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3 西九龙分队
部队军官 : 马建东少校
助理部队军官: 冯素玲上尉
代祷
1. 为面对疫情的家长和老师祈祷，特别有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中有人感染确诊，求上帝医治保守。
2. 为新同事林贤娇姊妹祷告，求上帝祝福使用，让更多人透过彼此的服事能够认识上帝。

02/03 白田幼儿学校
校长：梁翠凤女士
代祷
1. 社会的现况下，学校及家庭面对很多的转变及挑战，愿上帝加力予家长、幼儿及校内教职员，愿大家有从上而来

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不同的转变及挑战，心里有着平安喜乐的福气。
2. 愿上帝保守全校学生、家长及教职员，有健康强健的身体，让教职员充满活力、彼此互相效力，事奉校内的不同

需要的家庭。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3/03 全球祈祷日
非洲南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伊托彬中将
地域秘书长： 高湛培上校
军官 247(在职153/退休94) 委员 4 部队 93

分队123学员 14 军兵 18,671 青年兵 3,800 救世军之友 1,445

代祷
1. 感谢神在这次疫症大流行期间蒙祂保护，并为刚刚抵达国境的地域领袖赞美神。
2. 为地域妇女事工赞美神。
3. 为军官训练学院迁往新址的准备祷告。
4. 为地域的财政需要和神的供应祷告。
5. 针对性别暴力案件的增加，祷告这情况必须停止。

04/03 渔湾宿舍
高级主任： 麦咏仪女士
代祷
1. 愿全能的神在这疫情期间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同工、舍员和他们的家人有安全和健康，心灵得着平安。
2. 愿主赐我们的同工力量，以应付日常运作的挑战，使我们坚守服侍弱势儿童的使命和热忱。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7/03 社会服务部
社会服务总监 :陈小丽女士
代祷
1. 于疫情和社会变迁下，不少服务使用者为着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经济和生活感到担心和焦虑，请为他们的身体及精

神健康祷告，愿他们在逆境中也心存平安和盼望。
2. 面对众多的社会需要，希望社会服务部的同工能保持服务初心和使命，携手同心服侍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士，并祈求

他们有健康的身心和体魄继续前行。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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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队由赛马会资助的耆隽乐活长者空间服务已于二月底届满，但部队将会以其他形式继续服侍区内的老友记，请为

我们这项服务得以延续代祷。
2. 现在疫情依然炽热，部队的聚会和活动停顿了下来，祈求主保守众弟兄姊妹的心灵，能够在各样限制下都可以保持

健康和强壮，恳求圣灵加力，恳求主的恩手保护我们免受一切侵害。

09/03 三圣幼儿学校
校长： 林天慧女士
代祷
1. 在面对疫情继续肆虐和各种挑战时，求主保守我们能在疫情中身心灵平安，信靠仰望上主，继续合力提供优质的照

顾及教育服务，服事小区。
2. 我们理解家长需同时兼顾工作及在家中照顾孩子，求主让家长在教养孩子的事上深深倚靠祢，脱离挫折感、灰心失

望等情绪，同时赐予分配时间的智慧和作工的效率，能为着与孩子有更多的相处而感恩，享受养儿育女过程中的喜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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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0/03 全球祈祷日
乌干达地域
地域总指挥: 岳世文准将
地域秘书长: 杜卓东上校
军官 152(在职131/退休21)部队 132 分队 37

学员 17 军兵S 15,267青年兵 10,419 救世军之友 596

代祷
1. 在三月为非洲国际部长祈祷
2. 为岳世文准将和岳季明娜准将伉俪于 3 月荣休祈祷。
3. 为即将到任的地域总指挥和地域秘书长祈祷，愿神赐予他们力量、智能和知识来领导乌干达地域。
4. 为地域总部现正进行的员工大楼建筑工程能顺利峻工祈祷，以及军官训练学院的学员能够顺利完成培训及获任命祈

祷。
5. 为军区领袖、军官和干事的事工继续向前，及为基督赢得灵魂祈祷。
6. 为我们军兵属灵生命有成长，为整个乌干达地提供转变和有创造力的机遇祈祷。

11/03 长康展能暨宿舍服务
主任：布擎姿女士
代祷
1. 全球疫情仍然未受控制，香港的疫情亦十分反复/严重，求主保守我们的同事及服务对象身体健康心里有平安，不被

病毒感染。
2. 盼望可尽快填补空缺，稳定人手，让新入职同事可适应新工作环境，齐心努力做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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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4/03 中国事务部
行政及项目经理: 陈美仪女士
代祷
1. 在不稳定的疫情下，为同工们有着健康的体魄以参与小区发展工作代祷。
2. 因应内地社会需求的变化，中国事务部团队都能适时、适切地提供服务。

15/03 沙田队
队长:曹谭玉珍少校
代祷
1. 感谢神，沙田队向军区总部所申请为期三年的使命基金已于2022年1月初获批；请为部队能善用此基金发展校园

福音及关怀事工祷告。
2. 感谢神，为沙田队预备了广大及多元的福音禾场；请为部队祷告，祈求圣灵亲自预备工人，与部队军官同心、同

行、同作主工。

16/03 大窝口幼儿学校
校长: 陈家怡女士
代祷
1. 疫情持续，学校需提早在三月提早放暑假，对家庭的照顾及幼儿的学习均受影响。求主保守带领，各家庭有从主而

来的平安和力量，面对这个困难的时期。同时，赐予校内各师生有平安的心，健康的身体，纪念各人身、心、灵的
需要。

2. 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校内各事工一切顺利，赐予校长及行政人员聪明智慧，各教职员同心服侍，推动学校优质教育
与照顾的服务。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7/03 全球祈祷日
巴西地域
地域总指挥: 施伟信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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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兵 1,638 青年兵 424 救世军之友 142

