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3/02 全球祈祷日
美国中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贝百福中将
地域秘书长: 贺志勋准将
军官 1,096 (在职 599 /退休 497) 辅助上尉 25 部队 246
学员 47 军兵 13,381 救世军之友 2,001 青年兵 2,681

代祷
1.求神给前线人员加能赐力，让他们在疫情大流行中继续服事。
2.在成人康复中心的受惠者得到康复和自我复元。
3.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活动和研究，以满足我们小区的需求。
4.个人寻求通过成为救世军军官来遵循上帝的计划。
5.奉主耶稣的名服务的人有合一的精神。
6.为使命和目标有共同愿景。

04/02 市区重建社会区服务队
主任：林诗嘉女士
代祷
1. 祈求单位服务用户和服务团队，在疫情下仍有健康的身心灵，以及减少疫情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2. 为单位在明年六月服务合约期完结后的前路代祷，求主保守单位在申请新一期的服务合约过程顺利，好让服务

团队可以继续服侍区内的居民。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7/02 物业部
物业部总监: 曾纪峰先生
代祷
1. 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竭尽所能，在我们的范畴中展现诚信和专业精神。
2. 祈求部门同工有健康和智慧应付工作。

08/02 九龙中央堂
部队军官: 林李内欣上尉
代祷
1. 今年部队的主题是「盛载主爱，连系邻舍」。去年外展工作接触了廿多个家庭，希望部队一起盛载新的家庭。求

主激励弟兄姊妹以信心服侍，藉微小但深切的关怀，以基督的爱彼此连系。
2. 为分担牧养的工作及推动福音事工发展祷告。我们正招聘一位传道作儿童、青少年、职青及家庭事工，求主预备

合适又愿意委身的人，又让众军兵彼此接纳及配搭新的牧养同工。

09/02 乐民幼儿学校
校长：谭玉珍女士
代祷
1. 新一年，求主带领，将学校的一切事务和发展交上，保守各人平安。
2. 祈求将团队人手招聘的工作交上，为有适合人选填补职位空缺，并为团队加力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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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0/02 全球祈祷日
瑞士、奥地利及匈牙利地域
地域总指挥: 安亨利中将
地域秘书长: 梅玛丽上校
军官 350 (在职 142/退休 208) 辅助上尉 2 部队 61
学员 10 军兵 2,178 救世军之友 1,390 青年兵 218

代祷
1.我们感谢神，救世军很正面的被公众接纳和大力支持。
2.我们为所有地区祈求智慧，使任何人不会被疫症大流行的官方法律措施边缘。
3.我们为匈牙利分区的新分区军官祈祷，为他们学习语言并了解新文化 - 为他们的新事工得着勇气、指导和喜悦。
4.我们为奥地利分区的分区军官员祈求智慧，因为他们计划将本军的工作扩展到维也纳以外地方。

11/02 环翠男童之家
院长：李宛颖女士
代祷
1. 为本院年轻院友和职员祷告。在新一波疫情肆虐下，求神赐我们健康并带领我们，迎接新常态带来的挑战。
2. 为本院年轻院友和他们的家人祷告。求神赐他们平安，陪伴他们渡过困境，引领他们一家平安团聚。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4/02 循环再用计划
循环再用计划总监：陈国明先生
代祷
1. 祈求部门同工有健康和智慧迎接新一年的挑战。
2. 祈求神为我们安排合适人员填补职位空缺，一起实践环保使命。

15/02 九龙城队
部队军官：何振义学员中尉
代祷
1. 为新一年部队的发展祈祷，愿干事会合一同心，继续以「心向神 手助人」的精神尽心努力。
2. 愿新一年的小区服侍能带领更多人认识救世军及归向赐我们新生命的主。
3. 为新募立的十名正兵祈祷，求主帮助他们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
4. 为每个于立约主日立志的肢体祷告，期望透过圣灵的引导和提醒，他们在新一年能与神走得更近。
5. 为已移居海外的家庭祷告，但愿他们适应新生活及找到属灵的家。
6. 部队物业多年受到水浸渗漏的情况影响，去年更再有污水倒灌的事件发生，求神保守赐予合适的解决方案，使

