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03 西九龍分隊
部隊軍官 : 馬建東少校
助理部隊軍官: 馮素玲上尉
代禱
1. 為面對疫情的家長和老師祈禱，特別有小朋友和他們的家庭中有人感染確診，求上帝醫治保守。
2. 為新同事林賢嬌姊妹禱告，求上帝祝福使用，讓更多人透過彼此的服事能夠認識上帝。

02/03 白田幼兒學校
校長：梁翠鳳女士
代禱
1. 社會的現況下，學校及家庭面對很多的轉變及挑戰，願上帝加力予家長、幼兒及校內教職員，願大家有從上而來

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不同的轉變及挑戰，心裡有著平安喜樂的福氣。
2. 願上帝保守全校學生、家長及教職員，有健康強健的身體，讓教職員充滿活力、彼此互相效力，事奉校內的不同

需要的家庭。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3/03 全球祈禱日
非洲南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伊託彬中將
地域秘書長： 高湛培上校
軍官 247(在職153/退休94) 委員 4 部隊 93

分隊123學員 14 軍兵 18,671 青年兵 3,800 救世軍之友 1,445

代禱
1. 感謝神在這次疫症大流行期間蒙祂保護，並為剛剛抵達國境的地域領袖讚美神。
2. 為地域婦女事工讚美神。
3. 為軍官訓練學院遷往新址的準備禱告。
4. 為地域的財政需要和神的供應禱告。
5. 針對性別暴力案件的增加，禱告這情況必須停止。

04/03 漁灣宿舍
高級主任： 麥詠儀女士
代禱
1. 願全能的神在這疫情期間帶領我們，保守我們的同工、舍員和他們的家人有安全和健康，心靈得着平安。
2. 願主賜我們的同工力量，以應付日常運作的挑戰，使我們堅守服侍弱勢兒童的使命和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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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7/03 社會服務部
社會服務總監 :陳小麗女士
代禱
1. 於疫情和社會變遷下，不少服務使用者為著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經濟和生活感到擔心和焦慮，請為他們的身體及精

神健康禱告，願他們在逆境中也心存平安和盼望。
2. 面對眾多的社會需要，希望社會服務部的同工能保持服務初心和使命，攜手同心服侍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並祈求

他們有健康的身心和體魄繼續前行。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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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隊由賽馬會資助的耆雋樂活長者空間服務已於二月底屆滿，但部隊將會以其他形式繼續服侍區內的老友記，請為

我們這項服務得以延續代禱。
2. 現在疫情依然熾熱，部隊的聚會和活動停頓了下來，祈求主保守眾弟兄姊妹的心靈，能夠在各樣限制下都可以保持

健康和強壯，懇求聖靈加力，懇求主的恩手保護我們免受一切侵害。

09/03 三聖幼兒學校
校長： 林天慧女士
代禱
1. 在面對疫情繼續肆虐和各種挑戰時，求主保守我們能在疫情中身心靈平安，信靠仰望上主，繼續合力提供優質的照

顧及教育服務，服事社區。
2. 我們理解家長需同時兼顧工作及在家中照顧孩子，求主讓家長在教養孩子的事上深深倚靠祢，脫離挫折感、灰心失

望等情緒，同時賜予分配時間的智慧和作工的效率，能為着與孩子有更多的相處而感恩，享受養兒育女過程中的喜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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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全球祈禱日
烏干達地域
地域總指揮: 岳世文准將
地域秘書長: 杜卓東上校
軍官 152(在職131/退休21)部隊 132 分隊 37

學員 17 軍兵S 15,267青年兵 10,419 救世軍之友 596

代禱
1. 在三月為非洲國際部長祈禱
2. 為岳世文准將和岳季明娜准將伉儷於 3 月榮休祈禱。
3. 為即將到任的地域總指揮和地域秘書長祈禱，願神賜予他們力量、智慧和知識來領導烏干達地域。
4. 為地域總部現正進行的員工大樓建築工程能順利峻工祈禱，以及軍官訓練學院的學員能夠順利完成培訓及獲任命祈

