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11 婦女事工部
軍區婦女事工會長: 李張錦玲上校
代禱
1. 願神賜各位女軍官同工和部隊的婦女智慧、力量和勇氣，給她們指引方向，無論面對任何處境和環境，都能行出

祂的使命。
2. 求神加給我們力量，使我們能透過我們的影響力，帶領更多人認識耶穌，並以耶穌作他們的救主。

02/11 西九龍分隊
分隊軍官: 馬健東少校
分隊助理軍官: 馮素玲上尉
代禱
為西九龍分隊的兒童事工及家長事工、在校的福音預工禱告，讓更多弟兄姊妹看見分隊的發展異象，願意差傳到分隊
及委身服侍。

03/11 源林潔和幼稚園
校長:吳凱恩女士
代禱
1. 為源林潔和幼稚園的奉獻禮禱告。
2. 為本校教職員的健康禱告。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4/11 全球祈禱日
俄羅斯軍區
軍區總指揮: 卡毅力上校
軍區秘書長: 岑白維拉少校
軍官 825(在職596, 退休229) 輔助上尉 13  委員 10  部隊 231  學員 16 
軍兵 47,120 救世軍之友 5,837 青年兵 7,597 
代禱
1. 今年十月，我們慶祝救世軍在俄羅斯成立 30 週年。 我們感謝神的信實，並通過俄羅斯救世軍軍人的事工為人們的

生命帶來改變，將所有榮耀歸給祂。
2. 請為我們的軍官和軍兵靈性得着更新禱告。
3. 為我們 2025宣教使命策略的實施、事工的發展和新視野（在俄羅斯開展新事工）禱告。
4. 求神賜予新方法，能有效牧養兒童和青少年。
5. 祈求人們鼓起勇氣，響應上帝對他們生命的呼召，成為軍官。

05/11 抗疫有「家」計劃
計劃主任：吳周明先生
代禱
1. 祈求團隊能聘用到合適的兼職計劃助理。
2. 祈求抗疫有「家」計劃團隊能應付日常運作中的各樣挑戰，服務有需要的家庭，實踐神的使命。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8/11 卜維廉賓館
營運經理：盧嘉雯女士
代禱
1. 祈求賓館各同工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2. 為賓館所有住客禱告，祈求他們在賓館感到賓至如歸。

09/11 大坑東隊
部隊軍官: 曹錦華少校
副部隊軍官: 曹莫麗清少校
代禱
1. 11月份是本隊66周年堂慶，求主繼續恩澤軍兵同仁們，也讓我們享受恩典的同時，毋忘向社區人士分享神的愛。
2. 11月13日 星期六晚上，本隊將會舉行「周年培靈會」，透過神的說話，再次挑旺軍兵同仁們愛主、愛教會、愛人

的心。

10/11 吳國偉紀念幼稚園
校長：陳笑麗女士
代禱
1. 11月15日至19日教育局將到學校進行質素評核，求天父賜下聰明智慧與平安，願神恩手帶領本園團隊，祝福一切順

利。
2. 為每個家庭有患病的孩子或家人代禱，求主親自醫治，祝願每個患病的孩子或家人得主醫治。
3. 為每個缺乏愛的人禱告，求主憐憫施恩，讓每個人能經歷愛、實踐愛，使家庭和諧，孩子蒙福。



懷熱心 行使命 同服待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1/11 全球祈禱日
印度北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戴丹尼准將
地域秘書長: 黎丹尼上校
軍官 496 (在職397, 退休99) 委員 4 部隊 171   分隊 898  

軍兵 73,162  青年兵 5,487救世軍之友 3,623

代禱
1. 請繼續為地域祈禱，尤其為我們可順利實施和改善管治體系。
2. 請為地域的部隊事工禱告。 我們有很多部隊沒有部隊軍官。
3. 請為參與2021年度籌款運動 -（克己和社會募捐運動）的軍官和軍兵祈禱。
4. 請為各種資源從英文翻譯成印度文的工作，俾能給予軍官和軍兵使用禱告。

12/11 兒童及青少年院護服務
院長：李宛穎女士
代禱
1. 為院護服務的青年院友和各同工禱告。求神保守各人有平安和健康，引領我們克服新冠疫情帶來的各種新挑戰。
2. 為院護服務下畢業的青年人禱告。求神看顧他們，保守他們平安，在他們由青年步入成年階段，以及從院護照顧邁

