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12 水泉澳幼儿园
校长:梁婉姗女士
代祷
1. 为我们的团队在服务我们的孩子时，让他们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好的生命素质」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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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2 全球祈祷日
挪威、冰岛、法罗群岛地域
总指挥: 韦诺德准将
秘书长: 靳布迪准将
军官 (在职143, 退休197)  委员 19  部队 103  分队 293  学员 8  
军兵 4,263  青年兵 46  救世军之友 1,787
代祷
1. 军官和成员灵命更新及再次投入参与
2. 更多人响应挑战，成为救世军军官
3. 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思，欢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不单照顾他们的需要，更让他们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分子，使

我们能效法耶稣，以爱心接待他们。
4. 为本军领袖、儿童和青少年祷告，求神赐予他们力量、勇气和信心，实践神所交付的工作。

03/12 深水埗家庭支持网络队
主任：刘文标先生
代祷
1. 为弱势社群祷告，特别是居住在深水埗劏房的低收入家庭祷告，他们在经济放缓期间，承受庞大的经济压力。
2. 在疫情期间，保守各个家庭健康，融洽相处。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6/12 区总部
区长：罗惠芳少校
代祷
1. 为区部未来队工配搭祷告，愿区部能就各项事工发展和儿童及青年事工主任空缺招募合适人手，同心协力建立事工

荣耀神。
2. 感恩神一直保守区部带领部队发展，求神使区部能继续栽培更多属灵领袖，并鼓励军兵一同以信心承担使命、为神

争战。

07/12 将军澳队
部队军官: 张婉薇少校
代祷
1. 请为部队的策略方向祈祷，求神让我们看见禾场的需要。
2. 请为牧区的事工祈祷，求神使用部队成为福音的桥梁。

08/12 苏屋幼儿园
校长: 黎嘉敏女士
代祷
1. 为新校团队彼此有更美好的配搭，将优质服务提供给家长及学生祷告。
2. 为学校与部队能有更美好的配合，在校推行福音工作，让更多家庭得到救恩祷告。
3. 12月11日为本校的奉献礼，祈求筹备过程顺利。



怀热心 行使命 同服待 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9/12 全球祈祷日
印度东南部地域
总指挥: 戴约翰中将
秘书长: 华戴维上校
军官 644(在职420, 退休224) 辅助上尉 8 部队Corps 326  学员 20 

军兵 57,770  青年兵 4,279 救世军之友 14,454

代祷
1. 为新冠肺炎对经济和儿童的学习带来的影响祷告。
2. 《外国捐助注册法案》的更新：地域正等待印度政府就《外国捐助注册法案》的更新作出批核。
3. 地域青年大会将于2022年1月13-15日，于纳盖科伊尔卜杜凡卓纪念教会举行。
4. 新扩建范围：本年，地域在以下3个地方进行扩建：
救世军 — 尼尔吉里
救世军 — 蒂鲁普
救世军 — 坦贾武尔

10/12 满FUN苏屋人-深水埗新屋邨社会资本发展计划
计划主任：彭梓健先生
代祷
祈求计划的服务使用者和团队有健康的身体和平静的心灵。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3/12 教育服务部
教育服务部总监：何世孝博士
代祷
1. 天气渐转，近日多所学前教育单位因学童呼吸道感染病征而停课。求天父看顾保守我们的孩子有健康的身体继续日

常学习。因应疫情，中小学均只能授课半天，同学学习进度受阻。求天父赐聪明智慧给老师和同学，让我们的教学
进度能尽量赶上，不致阻碍同学升级、升学。

2. 求天父保守各校同工的健康平安，让他们有强健身体去执行教务。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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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湾仔队重建代祷，求主带领前面的路。保守弟兄姊妹的心，在前景不明朗下，仍坚心仰望主祷告。
2. 为着12月26日建堂筹款的圣诞音乐会祷告，主题为GOD DESIRE。

15/12 田家炳幼儿园
校长:张玉清女士
代祷
1. 为本园各教职员身体健康代祷，因最近同事逐一生病及入院，当中一位职工吴念慈因骨裂正在请放病假中，而校长

亦于9月24日在上班途中跌倒，伤了韧带须放病假。
2. 为来年收生事宜代祷，求神赐福学校有足够生源。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6/12 全球祈祷日
美国西部地域
总指挥: 韦德格中将
秘书长: 艾格力准将
军官 1,123 (在职615 / 退休508)  辅助上尉2 部队 245  学员 24   委员 25

军兵 16503 青年兵 3,842 救世军之友 4,208

代祷
1. 为美国西部地域救世军的服务接触到的所有人士祷告，这些服务包括提供膳食、庇护所、社会服务、敬拜、饭盒、

租金援助等。愿神以奇妙的方式感动他们的生命。
2. 祈求所有军官、雇员和义工的健康、平安，在未来的日子继续他们的事奉，推进使命。
3. 我们在地域里喜乐地事奉神，愿祂的名继续受到荣耀！

