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6 田家炳学校
校长：陈志斌先生
代祷
1. 求上帝保守带领「田小」学生的家庭。在疫情期间，有健康的身心灵，以及家庭经济上的稳定。
2. 感恩学校已全面复课，求上帝继续保守教职员团队有健康的身体，有智慧应对急速多变的疫情，让学校能提

供适切而安全的环境给学生学习，在主爱中成长。
3. 祈求學校有更好的發展空間和機會，希望有更完善的设备及更充足的空间，让学生发展更多元化、更全面。

求上帝赐予智慧及保守，开我们的心智及意念，按着主的旨意而行，得着恩典。

02/06 全球祈祷日
芬兰及爱沙尼亚地域
总指挥：劳柏德准将
秘书长：聂世嘉少校
军官 115(在职39/ 退休76) 委员 4   部队 27   学员 4  
军兵 693  青年兵 22   救世军之友 182

代祷
芬兰 –在2022救世军会庆祝「妇女事工 100 周年」：
⚫ 请祈祷，今年将成为年轻人参与对妇女和家庭宣教的好机会。
⚫ 计划于 10 月 14 日至 15 日在赫尔辛基举行非常特别的妇女大会
⚫ 10 月 15 日下午在赫尔辛基部队和与会特别嘉宾、救世军人以及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朋友们举行盛会
在这场流行已久的疫情仍未平息的之际……

⚫ 请祈祷，加强和鼓励军官们为各个年龄阶层有新的宣教和事工发展机会。
请祈祷：
⚫ 为部队、分队和社会服务单位初信主新人。
⚫ 为刚委身成为军兵、青年兵、干事和救世军之友的人。
⚫ 为新的候补员和学员。
⚫ 为制定我们的策略发展，以寻找富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活动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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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6/06 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总监：卢佩文女士
代祷
1. 曾染疫同工的身体恢复，各同工有健康的身、心、灵去处理工作及作出卓越的服侍。
2. 为部门有洞察力及智慧去应对因社会多变的情况而带来的人力资源需要。

07/06 九龙城队
部队军官: 何振义学员中尉
代祷
1. 感谢神一直看顾九龙城队，本队将于6月12日庆祝32周年纪念主日圣洁会，届时会募立九位正兵。求主继续带

领本队未来的发展。
2. 本队有三个家庭于六月移居海外，求主保守他们的前路。部队也因而流失一些事奉人员，求主预备合适的弟兄

姊妹愿意投身事奉。

08/06 卜维廉中学
校长：洪楚英先生
代祷
1. 祝福所有学生在整个学年内有健康的身体、智慧及信心。求主消除学生在疫情下回校上课的焦虑。
2. 过去几年，中一学生收生率一直下降。求主消除任何阻碍父母为子女选择卜维廉中学的因素，引领他们思考及

作出决定。祈求我们努力迎接中一收生的挑战，可以达到教育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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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祷单位

09/06 全球祈祷日
印度东部地域
总指挥: 何礼明准将
秘书长: 白沛嘉上校
军官 376(在职277/ 退休99) 辅助上尉 13 部队 246  学员 27
军官 42,556  青年兵 12,533  救世军之友 47

代祷
1. 2023年大将到访地域：能够为大将在2023年到访组织好访问行程。
2. 克己运动：为克己运动能流畅运作，收集更多奉献祈祷。
3. 男士团契大会：男士团契成员有所增加，成员在属灵生命和事工上都得到建立。
4. 地域大会：印度东部地域最大的议会正筹备地域项目和行动规划，务求地域可以蓬勃发展，并可在事工上保持良

好的协作关系。
5. 外展事工：为同工和捐助者祈祷，并赢得更多得救的灵魂。
6. 灵性复兴：为地域的灵性复兴和人道主义服务。
7. 感谢神：在事工上的带领和成就。
我们希望得着全球救世军人的代祷支持，有效促进印度东部地域的事工、计划和活动取得成功。

