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3/05 锦田队
部队军官 : 王煜发少校
副部队军官 : 王黎洪娇少校
代祷
1. 疫情限制下，我们只维持一个聚会—网上主日圣洁会，弟兄姊妹的联系较疏离；求天父赐福，在疫情缓和之

后，让弟兄姊妹在实体聚会中更热诚相交，彼此建立！
2. 求主开恩，恢复校牧、院牧和小区家庭的服务，打开传福音的门！为5月底青年人筹划的特别团契聚会，广邀

友好参加。求主祝福这团契聚会！

04/05 中原慈善基金皇后山学校
校长 : 劳耀基先生
代祷
1. 复课后，祈求全体师生和职员身体健康。
2. 为皇后山的新居民祷告，祈求他们早日适应新的居住环境。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5/05 全球祈祷日
印度中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马逸高上校
地域秘书长: 施万诚上校
军官 743(在职532/ 退休211) 辅助上尉 11  委员 2  部队 275  
军兵 75,464  救世军之友 5,736  青年兵 17,557 

代祷
1. 卜宣真医院启用：这是地域的核心项目，医院大楼已完工并准备投入服务。
2. 军官健康（在职和退休）：我们的大多数现役和退休军官都有各种健康问题。今年1 月起，有五名现役军官已

荣归天家或退休。对地域来说，情况令人忧虑。
3. 「复和使者班」 按立及任命礼于2022 年 5 月 7 日至 8 日举行。
4. 国际总部将会到地域进行审查。
5. 地域迈向自立：地域正在努力争取于2025 年迈向自立。

06/05 箕筲湾小区日间展能中心
助理高级主任：程镁芳女士
代祷
1. 求主大能充满及坚固中心同工，使我们得着信心及智慧，在严峻疫情下继续提供合乎服务使用者需要的服务。
2. 求主赐喜乐平安予服务使用者及其家庭，并有人乐意帮助有需要的人，使他们心灵及物质上都得到满足。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0/05 卜维廉队
部队军官: 谭振辉少校
代祷
1. 为已确诊的军兵及其家人。
2. 为在疫情中收入受到严重影响的卜中学生的家庭。

11/05 中原慈善基金学校
校长：黄清思女士
代祷
1. 疫情仍然严峻，求天父保守我们在疫情中能保持身心灵健康，让教职员、同学与家长在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及困难

下，懂得仰望天父，从祷告中得力，各人的家庭都能蒙福。
2. 中原慈善基金学校已在4月下旬复课，求天父保守全体教职员及同学可以持续在一个安全及健康的校园内学习，

同学们亦能在本学年余下的日子重拾学习的动力，在知识及身心灵的培育上得以健康成长。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2/05 全球祈祷日
总指挥: 李光秋上校
秘书长: 陈徐香凝少校
军官 50 (在职29/退休21) 部队 16 分队1 学员 1
军兵 2,445  青年兵 477  救世军之友 12

代祷
1. 为香港新冠疫情能早日受控。祈祷大将于十月能如期到访军区，无需接受隔离检疫。
2. 为军区缺乏足够军官，求神感动更多救世军军兵响应从主耶稣来的呼召，成为候补员，接受军官训练。
3. 为5月底的军官班克鲁退修日营祈祷，蒙圣灵更新众军官的生命和事奉主的心志。
4. 求神赐福军区的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和属灵事工，让我们活出天国的福音，使更多人得着福音的好处。

13/05 德田社区日间展能中心
助理高级主任：黄鹏图先生
代祷
1. 求主大能充满及坚固中心同工，使我们得着信心及智慧，在严峻疫情下继续提供合乎服务使用者需要的服务。
2. 求主赐喜乐平安予服务使用者及其家庭，并有人乐意帮助有需要的人，使他们心灵及物质上都得到满足。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6/05 财务部
财务总监:黄丽茵女士
代祷
1. 为神保守我们健康和喜乐献上赞美。
2. 祈求我们紧记，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寻求神的帮助。
3. 祈求我们对神怀着信心。

17/05 英语队
部队军官: 高善丽上尉
代祷
1. 继续为英语队同人参与网上事工祷告。
2. 为英语队外展事工祷告，在疫情下部队未能开放予军兵同人和外籍家庭佣工聚会时，出外接触他们。在这段困

