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11 妇女事工部
军区妇女事工会长: 李张锦玲上校
代祷
1. 愿神赐各位女军官同工和部队的妇女智慧、力量和勇气，给她们指引方向，无论面对任何处境和环境，都能行出

祂的使命。
2. 求神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透过我们的影响力，带领更多人认识耶稣，并以耶稣作他们的救主。

02/11 西九龙分队
分队军官: 马健东少校
分队助理军官: 冯素玲上尉
代祷
为西九龙分队的儿童事工及家长事工、在校的福音预工祷告，让更多弟兄姊妹看见分队的发展异象，愿意差传到分队
及委身服侍。

03/11 源林洁和幼儿园
校长:吴凯恩女士
代祷
1. 为源林洁和幼儿园的奉献礼祷告。
2. 为本校教职员的健康祷告。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4/11 全球祈祷日
俄罗斯军区
军区总指挥: 卡毅力上校
军区秘书长: 岑白维拉少校
军官 825(在职596, 退休229) 辅助上尉 13  委员 10  部队 231  学员 16 
军兵 47,120 救世军之友 5,837 青年兵 7,597 
代祷
1. 今年十月，我们庆祝救世军在俄罗斯成立 30 周年。 我们感谢神的信实，并通过俄罗斯救世军军人的事工为人们的

生命带来改变，将所有荣耀归给祂。
2. 请为我们的军官和军兵灵性得着更新祷告。
3. 为我们 2025宣教使命策略的实施、事工的发展和新视野（在俄罗斯开展新事工）祷告。
4. 求神赐予新方法，能有效牧养儿童和青少年。
5. 祈求人们鼓起勇气，响应上帝对他们生命的呼召，成为军官。

05/11 抗疫有「家」计划
计划主任：吴周明先生
代祷
1. 祈求团队能聘用到合适的兼职计划助理。
2. 祈求抗疫有「家」计划团队能应付日常运作中的各样挑战，服务有需要的家庭，实践神的使命。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8/11 卜维廉宾馆
营运经理：卢嘉雯女士
代祷
1. 祈求宾馆各同工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2. 为宾馆所有住客祷告，祈求他们在宾馆感到宾至如归。

09/11 大坑东队
部队军官: 曹锦华少校
副部队军官: 曹莫丽清少校
代祷
1. 11月份是本队66周年堂庆，求主继续恩泽军兵同仁们，也让我们享受恩典的同时，毋忘向小区人士分享神的爱。
2. 11月13日 星期六晚上，本队将会举行「周年培灵会」，透过神的说话，再次挑旺军兵同仁们爱主、爱教会、爱人

的心。

10/11 吴国伟纪念幼儿园
校长：陈笑丽女士
代祷
1. 11月15日至19日教育局将到学校进行质素评核，求天父赐下聪明智慧与平安，愿神恩手带领本园团队，祝福一切顺

利。
2. 为每个家庭有患病的孩子或家人代祷，求主亲自医治，祝愿每个患病的孩子或家人得主医治。
3. 为每个缺乏爱的人祷告，求主怜悯施恩，让每个人能经历爱、实践爱，使家庭和谐，孩子蒙福。



怀热心 行使命 同服待 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1/11 全球祈祷日
印度北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戴丹尼准将
地域秘书长: 黎丹尼上校
军官 496 (在职397, 退休99) 委员 4 部队 171   分队 898  

军兵 73,162  青年兵 5,487救世军之友 3,623

代祷
1. 请继续为地域祈祷，尤其为我们可顺利实施和改善管治体系。
2. 请为地域的部队事工祷告。 我们有很多部队没有部队军官。
3. 请为参与2021年度筹款运动 -（克己和社会募捐运动）的军官和军兵祈祷。
4. 请为各种资源从英文翻译成印度文的工作，俾能给予军官和军兵使用祷告。

12/11 儿童及青少年院护服务
院长：李宛颖女士
代祷
1. 为院护服务的青年院友和各同工祷告。求神保守各人有平安和健康，引领我们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各种新挑战。
2. 为院护服务下毕业的青年人祷告。求神看顾他们，保守他们平安，在他们由青年步入成年阶段，以及从院护照顾迈