10/06 海岚长者中心
主任: 何嘉安女士
代祷
1. 求主加力予各同工、服务使用者及其照顾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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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赐我们同工力量，赐予同工智慧回应小区及长者需要，坚守服侍长者的使命和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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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祷单位

13/06 内部审计部
总监：伍慧燕女士
代祷
1. 祈求部门能聘请到合适的员工服务军区。
2. 祈求神给予我们智慧去履行我们的职份及责任。

14/06 九龙中央堂
部队军官: 林李内欣上尉
代祷
1. 部队会举办两个暑期福音活动「小学生暑期圣经班」和「中学生青年营」，求主预备服侍的人和即将接触的新

家庭。
2. 部队部份家庭移民或年青军兵往海外留学，求主引领他们新的开始；又保守及坚固留下的信徒的心，为福音继

续有力事主。

15/06 天后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 卢婉玲女士
代祷
1. 祈求疫情尽快完结，令我们可以继续正常生活。
2. 祈求各同事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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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 全球祈祷日
印度尼西亚地域
总指挥: 谭友诚准将
秘书长: 许世达上校
军官 901(在职759 / 退休142)  辅助上尉 27   部队 288  学员 68
军兵 47,892   青年兵 6,721 救世军之友 15,050

代祷
1. 我们感谢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得以应付我们在地域事工上遇到的挑战。
2. 为2022年8月南太平洋及东亚洲国际部长和区域妇女事工秘书长麦伟恩中将及麦罗萍中将伉俪的到访；和他们

在印度尼西亚期间将进行的活动祷告。
3. 为今年年中开始的学员教育训练方法有所改变祷告。第二年学员将在训练学院外进行一年的实习。希望这些改

变对学员在接受教育和训练期间有良好的影响。
4. 为训练学院的院长、职员和军官们祈祷，他们将接收实习的学员，他们在监督和训练学员方面具影响力，装备

他们成为军官。
5. 为救世军在印度尼西亚东部事工的发展祷告。
6. 为军官和救世军人继续和应圣洁生活的重要性，并能够在事工和家庭中实践圣洁。

17/06 海泰长者之家
高级主任: 何泇仪女士
代祷
1. 求主保守各同工身体健康，赐给我们智慧及力量去克服疫情下种种的困难及挑战。
2. 为我们的服务使用者及其家属祷告，求主的恩典及平安临在他们身上，保守他们在疫情下平安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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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祷单位

20/06 法律部
法律顾问：庄洁芝女士
代祷
1. 祈求有智能去改善法律部的电子存盘系统。
2. 更多了解神对法律部门的异象。

21/06 东九龙队
部队军官: 林业铿上尉
代祷
1. 求主兴起弟兄姊妹祷告的心，圣灵引导我们成为祷告得力的教会。
2. 为聘请传道及福音干事III暨行政助理祷告，恳求主亲自呼召及拣选合适的人来事奉。

22/06 湾仔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 卢婉玲女士
代祷
在疫情严峻时刻，我们亦有些肢体染病，但很感恩看到大家互相帮助、守望祷告，一起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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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祷单位

23/06 全球祈祷日
肯尼亚东部地域
总指挥: 祁丹尼准将
秘书长: 艾勋迪上校
军官 806 (在职738 / 退休68)   学员 96  委员 106  部队 547  分队 287  
军兵 94,190  青年兵 61,068  救世军之友 598

代祷
1. 感谢上帝使用我们的地域领袖来指导地域，以实现我们 的2020-2024 年策略计划目标，该策略计划的主题是

「耶稣基督军兵要结果子」——歌罗西书 1:6, 10。我们拥抱地域领袖自 2022 年 1 月 1 日上任以来已采取的新
举措来推动地域发展。

2. 谢上帝！我们成功将两本救世军书籍---《蒙召之兵》和《一天新似一天》分发给所有军区。荣耀归于上帝——
地域所有军兵都将从他们的军区领袖收到这两本书而得着益处。

