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04 恆安綜合職業復康服務 (復康服務及社企)

高級主任：陶淑賢高級主任
代禱
1. 由於疫情嚴重, 單位服務使用者,同事及其家人,均有確診的消息, 致令院舍服務人手十分緊張, 希望天父保守各人平

安. 疫情盡快過去。
2. 祈求中心管理層有智慧及耐力處理因疫情所需的決策工作,能有效統領團隊跨過這一波疫情。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4/04 區總部
區長 :譚羅惠芳少校
助理區長 :陳國威少校
代禱
1. 為著區部拓展各福音事工禱告，求神預備合適的軍官及弟兄姊妹一起承擔服侍。
2. 為著各部隊的福音發展禱告，求神使用各部隊成為社區福音禾場，讓更多人聽聞福音，認識神的愛。

06/04 荃灣幼兒學校
校長：黃婉兒女士
代禱
1. 為教職員的身心健康祈禱，祈求他們能照顧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以面對受感染風險的壓力。
2. 為家長及小朋友的身心健康祈禱，祈求他們有健康的體魄，免受感染；家長在照顧及輔助孩子的學習方面，能有充

足的智慧與耐性。部分學生家庭面對失業的壓力，求主看顧。
3. 學校面對因移民或疫情所引致的退學潮，求主保守。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7/04 全球祈禱日
澳洲地域
地域總指揮:董諾拔中將
地域秘書長: 梅永森准將
軍官 1,605(在職706/退休899) 部隊 295 分隊 14 
軍兵 12,330 青年兵 1,548  救世軍之友 3,957
代禱
1. 加強信心: 澳洲的救世軍人認識到我們需要上帝，我們所有需要都依賴祂，我們祝福世界並看到神的手在作工。我

們會為奇蹟、改變、創新和聖靈的運行祈禱，並期待神在我們所在的地方出現。
2. 加強愛:國家及人們都感受到神的愛、相互的愛及我們的愛。那些感到被邊緣化的人，能夠在生活的任何層面、社區

及領導各方面感到被接納。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群島居民(國家最初的原住民)的聲音會影響我們的決策及未來方向。
我們在聚會場合表達愛，所有文化及國籍的人會在我們當中找到歸屬及愛的語言，藉着神在我們當中及透過我們的
工作，人們認識到神帶來轉化的恩典。

08/04 荔景院 (復康服務及社企)
高級主任：王淑怡高級主任
代禱
1. 祝願荔景院的服務使用者、家屬及職員在受Omicron感染的影響下，能早日康復，重拾健康。
2. 祈禱疫情盡快過去，各人能回復日常及幸福的生活。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1/04 教育服務部
教育服務總監 :何世孝博士
代禱
1. 按教育局指示，各校將原本七、八月間的暑假提前為三、四月間的「特別假期」。求天父在此期間看顧同學們的身

心靈需要。
2. 考期將至，求主保守將要應付公開考試的同學，賜他們智慧健康。
3. 中原慈善基金皇后山學校的學生人數在短短半年間由單位數字上升至過百名。在感謝天父帥領之餘，求主繼續保守

帶領，讓學校不單為這個新社區帶來良好的基督教教育，更借助學校成為區內的信仰中心，將天父的救恩帶到未信
群體當中。

12/04 將軍澳隊
部隊軍官 : 張婉薇少校
代禱
1. 請為在疫情下，弟兄姊妹的靈命祈禱，求神幫助我們面對各種經歷和挑戰時仍保持信心。
2. 請為部隊的牧養工作祈禱，感恩神仍讓我們透過視像和通訊工具彼此維繫，互相關顧。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3/04 華富幼兒學校
校長：勞小慧女士
代禱
1. 為著全校的幼兒、教職員及他們的家庭祈禱，有著從神而來的力量，有健康的身體和心靈，能正面地面對每一天

的挑戰，在現今的社會情況下彼此體諒。
2. 求主保守及帶領，讓我們在特別假期中作最好的準備，包括：在課程的調適、消毒及清潔的工作、持續與幼兒的

網上遊戲及分享活動，同時讓家長在教養孩童上隨時得到支援，讓我們在教育事奉工作上繼續優化。

14/04 全球祈禱日
安哥拉軍區
軍區總指揮: 馬嘉詩上校
軍區秘書長: 沈尚知少校
軍官 65(在職51/退休14) 部隊 32 分隊 11 

軍兵 4,258 青年兵 923  救世軍之友 133

感恩
1. 外地來的軍官取得了永久簽證。
2. 有12位候補員獲接納加入2022-2024年的軍官訓練。
代禱
1. 為國家正在準備於今年8月份的全民選舉，希望國家和平及安寧。
2. 為新冠疫情已令各人(財政、心理及情緒上)帶來了沉重的影響。
3. 為救世軍在地域的增長和發展。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9/04 荃葵隊
部隊軍官 ：曹蔡英齊少校
副部隊軍官：曹錦成少校
代禱
1. 疫情下，為少年人的學習動力代禱，求主賜他們在學術及真理上熱切追求的心，並有良好的品格，得神和人的喜

