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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3/05 錦田隊
部隊軍官 : 王煜發少校
副部隊軍官 : 王黎洪嬌少校
代禱
1. 疫情限制下，我們只維持一個聚會—網上主日聖潔會，弟兄姊妹的聯繫較疏離；求天父賜福，在疫情緩和之

後，讓弟兄姊妹在實體聚會中更熱誠相交，彼此建立！
2. 求主開恩，恢復校牧、院牧和社區家庭的服務，打開傳福音的門！為5月底青年人籌劃的特別團契聚會，廣邀

友好參加。求主祝福這團契聚會！

04/05 中原慈善基金皇后山學校
校長 : 勞耀基先生
代禱
1. 復課後，祈求全體師生和職員身體健康。
2. 為皇后山的新居民禱告，祈求他們早日適應新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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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 全球祈禱日
印度中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馬逸高上校
地域秘書長: 施萬誠上校
軍官 743(在職532/ 退休211) 輔助上尉 11  委員 2  部隊 275  
軍兵 75,464  救世軍之友 5,736  青年兵 17,557 

代禱
1. 卜宣真醫院啟用：這是地域的核心項目，醫院大樓已完工並準備投入服務。
2. 軍官健康（在職和退休）：我們的大多數現役和退休軍官都有各種健康問題。今年1 月起，有五名現役軍官已

榮歸天家或退休。對地域來說，情況令人憂慮。
3. 「復和使者班」 按立及任命禮於2022 年 5 月 7 日至 8 日舉行。
4. 國際總部將會到地域進行審查。
5. 地域邁向自立：地域正在努力爭取於2025 年邁向自立。

06/05 箕筲灣社區日間展能中心
助理高級主任：程鎂芳女士
代禱
1. 求主大能充滿及堅固中心同工，使我們得著信心及智慧，在嚴峻疫情下繼續提供合乎服務使用者需要的服務。
2. 求主賜喜樂平安予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庭，並有人樂意幫助有需要的人，使他們心靈及物質上都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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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 卜維廉隊
部隊軍官: 譚振輝少校
代禱
1. 為已確診的軍兵及其家人。
2. 為在疫情中收入受到嚴重影響的卜中學生的家庭。

11/05 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校長：黃清思女士
代禱
1. 疫情仍然嚴峻，求天父保守我們在疫情中能保持身心靈健康，讓教職員、同學與家長在面對這麼多的挑戰及困難

下，懂得仰望天父，從禱告中得力，各人的家庭都能蒙福。
2. 中原慈善基金學校已在4月下旬復課，求天父保守全體教職員及同學可以持續在一個安全及健康的校園內學習，

同學們亦能在本學年餘下的日子重拾學習的動力，在知識及身心靈的培育上得以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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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 全球祈禱日
總指揮: 李光秋上校
秘書長: 陳徐香凝少校
軍官 50 (在職29/退休21) 部隊 16 分隊1 學員 1
軍兵 2,445  青年兵 477  救世軍之友 12

代禱
1. 為香港新冠疫情能早日受控。祈禱大將於十月能如期到訪軍區，無需接受隔離檢疫。
2. 為軍區缺乏足夠軍官，求神感動更多救世軍軍兵回應從主耶穌來的呼召，成為候補員，接受軍官訓練。
3. 為5月底的軍官班克魯退修日營祈禱，蒙聖靈更新眾軍官的生命和事奉主的心志。
4. 求神賜福軍區的社會服務、教育服務和屬靈事工，讓我們活出天國的福音，使更多人得著福音的好處。

13/05 德田社區日間展能中心
助理高級主任：黃鵬圖先生
代禱
1. 求主大能充滿及堅固中心同工，使我們得著信心及智慧，在嚴峻疫情下繼續提供合乎服務使用者需要的服務。
2. 求主賜喜樂平安予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庭，並有人樂意幫助有需要的人，使他們心靈及物質上都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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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 財務部
財務總監:黃麗茵女士
代禱
1. 為神保守我們健康和喜樂獻上讚美。
2. 祈求我們緊記，面對困難和挑戰時尋求神的幫助。
3. 祈求我們對神懷着信心。

17/05 英語隊
部隊軍官: 高善麗上尉
代禱
1. 繼續為英語隊同人參與網上事工禱告。
2. 為英語隊外展事工禱告，在疫情下部隊未能開放予軍兵同人和外籍家庭傭工聚會時，出外接觸他們。在這段困