17/12 曦华楼
主任: 何祥天先生
代祷
1. 求主带领曦华楼在财政压力下，仍然有长足的发展。
2. 求主保守职员更有智慧处理宿舍的繁重工作，及保守住客的身心健康。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0/12 行政办公室
总指挥: 李光秋上校
秘书长：陈徐香凝少校
代祷
1. 为救世军全球领袖柏培恩大将及全球妇女事工会长柏罗莉萨中将计划于2022年10月到访港澳军区祈祷，求天父

保守各项计划及安排能顺利进行。
2. 愿港澳军区每位军官、军兵、同工、同事及服务使用者都得着从神而来的喜乐及鼓励，在主里同心重建、重修、

重新，将荣耀归给神。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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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周六主日学的发展祈祷，让军兵同仁更深入的学习圣经。
2. 为堂校合一、整全服侍的实践祈祷。

22/12 卜凯赛琳幼儿学校
校长：陈佩君女士
代祷
1. 感恩神的眷顾和保守，香港的疫情越趋稳定，孩子们也可以返回学校面授上课，能与朋辈一起学习、一起游戏、

一起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能连系得更紧密。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赐予我们健康、智慧，为孩子们缔造更丰
富的学习经验。

2. 求主祝福救世军每一个服务单位，以及我们所服务的每一个家庭，能在平安、平稳中度过每一天，祝愿我们之间
能建立和平、融洽的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凝结众人的力量，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3/12 全球祈祷日
马里地区
总指挥: 区礼迪上尉
秘书长: 唐安迪上尉
军官 17 委员 9  部队 20 分队 14  

军兵 660  青年兵 277  救世军之友131

代祷
1. 感谢神让尹安宜少校伉俪和家人平安到埗。
2. 感谢神让马里的工作得以扩展，特别于Kati、Missabougou和Bacodjikoroni开设新分队，以及在3个新地方拓展事工。
3. 为这个艰难的地区（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宣教工作祷告。
4. 分区领袖于布拉柴维尔休假一个月后，感谢神让他们平安回国。
5. 祈求人民愿意接受并愿意接种新冠疫苗。

24/12 大埔青少年综合服务
助理高级主任: 魏佩仪
代祷
1. 为本服务各同工，特别是身体承受痛楚的工友祷告，祈求他们早日康复。
2. 为香港面对难以预料的疫情祷告，祈求疫情能早日平息。
3. 为我们所服务、正面对情绪困扰的青少年及儿童祷告。祈求我们能接触他们并提供适切服务，支持他们跨越困境。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7/12 财务部
总监：黄丽茵女士
代祷
1. 为神保守我们健康和喜乐献上赞美。
2. 祈求我们紧记，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寻求神的帮助。
3. 祈求我们对神怀着信心。

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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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每日读经奖励计划，于11月1日开始了，祈祷激发弟兄姊妹有爱慕神话语的心及追求明白圣经的心志，有目标

地按时完成读圣经。
2. 为部队同仁透过3-5年计划，塑造灵命，爱读圣经、传掦福音、栽培初信祷告，祈盼干事军兵同仁一齐有更美好

的成长，己立立人、建立教会。

29/12 海富幼儿学校
校长: 滕凤芝女士
代祷
1. 感恩新入学的小朋友已逐渐适应校园的生活，各班幼儿的日程活动亦如常开展。入秋是流感的高峰期，求神给予

全校各教职员、家长及幼儿均有健康的身体及灵性，享受每一天的校园生活，教职员能愉快地教导与照顾、小朋
友也能开心地学习。

2. 疫情逐渐稳定，全校开始筹备及推行各项活动。求神给予校长、副校长有聪明智慧、灵巧像蛇，带领学校的日常
工作及发展；求神给予教师能看见幼儿真切的需要，从而设计及安排合宜的教学活动，求神给予职工们有足够的
体力，应付每天幼儿照顾的工作。求神让我们时常紧记能用爱和包容去接纳每一位受托的孩子。我们爱，因为神
先爱我们。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30/12 全球祈祷日
港澳军区
总指挥: 李光秋上校
秘书长: 陈徐香凝少校
军官 50(在职31, 退休19) 部队 16  学员1 

军兵 2,477  青年兵 406  救世军之友 11

代祷
1. 为军区和各部门正准备2022年的行事历，有神的引领和赐福祈祷。
2. 为区部与各部队的未来策略发展计划祷告，求主指引我们的道路，体察军区内的需要。

31/12 大窝口长者中心
主任: 李剑雄先生
代祷
1. 近日多位同事不适病倒，可能是疲倦、工作、考试压力，或忽略关顾长期病患所致。祈求他们多注意身体状况，

多点休息，保持良好健康。
2. 疫情虽然受控，但同事每天工作，都有受感染风险。祈求得主的保守，让同事及服务使用者得以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