禱。
5. 為軍區領袖、軍官和幹事的事工繼續向前，及為基督贏得靈魂祈禱。
6. 為我們軍兵屬靈生命有成長，為整個烏干達地提供轉變和有創造力的機遇祈禱。

11/03 長康展能暨宿舍服務
主任：布擎姿女士
代禱
1. 全球疫情仍然未受控制，香港的疫情亦十分反覆/嚴重，求主保守我們的同事及服務對象身體健康心裡有平安，不被

病毒感染。
2. 盼望可盡快填補空缺，穩定人手，讓新入職同事可適應新工作環境，齊心努力做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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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 中國事務部
行政及項目經理: 陳美儀女士
代禱
1. 在不穩定的疫情下，為同工們有著健康的體魄以參與社區發展工作代禱。
2. 因應內地社會需求的變化，中國事務部團隊都能適時、適切地提供服務。

15/03 沙田隊
隊長:曹譚玉珍少校
代禱
1. 感謝神，沙田隊向軍區總部所申請為期三年的使命基金已於2022年1月初獲批；請為部隊能善用此基金發展校園

福音及關懷事工禱告。
2. 感謝神，為沙田隊預備了廣大及多元的福音禾場；請為部隊禱告，祈求聖靈親自預備工人，與部隊軍官同心、同

行、同作主工。

16/03 大窩口幼兒學校
校長: 陳家怡女士
代禱
1. 疫情持續，學校需提早在三月提早放暑假，對家庭的照顧及幼兒的學習均受影響。求主保守帶領，各家庭有從主而

來的平安和力量，面對這個困難的時期。同時，賜予校內各師生有平安的心，健康的身體，紀念各人身、心、靈的
需要。

2. 求主繼續保守帶領，校內各事工一切順利，賜予校長及行政人員聰明智慧，各教職員同心服侍，推動學校優質教育
與照顧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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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 全球祈禱日
巴西地域
地域總指揮: 施偉信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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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兵 1,638 青年兵 424 救世軍之友 142

代禱
1. 救世軍巴西地域百周年大會，柏培恩大將軍伉儷到訪；
2. 各級領導
3. 靈性復興
4. 青年工作的發展
5. 地域策略計劃、部隊增長和發展、社會服務項目的發展，自我維持和管理策

略；
6. 管治體系的實施。
7. 鑒於巴西 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病例的增加，軍官、軍兵、僱員及其家人的身體和靈性健康與安

全。
8. 隨著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情況正在減弱，我們的部隊和分隊，以及我們的社會服務單位可以恢復實體活動。

18/03 駿洋幼兒中心
高級主任：容幗欣
代禱
1. 中心剛投入運作，願神賜福中心運作暢順，為新同工作準備，讓他們滿有仁慈和智慧去服侍有需要的家庭。

2. 願神把祂的慈愛分享予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庭，使他們能懷着盼望面對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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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卜維廉賓館
營運經理：盧嘉雯女士
代禱
1. 求神保守總部同工健康。
2. 求神保守卜維廉賓館業務穩定。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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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今年部隊的主題[踐行主愛，共建吾家] 來激勵軍兵同人實踐愛神、愛人及愛教會的心。

2. 疫情踏入第三年，祈禱讓軍兵同人們仍有堅心倚靠神的信心，靠著神的話語面對每一天。

23/03 大元幼兒學校
校長：葉翠茹女士
代禱
1. 求主保守大元幼兒學校各學生、家長、老師、職工的身心靈健康，讓他們各人都有強壯的抵抗力，不被病菌入

侵。
2. 求主看顧大元幼兒學校一些未信主的教職員，預備她們的心接納神的福音。並為學校聘請副校長一事祈禱，求神

預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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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3 全球祈禱日
丹麥及格陵蘭地域
地域總指揮: 齊韋智麗上校
地域秘書長: 利俊恩少校
軍官 81(在職35/退休46) 部隊 23 

