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12 水泉澳幼稚園
校長:梁婉姍女士
代禱
1. 為我們的團隊在服務我們的孩子時，讓他們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資源，更好的生命素質」禱告。
2. 為我們員工有健康的身心靈禱告，又願我們的主在我們的工作中賜給我們平安和喜樂。

02/12 全球祈禱日
挪威、冰島、法羅群島地域
總指揮: 韋諾德准將
秘書長: 靳布迪准將
軍官 (在職143, 退休197)  委員 19  部隊 103  分隊 293  學員 8  
軍兵 4,263  青年兵 46  救世軍之友 1,787
代禱
1. 軍官和成員靈命更新及再次投入參與
2. 更多人回應挑戰，成為救世軍軍官
3. 求神預備我們的心思，歡迎來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不單照顧他們的需要，更讓他們成為我們教會的一分子，使

我們能效法耶穌，以愛心接待他們。
4. 為本軍領袖、兒童和青少年禱告，求神賜予他們力量、勇氣和信心，實踐神所交付的工作。

03/12 深水埗家庭支援網絡隊
主任：劉文標先生
代禱
1. 為弱勢社群禱告，特別是居住在深水埗劏房的低收入家庭禱告，他們在經濟放緩期間，承受龐大的經濟壓力。
2. 在疫情期間，保守各個家庭健康，融洽相處。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6/12 區總部
區長：羅惠芳少校
代禱
1. 為區部未來隊工配搭禱告，願區部能就各項事工發展和兒童及青年事工主任空缺招募合適人手，同心協力建立事工

榮耀神。
2. 感恩神一直保守區部帶領部隊發展，求神使區部能繼續栽培更多屬靈領袖，並鼓勵軍兵一同以信心承擔使命、為神

爭戰。

07/12 將軍澳隊
部隊軍官: 張婉薇少校
代禱
1. 請為部隊的策略方向祈禱，求神讓我們看見禾場的需要。
2. 請為牧區的事工祈禱，求神使用部隊成為福音的橋樑。

08/12 蘇屋幼稚園
校長: 黎嘉敏女士
代禱
1. 為新校團隊彼此有更美好的配搭，將優質服務提供給家長及學生禱告。
2. 為學校與部隊能有更美好的配合，在校推行福音工作，讓更多家庭得到救恩禱告。
3. 12月11日為本校的奉獻禮，祈求籌備過程順利。



懷熱心 行使命 同服待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9/12 全球祈禱日
印度東南部地域
總指揮: 戴約翰中將
秘書長: 華大衛上校
軍官 644(在職420, 退休224) 輔助上尉 8 部隊Corps 326  學員 20 

軍兵 57,770  青年兵 4,279 救世軍之友 14,454

代禱
1. 為新冠肺炎對經濟和兒童的學習帶來的影響禱告。
2. 《外國捐助註冊法案》的更新：地域正等待印度政府就《外國捐助註冊法案》的更新作出批核。
3. 地域青年大會將於2022年1月13-15日，於納蓋科伊爾卜杜凡卓紀念教會舉行。
4. 新擴建範圍：本年，地域在以下3個地方進行擴建：
救世軍 — 尼爾吉里
救世軍 — 蒂魯普
救世軍 — 坦賈武爾

10/12 滿FUN蘇屋人-深水埗新屋邨社會資本發展計劃
計劃主任：彭梓健先生
代禱
祈求計劃的服務使用者和團隊有健康的身體和平靜的心靈。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3/12 教育服務部
教育服務部總監：何世孝博士
代禱
1. 天氣漸轉，近日多所學前教育單位因學童呼吸道感染病徵而停課。求天父看顧保守我們的孩子有健康的身體繼續日

常學習。因應疫情，中小學均只能授課半天，同學學習進度受阻。求天父賜聰明智慧給老師和同學，讓我們的教學
進度能盡量趕上，不致阻礙同學升級、升學。

2. 求天父保守各校同工的健康平安，讓他們有強健身體去執行教務。

14/12 灣仔隊
部隊軍官: 余基甸上尉
副部隊軍官: 余李彩玲上尉
代禱
1. 為著灣仔隊重建代禱，求主帶領前面的路。保守弟兄姊妹的心，在前景不明朗下，仍堅心仰望主禱告。
2. 為著12月26日建堂籌款的聖誕音樂會禱告，主題為GOD DESIRE。

15/12 田家炳幼稚園
校長:張玉清女士
代禱
1. 為本園各教職員身體健康代禱，因最近同事逐一生病及入院，當中一位職工吳念慈因骨裂正在請放病假中，而校長

亦於9月24日在上班途中跌倒，傷了韌帶須放病假。
2. 為來年收生事宜代禱，求神賜福學校有足夠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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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6/12 全球祈禱日
美國西部地域
總指揮: 韋德格中將
秘書長: 艾格力准將
軍官 1,123 (在職615 / 退休508)  輔助上尉2 部隊 245  學員 24   委員 25

軍兵 16503 青年兵 3,842 救世軍之友 4,208

代禱
1. 為美國西部地域救世軍的服務接觸到的所有人士禱告，這些服務包括提供膳食、庇護所、社會服務、敬拜、飯盒、

租金援助等。願神以奇妙的方式感動他們的生命。
2. 祈求所有軍官、僱員和義工的健康、平安，在未來的日子繼續他們的事奉，推進使命。
3. 我們在地域裏喜樂地事奉神，願祂的名繼續受到榮耀！

