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3/02 全球祈禱日
美國中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貝百福中將
地域秘書長: 賀志勳准將
軍官 1,096 (在職 599 /退休 497) 輔助上尉 25 部隊 246
學員 47 軍兵 13,381 救世軍之友 2,001 青年兵 2,681

代禱
1.求神給前線人員加能賜力，讓他們在疫情大流行中繼續服事。
2.在成人康復中心的受惠者得到康復和自我復元。
3.正在進行的建設項目、活動和研究，以滿足我們社區的需求。
4.個人尋求通過成為救世軍軍官來遵循上帝的計劃。
5.奉主耶穌的名服務的人有合一的精神。
6.為使命和目標有共同願景。

04/02 市區重建社會區服務隊
主任：林詩嘉女士
代禱
1. 祈求單位服務使用者和服務團隊，在疫情下仍有健康的身心靈，以及減少疫情對生活和工作的影響。
2. 為單位在明年六月服務合約期完結後的前路代禱，求主保守單位在申請新一期的服務合約過程順利，好讓服務

團隊可以繼續服侍區內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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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7/02 物業部
物業部總監: 曾紀峰先生
代禱
1. 求主賜給我們力量，讓我們能竭盡所能，在我們的範疇中展現誠信和專業精神。
2. 祈求部門同工有健康和智慧應付工作。

08/02 九龍中央堂
部隊軍官: 林李內欣上尉
代禱
1. 今年部隊的主題是「盛載主愛，連繫鄰舍」。去年外展工作接觸了廿多個家庭，希望部隊一起盛載新的家庭。求

主激勵弟兄姊妹以信心服侍，藉微小但深切的關懷，以基督的愛彼此連繫。
2. 為分擔牧養的工作及推動福音事工發展禱告。我們正招聘一位傳道作兒童、青少年、職青及家庭事工，求主預備

合適又願意委身的人，又讓眾軍兵彼此接納及配搭新的牧養同工。

09/02 樂民幼兒學校
校長：譚玉珍女士
代禱
1. 新一年，求主帶領，將學校的一切事務和發展交上，保守各人平安。
2. 祈求將團隊人手招聘的工作交上，為有適合人選填補職位空缺，並為團隊加力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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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10/02 全球祈禱日
瑞士、奧地利及匈牙利地域
地域總指揮: 安亨利中將
地域秘書長: 梅瑪麗上校
軍官 350 (在職 142/退休 208) 輔助上尉 2 部隊 61
學員 10 軍兵 2,178 救世軍之友 1,390 青年兵 218

代禱
1.我們感謝神，救世軍很正面的被公眾接納和大力支持。
2.我們為所有地區祈求智慧，使任何人不會被疫症大流行的官方法律措施邊緣。
3.我們為匈牙利分區的新分區軍官祈禱，為他們學習語言並了解新文化 - 為他們的新事工得著勇氣、指導和喜悅。
4.我們為奧地利分區的分區軍官員祈求智慧，因為他們計劃將本軍的工作擴展到維也納以外地方。

11/02 環翠男童之家
院長：李宛穎女士
代禱
1. 為本院年輕院友和職員禱告。在新一波疫情肆虐下，求神賜我們健康並帶領我們，迎接新常態帶來的挑戰。
2. 為本院年輕院友和他們的家人禱告。求神賜他們平安，陪伴他們渡過困境，引領他們一家平安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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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14/02 循環再用計劃
循環再用計劃總監：陳國明先生
代禱
1. 祈求部門同工有健康和智慧迎接新一年的挑戰。
2. 祈求神為我們安排合適人員填補職位空缺，一起實踐環保使命。

15/02 九龍城隊
部隊軍官：何振義學員中尉
代禱
1. 為新一年部隊的發展祈禱，願幹事會合一同心，繼續以「心向神 手助人」的精神盡心努力。
2. 願新一年的社區服侍能帶領更多人認識救世軍及歸向賜我們新生命的主。
3. 為新募立的十名正兵祈禱，求主幫助他們在愛中建立自己，成為合乎主用的器皿。
4. 為每個於立約主日立志的肢體禱告，期望透過聖靈的引導和提醒，他們在新一年能與神走得更近。
5. 為已移居海外的家庭禱告，但願他們適應新生活及找到屬靈的家。
6. 部隊物業多年受到水浸滲漏的情況影響，去年更再有污水倒灌的事件發生，求神保守賜予合適的解決方案，使

