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4 恒安综合职业复康服务 (复康服务及社企)

高级主任：陶淑贤高级主任
代祷
1. 由于疫情严重, 单位服务用户,同事及其家人,均有确诊的消息, 致令院舍服务人手十分紧张, 希望天父保守各人平

安. 疫情尽快过去。
2. 祈求中心管理层有智慧及耐力处理因疫情所需的决策工作,能有效统领团队跨过这一波疫情。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4/04 区总部
区长 :谭罗惠芳少校
助理区长 :陈国威少校
代祷
1. 为着区部拓展各福音事工祷告，求神预备合适的军官及弟兄姊妹一起承担服侍。
2. 为着各部队的福音发展祷告，求神使用各部队成为小区福音禾场，让更多人听闻福音，认识神的爱。

06/04 荃湾幼儿学校
校长：黄婉儿女士
代祷
1. 为教职员的身心健康祈祷，祈求他们能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以面对受感染风险的压力。
2. 为家长及小朋友的身心健康祈祷，祈求他们有健康的体魄，免受感染；家长在照顾及辅助孩子的学习方面，能有充

足的智能与耐性。部分学生家庭面对失业的压力，求主看顾。
3. 学校面对因移民或疫情所引致的退学潮，求主保守。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7/04 全球祈祷日
澳洲地域
地域总指挥:董诺拔中将
地域秘书长: 梅永森准将
军官 1,605(在职706/退休899) 部队 295 分队 14 
军兵 12,330 青年兵 1,548  救世军之友 3,957
代祷
1. 加强信心: 澳洲的救世军人认识到我们需要上帝，我们所有需要都依赖祂，我们祝福世界并看到神的手在作工。我

们会为奇迹、改变、创新和圣灵的运行祈祷，并期待神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出现。
2. 加强爱:国家及人们都感受到神的爱、相互的爱及我们的爱。那些感到被边缘化的人，能够在生活的任何层面、小区

及领导各方面感到被接纳。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群岛居民(国家最初的原住民)的声音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及未来方向。
我们在聚会场合表达爱，所有文化及国籍的人会在我们当中找到归属及爱的语言，藉着神在我们当中及透过我们的
工作，人们认识到神带来转化的恩典。

08/04 荔景院 (复康服务及社企)
高级主任：王淑怡高级主任
代祷
1. 祝愿荔景院的服务使用者、家属及职员在受Omicron感染的影响下，能早日康复，重拾健康。
2. 祈祷疫情尽快过去，各人能回复日常及幸福的生活。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1/04 教育服务部
教育服务总监 :何世孝博士
代祷
1. 按教育局指示，各校将原本七、八月间的暑假提前为三、四月间的「特别假期」。求天父在此期间看顾同学们的身

心灵需要。
2. 考期将至，求主保守将要应付公开考试的同学，赐他们智慧健康。
3. 中原慈善基金皇后山学校的学生人数在短短半年间由单位数字上升至过百名。在感谢天父帅领之余，求主继续保守

带领，让学校不单为这个新小区带来良好的基督教教育，更借助学校成为区内的信仰中心，将天父的救恩带到未信
群体当中。

12/04 将军澳队
部队军官 : 张婉薇少校
代祷
1. 请为在疫情下，弟兄姊妹的灵命祈祷，求神帮助我们面对各种经历和挑战时仍保持信心。
2. 请为部队的牧养工作祈祷，感恩神仍让我们透过视像和通讯工具彼此维系，互相关顾。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3/04 华富幼儿学校
校长：劳小慧女士
代祷
1. 为着全校的幼儿、教职员及他们的家庭祈祷，有着从神而来的力量，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灵，能正面地面对每一天

的挑战，在现今的社会情况下彼此体谅。
2. 求主保守及带领，让我们在特别假期中作最好的准备，包括：在课程的调适、消毒及清洁的工作、持续与幼儿的

网上游戏及分享活动，同时让家长在教养孩童上随时得到支持，让我们在教育事奉工作上继续优化。

14/04 全球祈祷日
安哥拉军区
军区总指挥: 马嘉诗上校
军区秘书长: 沈尚知少校
军官 65(在职51/退休14) 部队 32 分队 11 

军兵 4,258 青年兵 923  救世军之友 133

感恩
1. 外地来的军官取得了永久签证。
2. 有12位候补员获接纳加入2022-2024年的军官训练。
代祷
1. 为国家正在准备于今年8月份的全民选举，希望国家和平及安宁。
2. 为新冠疫情已令各人(财政、心理及情绪上)带来了沉重的影响。
3. 为救世军在地域的增长和发展。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9/04 荃葵队
部队军官 ：曹蔡英齐少校
副部队军官：曹锦成少校
代祷
1. 疫情下，为少年人的学习动力代祷，求主赐他们在学术及真理上热切追求的心，并有良好的品格，得神和人的喜