3. 祈求上帝带领所有救世军人在 2022 年 5 月 22 日举行的地域克己运动收集奉献时忠心地攻克己身。通过当天的
信息，祈祷救世军人受到启发，完全献身于上帝的事工中。

4. 为这个选举年的政治稳定祷告。我们希望上帝会在竞选期间给我们的政治家正确的话语。 祈求肯尼亚的教会在
夹缝中站起来/宣扬和平、爱与合一。 我们祈求上帝赐给我们祂自己选择的领袖。

24/06 海裕日间长者中心
高级主任: 何嘉安女士
代祷
1. 求主保守日间中心内各同工有健康及智慧应付各项工作。
2. 为日间中心会员及他们的家人祷告，保守他们身体健康，常存喜乐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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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7/06 澳门地区办事处
地区军官：林贤明少校
代祷
1. 为教育中心的发展祷告，在继续为SEN学生提供服务时，也能达至收支平衡。另外，需要聘请新的中心主任。
2. 为睿禧长者综合服务中心祷告，五月已开始周二崇拜聚会，愿每位认知障碍症长者都能感受和明白到神的爱。

另外，现正筹备日间护理服务，计划7月开始提供服务，现正进行购买物资和招聘工作。
3. 救世军(澳门)合唱团将于6月开始恢复练习，为合唱团的福音工作祷告。
4. 佑汉队开展面向小区长者和青少年的活动日增，感谢神给予机会接触小区的长者和青少年人群，愿神亲自在

活动中向他们传递信息，透过信息触动他们的心，可以越发转向神，终有一天蒙恩得救。
5. 恳求神在佑汉队的青年人中燃起复兴的火，愿神差遣圣灵临到青年人的中间，启迪他们的心灵，使他们珍惜

在自己年轻时便认识神的福分，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抵挡世俗的诱惑与影响，勤力追求和思想神的话语，让
自己的生命得到更新。

28/06 九龙西分队
部队军官: 马健东少校
助理部队军官: 冯素玲上尉
代祷
1. 为重开实体崇拜后有足够的事奉人员，以至能运作畅顺。
2. 感恩有一班小朋友参加儿童主日学，期望今年能有小朋友成为青年兵，家长能成为副兵。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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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6 西环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 卢婉玲女士
代祷
1. 祈求疫情尽快过去，同事及其家人身体健康，经济回复正常增长，香港人生活快乐稳定。
2. 祈求主赐智慧给各人，令各人能够渡过一切难关。

30/06 全球祈祷日
拉丁美洲北地域
总指挥: 希梅利中将
秘书长: 高安雅娜上校
军官 188(在职154/ 退休34)   部队 69  学员 22 
军兵 4,752 青年兵 2,642  救世军之友 1,552

代祷
1. 问责制：我们为地域领袖，祈求智慧、管治合宜、使命能影响人心、财务系统表现卓越及符合国际标准。
2. 教牧关怀：为属灵生命得以加强、领导发展、军官培训和人事策略规划祷告。我们为已婚军官和他们家庭祈祷。
3. 妇女外展：我们祈求在我们的社区中增加妇女事工的成员，为处于社会风险中的妇女和儿童制定社区项目，并

为宣教筹集资金。
4. 使命优次：我们祈求属灵进步和社区发展，祈求属灵影响和植堂。我们为优质教育项目和社会项目发展祈祷。

我们为每个军区的工作人员祈祷。我们为每个军兵、青年兵、救世军之友、救世军的朋友和主的灵在他们生命
中祈祷。

5. 财务发展：为改善我们的财务管理、广告推广、机构关系、市场推广和筹款祈祷。
6. 我们为那些在地域大会期间将自己生命献给基督的人祈祷，特别是为那些愿回应呼召做军官的人能忠心，遵循

这呼召的人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