難的時間為他們禱告，祈求他們繼續感受到神的愛和關懷。
3. 在尋找新地方進行敬拜時，祈求英語隊能繼續其事工和服務。祈求新地方的供應能締造新機遇，帶領更多靈魂

信靠耶穌。

18/05 林拔中紀念學校
校長：陳喜泉先生
代禱
1. 過去數月，新冠疫情導致經濟衰退，很多人失業，對低收入和弱勢群體打擊尤甚，本校學生的家庭大多屬於當

中的一分子，學生父母面對持續的經濟困難，出現不少負面情緒，亦對子女造成沉重壓力，繼而影響他們的學
習和成長。

2. 本校原訂於2022年6月30日慶祝二十周年校慶。因應突如其來的特別學校假期安排，我們尋求神賜予智慧，讓
我們找出最佳方法，處理這些突發變動和校慶籌備工作。我們獻上最深切的感恩，願意我們的工作能夠盡善盡
美，在地上榮耀神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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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全球祈禱日
迦納地域
總指揮: 安新明准將
秘書長: 艾勳迪上校
軍官 285(在職221/ 退休64)  輔助上尉 31  委員 5  部隊 132 分隊 168
軍兵 21,877  青年兵 4,839  救世軍之友 20

代禱
1. 感謝神，祂的話語使我們在生活中得勝，這在我們作為救世軍人和救世軍群體的生活中是明顯的。
2. 讓我們為地域總指揮和地域婦女事工會長祈禱，因為地域秘書長和地域婦女事秘書長尚未到任，總指揮伉儷二

人工作更為繁重。
3. 祈求所有救世軍人在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中都能了解和敏感地回應地域策略計劃，尤其是我們的部隊、社團和

各軍區。
4. 為今年 8 月，柏培恩大將和柏羅麗莎中將到訪地域及百周年地域大會得以成功舉辦代禱。
5. 為各級領導代禱。
6. 祈求屬靈的復興。
7. 為青少年事工的發展代禱。

20/04 「與愛同行」-支援特殊需要兒童服務
高級主任：張凱盈女士
代禱
1. 祈求我們的同工、服務使用者和他們的家人在身、心、靈得着健康。
2. 祈求有合適人選加入並堅固我們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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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5 物業部
物業總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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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 港島東隊
部隊軍官 : 林少威中尉
副部隊軍官 : 蔡沚妡中尉
代禱
1. 疫情下弟兄姊妹之間凝聚，並與神的關係。
2. 疫情下社區關顧，實踐「一支軍隊」信念。

25/05 石湖學校
校長: 張慧儀女士
代禱
1. 求天父賜予石湖學校所有教職員、學生、家長和支持本校的人士有愛心的關懷和力量。
2. 為復課後獲賜予力量和供應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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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5 全球祈禱日
加勒比地域
總指揮: 賀迪雲中將
秘書長: 溫莫力上校
軍官 317(在職240/退休77) 輔助上尉 5 委員7 部隊 130 分隊45
軍兵 12,521  青年兵 3,557  救世軍之友 2,233

代禱
1. 感謝神在加勒比地域興起救世軍的事工。
2. 為 2023 年 2 月的 135周年地域大會慶典祈禱。
3. 為8 名正在準備暑期實習的學員祈禱。
4. 為地域有合一祈禱，讓所有的軍官、軍兵、救世軍之友和僱員都感到有份參與本軍使命。
5. 祈求靈性的復興，使男女都能回應全時間事奉的呼召，特別是說英語的同仁。

27/05 白普理慈愛長者之家, 隆亨長者之家, 錦田長者之家
高級主任 : 朱淑華女士
代禱
1. 院舍內相繼染疫的同事和院友得到適切的醫治，並且早日康復。
2. 希望疫情盡快退去，讓香港市民及院友的生活能恢復正常。
3. 為院友染疫的家人代求，除了讓他們得到適切的醫治外，賜他們有平安和喜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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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 資訊科技部
資訊科技總監: 植國權先生
代禱
1. 為資訊科技部同工和他們的家人禱告，保守他們身體健康。
2. 求主賜我們智慧，保守我們，讓我們能支援軍區的資訊科技系統，實踐本軍使命。

31/05 灣仔隊
部隊軍官 : 余基甸上尉
副部隊軍官 : 余李彩玲上尉
代禱
1. 為著2025年灣仔隊重建，求主引領前路。
2. 雖然部隊未來有不確定，求主繼續使弟兄姊妹專心仰賴主，深信上帝有更好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