爱。
2. 为部队三福布道训练代祷，求主感动弟兄姊妹有承担大使命的心志，愿意受装备，学习整全的传福音方法，求主

为我们预备人、时间及机会。

20/04 禾輋幼儿学校
校长：司徒绮雯女士
代祷
1. 为疫情持续爆发，令医疗系统不胜负荷。求主怜悯让确诊者得到适切治疗，保护前线的医护及工作人员。
2. 顾念受强检而须隔离的家长、幼儿及其同住家人，排队轮候检测及接种疫苗等家长之劳累。
3. 纪念学校有稳定的职工人手。
4. 为学生的健康祈祷。
5. 为学生的安全及保护祈祷。
6. 记念在家学习幼儿及照顾者(家长、长者)的情绪。
7. 记念学校老师进行视像教学及拍片等预备工作。
8. 保守在疫情下仍要外出上班同工，保护他们外出工作时避免受病毒感染。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1/04 全球祈祷日
加拿大及百慕大地域
地域总指挥: 迪福临中将
地域秘书长: 戴爱丝准将
军官 1,524(在职590/退休934) 部队 279 分队 3 
军兵 15,411 青年兵 2,000 救世军之友 29,233
代祷
1. 为地域领袖狄中将伉俪及戴爱丝准将祈祷。
2. 为明年军校从温尼伯搬到多伦多的一切事项祈祷。

22/04 耆才拓展计划观塘中心
中心经理：何美仪女士
代祷
1. 求上帝保守耆才拓展计划中心观塘同事在疫情下，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及壮健的心灵。
2. 求上帝保守中心在疫情下，仍能够持续运作及推动网上的课程，让退休人士及长者能够持续学习及与小区保持联

系。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5/04 行政办公室
总指挥：李光秋上校
秘书长 :陈徐香凝少校
代祷
1. 为我们的军官、员工、军兵及义工祈祷。求主保守他们于充满挑战的疫情下，仍全力事奉。我们也为所有学生、

服务使用者及他们的家人祈祷。求主保守他们安全及健康。求主医治，令到生病的人都尽快康复。
2. 求神怜悯香港，停止新冠病毒扩散。让我们把焦虑交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求神把平安充满我们的心。

26/04 东涌队
部队军官 : 陈喜威少校
副部队军官: 陈李少琼少校
代祷
1. 为东涌队与林拔中纪念学校 , 同心守望相助有主平安。
2. 为牧养弟兄姊妹有智慧，在限聚的情况下, 仍持守信靠与关怀 。

27/04 韦理夫人纪念学校
校长：马启能先生
代祷
1. 为全体师生、家长、校董及所有服务学校的相关人士，在疫情下的健康祈祷，求主保守他们，让每人都能平安地

度过难关。
2. 祈求学校在疫情下实行的所有措施及方案，都能运作顺利及有效。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8/04 全球祈祷日
欧洲东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柏启文准将准将
地域秘书长: 布力察上校
军官 91(在职78/退休13) 部队 35 分队 3 

军兵 1,236 青年兵 291  救世军之友 844

代祷
1. 以乔舒亚记1:9为根据，主题为‘信心与勇气’的使命策略计划。祈求所有地域内的一切都以此为基础，地域中的救

世军人都渴望成为有信心及勇气的人。
2. 为保加利亚事工之门继续打开而赞美神。为当地的团队祈祷，他们在事工中，办别到神的指示。
3. 为地域内处于动荡地区的人，祈求和平、团结、智慧及受到保护。

29/04 耆才拓展计划东头中心
中心主任 :朱咏怡女士
代祷
1. 求上帝保守耆才拓展计划东头中心的同事，在疫情下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及壮健的心灵。
2. 求上帝保守中心在疫情下，仍能够持续运作及推动网上的课程，让退休人士及长者能够持续学习及与小区保持联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