难的时间为他们祷告，祈求他们继续感受到神的爱和关怀。
3. 在寻找新地方进行敬拜时，祈求英语队能继续其事工和服务。祈求新地方的供应能缔造新机遇，带领更多灵魂

信靠耶稣。

18/05 林拔中纪念学校
校长：陈喜泉先生
代祷
1. 过去数月，新冠疫情导致经济衰退，很多人失业，对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打击尤甚，本校学生的家庭大多属于当

中的一分子，学生父母面对持续的经济困难，出现不少负面情绪，亦对子女造成沉重压力，继而影响他们的学
习和成长。

2. 本校原订于2022年6月30日庆祝二十周年校庆。因应突如其来的特别学校假期安排，我们寻求神赐予智慧，让
我们找出最佳方法，处理这些突发变动和校庆筹备工作。我们献上最深切的感恩，愿意我们的工作能够尽善尽
美，在地上荣耀神的名。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9/05 全球祈祷日
迦纳地域
总指挥: 安新明准将
秘书长: 艾勋迪上校
军官 285(在职221/ 退休64)  辅助上尉 31  委员 5  部队 132 分队 168
军兵 21,877  青年兵 4,839  救世军之友 20

代祷
1. 感谢神，祂的话语使我们在生活中得胜，这在我们作为救世军人和救世军群体的生活中是明显的。
2. 让我们为地域总指挥和地域妇女事工会长祈祷，因为地域秘书长和地域妇女事秘书长尚未到任，总指挥伉俪二

人工作更为繁重。
3. 祈求所有救世军人在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都能了解和敏感地响应地域策略计划，尤其是我们的部队、社团和

各军区。
4. 为今年 8 月，柏培恩大将和柏罗莉萨中将到访地域及百周年地域大会得以成功举办代祷。
5. 为各级领导代祷。
6. 祈求属灵的复兴。
7. 为青少年事工的发展代祷。

20/04 「与爱同行」-支持特殊需要儿童服务
高级主任：张凯盈女士
代祷
1. 祈求我们的同工、服务使用者和他们的家人在身、心、灵得着健康。
2. 祈求有合适人选加入并坚固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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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祷单位

23/05 物业部
物业总监:曾纪峰先生
代祷
1. 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竭尽所能，在我们的范畴中展现诚信和专业精神。
2. 祈求部门同工有健康和智慧应付工作。

24/05 港岛东队
部队军官 : 林少威中尉
副部队军官 : 蔡沚妡中尉
代祷
1. 疫情下弟兄姊妹之间凝聚，并与神的关系。
2. 疫情下小区关顾，实践「一支军队」信念。

25/05 石湖学校
校长: 张慧仪女士
代祷
1. 求天父赐予石湖学校所有教职员、学生、家长和支持本校的人士有爱心的关怀和力量。
2. 为复课后获赐予力量和供应献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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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祷单位

26/05 全球祈祷日
加勒比地域
总指挥: 贺迪云中将
秘书长: 温莫力上校
军官 317(在职240/退休77) 辅助上尉 5 委员7 部队 130 分队45
军兵 12,521  青年兵 3,557  救世军之友 2,233

代祷
1. 感谢神在加勒比地域兴起救世军的事工。
2. 为 2023 年 2 月的 135周年地域大会庆典祈祷。
3. 为8 名正在准备暑期实习的学员祈祷。
4. 为地域有合一祈祷，让所有的军官、军兵、救世军之友和雇员都感到有份参与本军使命。
5. 祈求灵性的复兴，使男女都能响应全时间事奉的呼召，特别是说英语的同仁。

27/05 白普理慈爱长者之家, 隆亨长者之家, 锦田长者之家
高级主任 : 朱淑华女士
代祷
1. 院舍内相继染疫的同事和院友得到适切的医治，并且早日康复。
2. 希望疫情尽快退去，让香港市民及院友的生活能恢复正常。
3. 为院友染疫的家人代求，除了让他们得到适切的医治外，赐他们有平安和喜乐的心。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30/05 信息科技部
信息科技总监: 植国权先生
代祷
1. 为信息科技部同工和他们的家人祷告，保守他们身体健康。
2. 求主赐我们智慧，保守我们，让我们能支援军区的信息科技系统，实践本军使命。

31/05 湾仔队
部队军官 : 余基甸上尉
副部队军官 : 余李彩玲上尉
代祷
1. 为着2025年湾仔队重建，求主引领前路。
2. 虽然部队未来有不确定，求主继续使弟兄姊妹专心仰赖主，深信上帝有更好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