委員 3 軍兵 794 青年兵 9 救世軍之友 266

代禱
1 我們祈求因着聖靈的大能和更新“，在耶穌裡有盼望和生命”的異象滲透到整個地域，並且我們可以從各部隊事工
所生發出的眾多生命轉變的好例子中得著學習。
2 我們為地域的合一祈禱：讓每個人，軍官、軍兵、 救世軍之友、義工、員工、訪客和捐助者都感受到參與在使命
中。
3 我們祈禱新的領導模式和原則（管治）的良好實施繼續並有助於提高整個救世軍的參與度、問責性和開放性。
4 我們祈禱我們有正確優次，並且我們能夠創新並適切應對我們所處的社會時勢。
5祈禱我們作為一個教會能切合我們社區的年輕一代的需要，並吸引更多的兒童、青年和家庭。
6我們感謝過去 9 年為格陵蘭的社會弱勢群體所做的出色工作，以及我們現在看到的增長機會。
7我們為財務狀況有改善感恩，但我們更要繼續祈禱增加可持續性，尢其我們的部隊。

25/03 創健堡
市場及業務發展經理：何美儀女士
代禱
1. 即使在疫情下實體課堂已停止, 求上帝繼續保守創健堡能夠將網上的運動課程順利推行，讓學員在疫情下仍能保持

身心健康。
2. 求上帝保守創健堡在新的項目發展當中，能夠順利推行，讓更多患有痛症的人士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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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3 機構傳訊及籌募部
總監: 周紫樺女士
代禱
1. 面對第五波疫情，求神保守。
2. 求主引領機構傳訊及籌募部團隊能以創新、靈活的方式處理傳訊及籌募工作。
3. 出缺職位的招聘已接近半年，請繼續代禱。

29/03 大埔隊
部隊軍官: 陳國威少校
助理部隊軍官: 姜美義上尉
代禱
1. 部隊崇拜於2022年2月10日 - 4月20日因強制檢測而需要取消。求主臨到各同仁當中，保守我們，又特別保守我

們的網上崇拜安排。
2. 求主保守部隊、學校和社會服務單位眾軍兵、同工和服務使用者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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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 天平幼兒學校
校長： 洪美英女士
代禱
1.為家庭關係和睦禱告
在疫情下，有許多父母及幼兒留在家中的機會較以往增加，從而亦增加彼此相處或摩擦的時間及機會。請為著家庭
的和睦禱告，求天父賜下平安到家中，保守夫妻之間的溝通滿有包容及耐性，讓這段突如期來的相處時間，能促進
家人的感情及關係。
2.為在疫情中那些收入減少和失去工作的家庭禱告
班主任從日常與家長的溝通中，知悉部份家長因疫情關後，收入減少或失去工作，求天父打開天上的府庫，讓他們
在這艱難的時刻仍得飽足與供應。
3.為高班李栢鋒的背部禱告
高班幼兒栢鋒自出生以來，患有「脊髓空洞症」，衍生其脊柱側彎的情況。幼兒亦於6/2021進行「小腦手術」。期
後，背部須安裝背架，惟此架亦令幼兒不舒服及影響日常部份活動。經再覆診後，醫生表示要再觀察幾個月後，若
情況欠理想，可能需再進行小腦手術。求天父繼續祝福栢鋒，得到最合適的醫治及背部繼續康復。

31/03 全球祈禱日
軍區總指揮: 卡祖雲上校
軍區秘書長:白理查上尉
軍官 98(在職93/退休 5) 部隊 32 分隊 12

學員 6 軍兵 1,306 青年兵 9,121 救世軍之友 594

代禱
1. 為軍區救世軍的事工祈禱。
2. 為保護兒童培訓師班祈禱。
3. 為國際部長和他的團隊到臨檢閱及旅途平安祈禱。
4. 為 5 月 9 日至 11 日舉行的軍區領袖會議禱告。
5. 為 6 月 13 日至 18 日舉行的「福音戰役週」禱告。
6. 為軍區所有軍官、軍兵、副兵、救世軍之友以及員工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