聚會有安全舒適的環境。

16/02 明德幼兒學校
校長：張雯麗女士
代禱
1. 祈求全球疫情穩定消退，各人健康平安，讓社會回復正常生活。
2. 踏入2022年，為我們學校的幼兒、家長和全體職員身心靈健康禱告，讓大家有著信心、力量去迎接新一年。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7/02 全球祈禱日
莫桑比克地域
地域總指揮: 溫慕時准將
地域秘書長: 藍利奧上校
軍官 56(在職 53/退休 3) 委員 4 部隊 53 分隊 45 
軍兵 6,466 青年兵 1,364  救世軍之友 108

代禱
1. 感謝上帝在 2021 年的愛、引導和保護
2. 祈求神在2022年祝福祂的工作
3. 為三月份大將的訪問禱告
4. 為青年獻身成為軍官禱告
5. 為國家北部地區的持續和平與穩定祈禱

18/02 油麻地青少年綜合服務
高級主任：何仲豪先生
代禱
1. 中心將進行年度檢討及計劃，求主賜給我們智慧及敏銳的觸覺，讓我們明白到所服務的青少年及其家人的需要

和困難，以致我們能夠在未來一年為他們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2. 中心有很多少數族裔的兒童會員，他們努力地融入社會，但由於語言不同、文化差異，他們往往面對很多的挑

戰。求主賜他們力量，幫助他們融入社會，亦求主令更多的華人願意明白他們，主動和他們拉近距離，減少隔
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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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1/02 澳門事工
監督: 林賢明少校
項目主任：李一超先生
代禱
1. 請為祐漢隊患病的肢體禱告，願上帝可以給予特別的醫治和保守，加添肢體們的信心，讓眾弟兄姊妹所經歷的

可以成為美好的見證，也以此成為教會復興的記號。
2. 請為祐漢隊新一年開展的青少年事工禱告，願上帝賜能力給各位同工和團契帶領者，並保守事工中的各項活動

可以順利開展，也願上帝在每個參與活動的青少年心中動工，令福音的種子在他們心中發芽成長，帶領他們歸
向耶穌。

22/02 東九龍隊
部隊軍官: 林業鏗上尉
代禱
1. 東九龍隊今年踏入三十週年，求主繼續使用我們，在油塘區奉主名服侍更多人，接觸更多生命。
2. 為部隊招聘人手禱告，分別有傳道及事工助理III暨行政助理。

23/02 北角幼兒學校暨育嬰院
校長：梁詠娟女士
代禱
1. 感謝天父，讓校內嬰幼兒來到祢的跟前，認識祢、跟從祢，每天能在祢的愛裡學習及成長，藉此我們獻上感謝

和讚美。求主繼續看顧校內教職員、家長們及嬰幼兒們，健康與喜樂常在。
2. 求天父祝福我們學前教育服務各單位的教職員有健康體魄及團隊穩定，上下一心，同心同行迎接未來不同的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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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2 全球祈禱日
英國及愛爾蘭地域
地域總指揮:葛安庭中將
地域秘書長: 麥保羅准將
軍官 2,286(在職 974/退休 1,312) 委員 62 部隊 629
學員 41 軍兵 22,642 青年兵 2,684 救世軍之友 8,305

代禱

1. 當我們踐行我們的宣教使命時，我們請求軍兵同仁為我們祈禱
• 分享好消息
• 不分彼此的服事他人
• 培育耶穌的門徒
• 保護神的創造
• 尋求正義與和解
2. 在2021年，我們在每個環境中都聆聽了上帝和彼此的聲音。現在我們求神在我們前進時給我們辨別力，祈禱本地的
宣教事工可以蓬勃發展。
3. 我們祈求人們在上帝說話時做出回應。當我們都愛上帝和愛他人的時候，讓每個人都去探索神在他們身上的呼召，
包括神要我們成為怎樣的人和去做甚麼事。
4. 我們感謝上帝賜予我們宣教的資源，祈求神給我們智慧和管家恩賜，以滿足地域複雜多變的需要和要求。

25/02 怡安宿舍
主任：蔡玲玲女士
代禱
1. 祈求新冠疫情停止擴散。
2. 祈求我們的服務對象、服務團隊及他們的家人平安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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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2 宣教使命學院
宣教使命學院總監: 曹錦昌少校
代禱
1. 為何振義學員中尉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期間的第一學期訓練禱告。
2. 為2022年2月開始的軍兵晚間神學課程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