向独立生活的过程中，一直引领他们。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5/11 业务及行政部
代祷
1. 在疫情当中，记念各同事身心灵健康和平安。
2. 求主给我们智慧及指导，让部门能够顺利完成各项工作。

16/11 沙田队
部队军官: 曹谭玉珍少校
代祷
1. 10月1日起前队长曹锦昌少校已调任，请为新队长曹谭玉珍少校所肩负庞大沙田牧区的事奉代祷，求神加能赐力予

她。
2. 部队正招聘半职福音干事，求神预备合适的人选。

17/11 平田幼儿园
校长：黎安儿女士
代祷
1. 愿主赐平安、健康、喜乐予幼儿、家长及教职员团队。
2. 祈求2022-2023年度的招生得以顺利。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8/11 全球祈祷日
巴西地域
地域总指挥: 施伟信准将
地域秘书长: 马曼劳少校
军官 166(在职120, 退休46) 部队 42 分队 6  学员 6 军兵1,638        

青年兵 424  救世军之友142

代祷
1. 请为2022 年军官更新研讨会和新军官进深课程的筹备和举行祷告。
2. 请为2022 年庆祝救世军在巴西地域成立100周年的地域大会筹备工作和举行祷告。
3. 请为我们地域所面对的覆盖面和司法问题挑战祷告。
4. 为部队和社会单位得着增长和增润祷告。
5. 军官、救世军人和友好在灵性、身体和经济上都委身于军队的使命上。

19/11 三门仔社区发展计划
计划主任：叶庆龙先生
代祷
1. 近日有服务使用者离世，请为他们的家人祷告。

2. 村内有些服务使用者之间出现一些争执，祈求我们有智能，帮助他们排解纠纷。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2/11 中国事务部
行政主任：陈美仪女士
代祷
1. 为部门建立一个强而有凝聚力的团队，在神的恩典中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的服务。
2. 祈求同工们、友好合作伙伴及受惠群众都平安、健康，不因疫情为我们的工作带不利影响。同时，在神的祝福中，

我们的服务能够更有创造力和有效性，让团队有能力去应对。

23/11 美乐队
部队军官: 叶大卫少校
助理部队军官: 张冠荣少校
代祷
1. 为共享空间服侍，让长者们藉服务得着福音。
2. 助理部队军官张少校在美乐队及三圣小区房屋的任命，求主祝福帮助，使用他的服侍，荣神益人。

24/11 庆恩幼儿园
校长: 罗秀芬女士
代祷
1. 希望主能保守所有教职员的身心灵健康，让我们都能运用所有的能力与专业，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安全、快乐

而充满爱的校园。
2. 期望疫情能尽早稳定下来，让我们都能在一个常态的环境下生活及学习。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5/11 全球祈祷日
坦桑尼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艾斯特准将
地域秘书长:祁丹尼上校
军官 267(在职260, 退休R)委员4 部队 84 分队 52 学员 14 0 

军兵 9,976  青年兵 5,667 救世军之友3,461

代祷
1. 为我们部队的增长、军兵的灵命成长以及在所有中心进行中的活动祷告。
2. 为我们的教会增长，在坦桑尼亚境内和周边城市地区开展事工的计划祷告，尤其在首都多多马。
3. 为领导团队坚心靠主祷告。
4. 军兵对部队有归属感，以救世军为荣，并对救灵工作充满热情祷告。

26/11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
高级主任 : 张汝照先生
代祷
1. 求圣灵引领，并赐下智慧及爱心给政府草拟一条合用的强制通报怀疑虐待儿童的条例草案。
2. 求主赐额外的恩典，并保守学校人员及学校社工在疫情下继续竭力服侍学生。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9/11 机构传讯及筹募部
机构传讯及筹募总监 : 周紫桦女士
代祷
1. 求神继续保守刚合并的机构传讯及筹募部。
2. 新同工大都已经到任，感谢神的供应。
3. 求神帮助部门解决所有困难，凝聚团队同工。

30/11 大埔队
部队军官: 陈国威少校
代祷
1. 重新使命: 重寻部队异象方向
2. 重建: 部队物业
3. 重启: 重启部队团契活动
4. 重连: 连结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