向獨立生活的過程中，一直引領他們。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5/11 業務及行政部
代禱
1. 在疫情當中，記念各同事身心靈健康和平安。
2. 求主給我們智慧及指導，讓部門能夠順利完成各項工作。

16/11 沙田隊
部隊軍官: 曹譚玉珍少校
代禱
1. 10月1日起前隊長曹錦昌少校已調任，請為新隊長曹譚玉珍少校所肩負龐大沙田牧區的事奉代禱，求神加能賜力予

她。
2. 部隊正招聘半職福音幹事，求神預備合適的人選。

17/11 平田幼稚園
校長：黎安兒女士
代禱
1. 願主賜平安、健康、喜樂予幼兒、家長及教職員團隊。
2. 祈求2022-2023年度的招生得以順利。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8/11 全球祈禱日
巴西地域
地域總指揮: 施偉信准將
地域秘書長: 馬曼勞少校
軍官 166(在職120, 退休46) 部隊 42 分隊 6  學員 6 軍兵1,638        

青年兵 424  救世軍之友142

代禱
1. 請為2022 年軍官更新研討會和新軍官進深課程的籌備和舉行禱告。
2. 請為2022 年慶祝救世軍在巴西地域成立100週年的地域大會籌備工作和舉行禱告。
3. 請為我們地域所面對的覆蓋面和司法問題挑戰禱告。
4. 為部隊和社會單位得着增長和增潤禱告。
5. 軍官、救世軍人和友好在靈性、身體和經濟上都委身於軍隊的使命上。

19/11 三門仔社區發展計劃
計劃主任：葉慶龍先生
代禱
1. 近日有服務使用者離世，請為他們的家人禱告。

2. 村內有些服務使用者之間出現一些爭執，祈求我們有智慧，幫助他們排解糾紛。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2/11 中國事務部
行政主任：陳美儀女士
代禱
1. 為部門建立一個強而有凝聚力的團隊，在神的恩典中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的服務。
2. 祈求同工們、友好合作夥伴及受惠群眾都平安、健康，不因疫情為我們的工作帶不利影響。同時，在神的祝福中，

我們的服務能夠更有創造力和有效性，讓團隊有能力去應對。

23/11 美樂隊
部隊軍官: 葉大衛少校
助理部隊軍官: 張冠榮少校
代禱
1. 為共享空間服侍，讓長者們藉服務得著福音。
2. 助理部隊軍官張少校在美樂隊及三聖社區房屋的任命，求主祝福幫助，使用他的服侍，榮神益人。

24/11 慶恩幼稚園
校長: 羅秀芬女士
代禱
1. 希望主能保守所有教職員的身心靈健康，讓我們都能運用所有的能力與專業，為我們的孩子創造一個安全、快樂

而充滿愛的校園。
2. 期望疫情能盡早穩定下來，讓我們都能在一個常態的環境下生活及學習。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5/11 全球祈禱日
坦桑尼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艾斯特准將
地域秘書長:祁丹尼上校
軍官 267(在職260, 退休R)委員4 部隊 84 分隊 52 學員 14 0 

軍兵 9,976  青年兵 5,667 救世軍之友3,461

代禱
1. 為我們部隊的增長、軍兵的靈命成長以及在所有中心進行中的活動禱告。
2. 為我們的教會增長，在坦桑尼亞境內和周邊城市地區開展事工的計劃禱告，尤其在首都多多馬。
3. 為領導團隊堅心靠主禱告。
4. 軍兵對部隊有歸屬感，以救世軍為榮，並對救靈工作充滿熱情禱告。

26/11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高級主任 : 張汝照先生
代禱
1. 求聖靈引領，並賜下智慧及愛心給政府草擬一條合用的強制通報懷疑虐待兒童的條例草案。
2. 求主賜額外的恩典，並保守學校人員及學校社工在疫情下繼續竭力服侍學生。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9/11 機構傳訊及籌募部
機構傳訊及籌募總監 : 周紫樺女士
代禱
1. 求神繼續保守剛合併的機構傳訊及籌募部。
2. 新同工大都已經到任，感謝神的供應。
3. 求神幫助部門解決所有困難，凝聚團隊同工。

30/11 大埔隊
部隊軍官: 陳國威少校
代禱
1. 重新使命: 重尋部隊異象方向
2. 重建: 部隊物業
3. 重啟: 重啟部隊團契活動
4. 重連: 連結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