成員有健康的身體和力量，去幫助郊區有需要的家庭，與他們同行。
2. 祈求服務團隊成員和他們的家人有健康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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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25/10 社會服務部
社會服務總監: 李笑芬女士
代禱
1. 感謝主的保守及帶領，縱然因疫情帶來種種的挑戰，感恩社會服務部的同工們仍以積極正向的態度迎向挑戰，用

心照顧及關懷服務對象。
2. 願主賜智慧與力量，讓同工們洞悉服務對象的需要；並按主的旨意，繼續同心合意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提供貼心

及優質的服務，讓他們感受主的愛與平安同在。
3. 為同工、服務使用者及親屬禱告，求主保守每位的身心靈健康，並願主讓大家無論面對甚麼景況，心中皆常存感

恩與盼望。

26/10 東九龍隊
部隊軍官: 林業鏗上尉
代禱
1. 為部隊在社區中的使命禱告，求主賜下從上而來的智慧，好叫我們看清楚部隊服侍的方向；又求主火熱我們服侍

人的熱心，一同祝福社區。
2. 為部隊聘請傳道及事務員禱告，求主親自呼召及揀選合適的人來事奉。

27/10 富強幼稚園
校長：林英群女士
代禱
1. 祈求新生能盡快適應新校園生活。
2. 祈求新到任老師能盡快投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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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28/10 全球祈禱日
印度西南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祁家寶准將
地域秘書長: 馬建達上校
軍官 658(在職298/退休360) 部隊 307 學員 9  

軍兵 24,871 青年 2,161 

代禱
1. 喀拉拉邦的冠狀病毒感染正在升級，軍官們也成為這種病毒的受害者，影響福音工作。
2. 大多數軍兵在這次疫情期間失去了工作，將使11 月和 12 月的克己運動充滿挑戰。
3. 地域希望將卡塔卡達的庫拉圖梅爾醫療中心的空間用作善終關懷中心，在後疫症護理階段結束後為長者提供服務。
4. 我們在康加札醫療中心失去了一名在職軍官喬伊少校，求神親自安慰他的妻子和家人。
5. 為10 歲以下的兒童祈禱，祈求他們免受感染。
6. 為軍官的身體健康祈禱，因為一些在職和退休軍官面臨心臟併發症，醫生建議需要接受手術。
7. 地域需要更多的候補員接受軍官訓練，填補沒有軍官和只由退休軍官擔任隊長的部隊。

29/10 平田兒童之家
家舍舍監：黃嘉慧女士
代禱
1.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求神保守院舍員工和兒童健康、平安。
2. 在新學年，求神賜福保守院舍兒童有智慧和學習的熱忱，勇於克服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