代祷
1. 救世军巴西地域百周年大会，柏培恩大将军伉俪到访；
2. 各级领导
3. 灵性复兴
4. 青年工作的发展
5. 地域策略计划、部队增长和发展、社会服务项目的发展，自我维持和管理策

略；
6. 管治体系的实施。
7. 鉴于巴西 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病例的增加，军官、军兵、雇员及其家人的身体和灵性健康与安

全。
8. 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情况正在减弱，我们的部队和分队，以及我们的社会服务单位可以恢复实体活动。

18/03 骏洋幼儿中心
高级主任：容帼欣
代祷
1. 中心刚投入运作，愿神赐福中心运作畅顺，为新同工作准备，让他们满有仁慈和智慧去服侍有需要的家庭。

2. 愿神把祂的慈爱分享予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家庭，使他们能怀着盼望面对难的日子。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1/03 维廉宾馆
营运经理：卢嘉雯女士
代祷
1. 求神保守总部同工健康。
2. 求神保守卜维廉宾馆业务稳定。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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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今年部队的主题[践行主爱，共建吾家] 来激励军兵同人实践爱神、爱人及爱教会的心。

2. 疫情踏入第三年，祈祷让军兵同人们仍有坚心倚靠神的信心，靠着神的话语面对每一天。

23/03 大元幼儿学校
校长：叶翠茹女士
代祷
1. 求主保守大元幼儿学校各学生、家长、老师、职工的身心灵健康，让他们各人都有强壮的抵抗力，不被病菌入

侵。
2. 求主看顾大元幼儿学校一些未信主的教职员，预备她们的心接纳神的福音。并为学校聘请副校长一事祈祷，求神

预备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到任。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4/03 全球祈祷日
丹麦及格陵兰地域
地域总指挥: 齐韦智丽上校
地域秘书长: 利俊恩少校
军官 81(在职35/退休46) 部队 23 

委员 3 军兵 794 青年兵 9 救世军之友 266

代祷
1. 我们祈求因着圣灵的大能和更新“，在耶稣里有盼望和生命”的异象渗透到整个地域，并且我们可以从各部队事

工所生发出的众多生命转变的好例子中得着学习。
2. 我们为地域的合一祈祷：让每个人，军官、军兵、 救世军之友、义工、员工、访客和捐助者都感受到参与在使命

中。
3. 我们祈祷新的领导模式和原则（管治）的良好实施继续并有助于提高整个救世军的参与度、问责性和开放性。
4. 我们祈祷我们有正确优次，并且我们能够创新并适切应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时势。
5. 祈祷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能切合我们小区的年轻一代的需要，并吸引更多的儿童、青年和家庭。
6. 我们感谢过去 9 年为格陵兰的社会弱势群体所做的出色工作，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增长机会。
7. 我们为财务状况有改善感恩，但我们更要继续祈祷增加可持续性，尢其我们的部队。

25/03 创健堡
市场及业务发展经理：何美仪女士
代祷
1. 即使在疫情下实体课堂已停止, 求上帝继续保守创健堡能够将网上的运动课程顺利推行，让学员在疫情下仍能保持

身心健康。
2. 求上帝保守创健堡在新的项目发展当中，能够顺利推行，让更多患有痛症的人士受惠。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8/03 机构传讯及筹募部
总监: 周紫桦女士
代祷
1. 面对第五波疫情，求神保守。
2. 求主引领机构传讯及筹募部团队能以创新、灵活的方式处理传讯及筹募工作。
3. 出缺职位的招聘已接近半年，请继续代祷。

29/03 大埔队
部队军官: 陈国威少校
助理部队军官: 姜美义上尉
代祷
1. 部队崇拜于2022年2月10日 - 4月20日因强制检测而需要取消。求主临到各同仁当中，保守我们，又特别保守我

们的网上崇拜安排。
2. 求主保守部队、学校和社会服务单位众军兵、同工和服务使用者健康、平安。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30/03 天平幼儿学校
校长： 洪美英女士
代祷
1.为家庭关系和睦祷告
在疫情下，有许多父母及幼儿留在家中的机会较以往增加，从而亦增加彼此相处或摩擦的时间及机会。请为着家庭
的和睦祷告，求天父赐下平安到家中，保守夫妻之间的沟通满有包容及耐性，让这段突如期来的相处时间，能促进
家人的感情及关系。
2.为在疫情中那些收入减少和失去工作的家庭祷告
班主任从日常与家长的沟通中，知悉部份家长因疫情关后，收入减少或失去工作，求天父打开天上的府库，让他们
在这艰难的时刻仍得饱足与供应。
3.为高班李栢锋的背部祷告
高班幼儿栢锋自出生以来，患有「脊髓空洞症」，衍生其脊柱侧弯的情况。幼儿亦于6/2021进行「小脑手术」。期
后，背部须安装背架，惟此架亦令幼儿不舒服及影响日常部份活动。经再覆诊后，医生表示要再观察几个月后，若
情况欠理想，可能需再进行小脑手术。求天父继续祝福栢锋，得到最合适的医治及背部继续康复。

31/03 全球祈祷日
军区总指挥: 卡祖云上校
军区秘书长:白理查德上尉
军官 98(在职93/退休 5) 部队 32 分队 12

学员 6 军兵 1,306 青年兵 9,121 救世军之友 594

代祷
1. 为军区救世军的事工祈祷。
2. 为保护儿童培训师班祈祷。
3. 为国际部长和他的团队到临检阅及旅途平安祈祷。
4. 为 5 月 9 日至 11 日举行的军区领袖会议祷告。
5. 为 6 月 13 日至 18 日举行的「福音战役周」祷告。
6. 为军区所有军官、军兵、副兵、救世军之友以及员工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