聚会有安全舒适的环境。

16/02 明德幼儿学校
校长：张雯丽女士
代祷
1. 祈求全球疫情稳定消退，各人健康平安，让社会回复正常生活。
2. 踏入2022年，为我们学校的幼儿、家长和全体职员身心灵健康祷告，让大家有着信心、力量去迎接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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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7/02 全球祈祷日
莫桑比克地域
地域总指挥: 温慕时准将
地域秘书长: 蓝利奥上校
军官 56(在职 53/退休 3) 委员 4 部队 53 分队 45 
军兵 6,466 青年兵 1,364  救世军之友 108

代祷
1. 感谢上帝在 2021 年的爱、引导和保护
2. 祈求神在2022年祝福祂的工作
3. 为三月份大将的访问祷告
4. 为青年献身成为军官祷告
5. 为国家北部地区的持续和平与稳定祈祷

18/02 油麻地青少年综合服务
高级主任：何仲豪先生
代祷
1. 中心将进行年度检讨及计划，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及敏锐的触觉，让我们明白到所服务的青少年及其家人的需要

和困难，以致我们能够在未来一年为他们提供更适切的服务。
2. 中心有很多少数族裔的儿童会员，他们努力地融入社会，但由于语言不同、文化差异，他们往往面对很多的挑

战。求主赐他们力量，帮助他们融入社会，亦求主令更多的华人愿意明白他们，主动和他们拉近距离，减少隔
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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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1/02 澳门事工
监督: 林贤明少校
项目主任：李一超先生
代祷
1. 请为佑汉队患病的肢体祷告，愿上帝可以给予特别的医治和保守，加添肢体们的信心，让众弟兄姊妹所经历的

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也以此成为教会复兴的记号。
2. 请为佑汉队新一年开展的青少年事工祷告，愿上帝赐能力给各位同工和团契带领者，并保守事工中的各项活动

可以顺利开展，也愿上帝在每个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心中动工，令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中发芽成长，带领他们归
向耶稣。

22/02 东九龙队
部队军官: 林业铿上尉
代祷
1. 东九龙队今年踏入三十周年，求主继续使用我们，在油塘区奉主名服侍更多人，接触更多生命。
2. 为部队招聘人手祷告，分别有传道及事工助理III暨行政助理。

23/02 北角幼儿学校暨育婴院
校长：梁咏娟女士
代祷
1. 感谢天父，让校内婴幼儿来到祢的跟前，认识祢、跟从祢，每天能在祢的爱里学习及成长，藉此我们献上感谢

和赞美。求主继续看顾校内教职员、家长们及婴幼儿们，健康与喜乐常在。
2. 求天父祝福我们学前教育服务各单位的教职员有健康体魄及团队稳定，上下一心，同心同行迎接未来不同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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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4/02 全球祈祷日
英国及爱尔兰地域
地域总指挥:葛安庭中将
地域秘书长: 麦保罗准将
军官 2,286(在职 974/退休 1,312) 委员 62 部队 629
学员 41 军兵 22,642 青年兵 2,684 救世军之友 8,305

代祷

1. 当我们践行我们的宣教使命时，我们请求军兵同仁为我们祈祷
• 分享好消息
• 不分彼此的服事他人
• 培育耶稣的门徒
• 保护神的创造
• 寻求正义与和解
2. 在2021年，我们在每个环境中都聆听了上帝和彼此的声音。现在我们求神在我们前进时给我们辨别力，祈祷本地的
宣教事工可以蓬勃发展。
3. 我们祈求人们在上帝说话时做出回应。当我们都爱上帝和爱他人的时候，让每个人都去探索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
包括神要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和去做甚么事。
4. 我们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宣教的资源，祈求神给我们智慧和管家恩赐，以满足地域复杂多变的需要和要求。

25/02 怡安宿舍
主任：蔡玲玲女士
代祷
1. 祈求新冠疫情停止扩散。
2. 祈求我们的服务对象、服务团队及他们的家人平安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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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8/02 宣教使命学院
宣教使命学院总监: 曹锦昌少校
代祷
1. 为何振义学员中尉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期间的第一学期训练祷告。
2. 为2022年2月开始的军兵晚间神学课程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