愛。
2. 為部隊三福佈道訓練代禱，求主感動弟兄姊妹有承擔大使命的心志，願意受裝備，學習整全的傳福音方法，求主

為我們預備人、時間及機會。

20/04 禾輋幼兒學校
校長：司徒綺雯女士
代禱
1. 為疫情持續爆發，令醫療系統不勝負荷。求主憐憫讓確診者得到適切治療，保護前線的醫護及工作人員。
2. 顧念受強檢而須隔離的家長、幼兒及其同住家人，排隊輪候檢測及接種疫苗等家長之勞累。
3. 紀念學校有穩定的職工人手。
4. 為學生的健康祈禱。
5. 為學生的安全及保護祈禱。
6. 記念在家學習幼兒及照顧者(家長、長者)的情緒。
7. 記念學校老師進行視像教學及拍片等預備工作。
8. 保守在疫情下仍要外出上班同工，保護他們外出工作時避免受病毒感染。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1/04 全球祈禱日
加拿大及百慕達地域
地域總指揮: 狄福臨中將
地域秘書長: 戴愛絲准將
軍官 1,524(在職590/退休934) 部隊 279 分隊 3 
軍兵 15,411 青年兵 2,000 救世軍之友 29,233
代禱
1. 為地域領袖狄中將伉儷及戴愛絲准將祈禱。
2. 為明年軍校從溫尼伯搬到多倫多的一切事項祈禱。

22/04 耆才拓展計劃觀塘中心
中心經理：何美儀女士
代禱
1. 求上帝保守耆才拓展計劃中心觀塘同事在疫情下，仍能保持健康的身體及壯健的心靈。
2. 求上帝保守中心在疫情下，仍能夠持續運作及推動網上的課程，讓退休人士及長者能夠持續學習及與社區保持聯

繫。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5/04 行政辦公室
總指揮：李光秋上校
秘書長 :陳徐香凝少校
代禱
1. 為我們的軍官、員工、軍兵及義工祈禱。求主保守他們於充滿挑戰的疫情下，仍全力事奉。我們也為所有學生、

服務使用者及他們的家人祈禱。求主保守他們安全及健康。求主醫治，令到生病的人都盡快康復。
2. 求神憐憫香港，停止新冠病毒擴散。讓我們把焦慮交給神，因為神顧念我們，求神把平安充滿我們的心。

26/04 東涌隊
部隊軍官 : 陳喜威少校
副部隊軍官: 陳李少琼少校
代禱
1. 為東涌隊與林拔中紀念學校 , 同心守望相助有主平安。
2. 為牧養弟兄姊妹有智慧，在限聚的情況下, 仍持守信靠與關懷 。

27/04 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校長：馬啟能先生
代禱
1. 為全體師生、家長、校董及所有服務學校的相關人士，在疫情下的健康祈禱，求主保守他們，讓每人都能平安地

度過難關。
2. 祈求學校在疫情下實行的所有措施及方案，都能運作順利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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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8/04 全球祈禱日
歐洲東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柏啟文准將准將
地域秘書長: 布力察上校
軍官 91(在職78/退休13) 部隊 35 分隊 3 

軍兵 1,236 青年兵 291  救世軍之友 844

代禱
1. 以約書亞記1:9為根據，主題為‘信心與勇氣’的使命策略計劃。祈求所有地域內的一切都以此為基礎，地域中的救

世軍人都渴望成為有信心及勇氣的人。
2. 為保加利亞事工之門繼續打開而讚美神。為當地的團隊祈禱，他們在事工中，辦別到神的指示。
3. 為地域內處於動盪地區的人，祈求和平、團結、智慧及受到保護。

29/04 耆才拓展計劃東頭中心
中心主任 :朱詠怡女士
代禱
1. 求上帝保守耆才拓展計劃東頭中心的同事，在疫情下仍能保持健康的身體及壯健的心靈。
2. 求上帝保守中心在疫情下，仍能夠持續運作及推動網上的課程，讓退休人士及長者能夠持續學習及與社區保持聯

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