17/12 曦華樓
主任: 何祥天先生
代禱
1. 求主帶領曦華樓在財政壓力下，仍然有長足的發展。
2. 求主保守職員更有智慧處理宿舍的繁重工作，及保守住客的身心健康。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0/12 行政辦公室
總指揮: 李光秋上校
秘書長：陳徐香凝少校
代禱
1. 為救世軍全球領袖柏培恩大將及全球婦女事工會長柏羅麗莎中將計劃於2022年10月到訪港澳軍區祈禱，求天父

保守各項計劃及安排能順利進行。
2. 願港澳軍區每位軍官、軍兵、同工、同事及服務使用者都得着從神而來的喜樂及鼓勵，在主裏同心重建、重修、

重新，將榮耀歸給神。

21/12 東涌隊
部隊軍官: 陳喜威少校
副部隊軍官: 陳李少琼少校
代禱
1. 為週六主日學的發展祈禱，讓軍兵同仁更深入的學習聖經。
2. 為堂校合一、整全服侍的實踐祈禱。

22/12 卜凱賽琳幼兒學校
校長：陳佩君女士
代禱
1. 感恩神的眷顧和保守，香港的疫情越趨穩定，孩子們也可以返回學校面授上課，能與朋輩一起學習、一起遊戲、

一起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能連繫得更緊密。求主繼續帶領我們，賜予我們健康、智慧，為孩子們締造更豐
富的學習經驗。

2. 求主祝福救世軍每一個服務單位，以及我們所服務的每一個家庭，能在平安、平穩中度過每一天，祝願我們之間
能建立和平、融洽的關係，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凝結眾人的力量，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3/12 全球祈禱日
馬里地區
總指揮: 區禮迪少校
秘書長: 唐安迪上尉
軍官 17 委員 9  部隊 20 分隊 14  

軍兵 660  青年兵 277  救世軍之友131

代禱
1. 感謝神讓尹安宜少校伉儷和家人平安到埗。
2. 感謝神讓馬里的工作得以擴展，特別於Kati、Missabougou和Bacodjikoroni開設新分隊，以及在3個新地方拓展事工。
3. 為這個艱難的地區（布基納法索和馬里）的宣教工作禱告。
4. 分區領袖於布拉柴維爾休假一個月後，感謝神讓他們平安回國。
5. 祈求人民願意接受並願意接種新冠疫苗。

24/12 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
助理高級主任: 魏佩儀
代禱
1. 為本服務各同工，特別是身體承受痛楚的工友禱告，祈求他們早日康復。
2. 為香港面對難以預料的疫情禱告，祈求疫情能早日平息。
3. 為我們所服務、正面對情緒困擾的青少年及兒童禱告。祈求我們能接觸他們並提供適切服務，支援他們跨越困境。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7/12 財務部
總監：黃麗茵女士
代禱
1. 為神保守我們健康和喜樂獻上讚美。
2. 祈求我們緊記，面對困難和挑戰時尋求神的幫助。
3. 祈求我們對神懷着信心。

28/12 荃葵隊
部隊軍官: 曹蔡英齊少校
副部隊軍官: 曹錦成少校
代禱
1. 為每日讀經獎勵計劃，於11月1日開始了，祈禱激發弟兄姊妹有愛慕神話語的心及追求明白聖經的心志，有目標

地按時完成讀聖經。
2. 為部隊同仁透過3-5年計劃，塑造靈命，愛讀聖經、傳掦福音、栽培初信禱告，祈盼幹事軍兵同仁一齊有更美好

的成長，己立立人、建立教會。

29/12 海富幼兒學校
校長: 滕鳳芝女士
代禱
1. 感恩新入學的小朋友已逐漸適應校園的生活，各班幼兒的日程活動亦如常開展。入秋是流感的高峰期，求神給予

全校各教職員、家長及幼兒均有健康的身體及靈性，享受每一天的校園生活，教職員能愉快地教導與照顧、小朋
友也能開心地學習。

2. 疫情逐漸穩定，全校開始籌備及推行各項活動。求神給予校長、副校長有聰明智慧、靈巧像蛇，帶領學校的日常
工作及發展；求神給予教師能看見幼兒真切的需要，從而設計及安排合宜的教學活動，求神給予職工們有足夠的
體力，應付每天幼兒照顧的工作。求神讓我們時常緊記能用愛和包容去接納每一位受托的孩子。我們愛，因為神
先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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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30/12 全球祈禱日
港澳軍區
總指揮: 李光秋上校
秘書長: 陳徐香凝少校
軍官 50(在職31, 退休19) 部隊 16  學員1 

軍兵 2,477  青年兵 406  救世軍之友 11

代禱
1. 為軍區和各部門正準備2022年的行事曆，有神的引領和賜福祈禱。
2. 為區部與各部隊的未來策略發展計劃禱告，求主指引我們的道路，體察軍區內的需要。

31/12 大窩口長者中心
主任: 李劍雄先生
代禱
1. 近日多位同事不適病倒，可能是疲倦、工作、考試壓力，或忽略關顧長期病患所致。祈求他們多注意身體狀況，

多點休息，保持良好健康。
2. 疫情雖然受控，但同事每天工作，都有受感染風險。祈求得主的保守，讓同事及服務使用者得以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