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9 全球祈祷日
利比里亚及塞拉利昂军区
军区总指挥:卡森姆上校
军区秘书长:洛杜当少校
军官 99(在职94/退休5) 部队 45 学员 10 
军兵 7,176 青年兵 866
代祷:
1. 为军区部最高领导层顺利过渡祷告。
2. 为军官训练学院和学员祈祷，他们现正为 2022 年 11 月的部队实习作准备工作。
3. 为利比里亚两国和塞拉利昂不同地区的所有军官祈祷，愿神继续激励他们毫不犹豫地传讲福音。
4. 祈求夫妻婚姻关系稳固。

02/09 德田长者之家
院长：陈天爱女士
代祷 :
1. 为曾染疫的院友及职员代祷，求神医治及保守他们的康复过程能顺利，回复健康的体魄。
2. 祈求疫情尽快稳定，让院友及家人能回复往日的交往，减少院友的孤独感及家人的牵挂。
3. 为同事能继续在疫情中持守「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5/09 区总部
区长：陈国威少校
代祷 :
1. 为区长陈国威少校能有属天的智慧和爱心，牧养部队军官并带领区总部和部队发展。求主同时带领各部队军官，

在经济不景及疫情仍然不稳定下，带领部队同人，一同服侍见证主！
2. 为各样神的事工祷告，求兴起更多任务人，领人归主。荣耀主的名！

06/09 英语队
部队军官: 高善丽上尉
代祷 :
1. 透过在线辅导、查经、每日（黎明）灵修反思、友谊布道，继续为在线牧养事工祷告。愿这些事工可继续满足

和鼓励英语队会众的需要。
2. 在寻找新的礼拜场所的同时，继续为英语队的慷慨生命事工和工作祷告。愿神所赐的新地方成为一个机会，让

更多的人被带到耶稣的脚前。
3. 为部队同仁得到复兴，在不确定的时刻保持坚定。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仍然不获雇主允许去教堂。

07/09 南昌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陈远芬女士
代祷 :
1. 亲爱的主，谢谢你将疫情有所减退，引导我们走回正常的生活，更感谢您赐与我们走出阴暗低谷的力量
2. 愿主怜悯世人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8/09 全球祈祷日
南美东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戴菲力准将
地域秘书长: 狄毅达上校
军官152(在职109/退休43) 部队 45 学员 6 
军兵 1,462  青年兵 283
代祷:
1. 为军官和他们的家人，使他们从神得力，事工稳固，以爱心、热心继续坚守使命。
2. 在成人（妇女事工和男士团契）、青年和儿童中传福音，使每个群体都能被听闻福音并认识神的爱。
3. 唤醒地域年轻人的全时间事奉神的感动，让他们接受神的呼召成为军官。

09/09 华富长者中心
中心主任：黄河南先生
代祷 :
1. 华富重建日子越来越近，求神保守整个屋邨搬迁及拆卸的过程，让长者能在更佳的环境下安享晚年。
2. 求神保守华富中心会员及同事们的健康，在疫情下身心皆安好。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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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兴旺部队仝仁爱主爱人的心祷告。
2. 为牧区单位能同心事主祷告。

14/08 观塘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陈远芬女士
代祷 :
1. 祈求主继续看顾我们每一位，祈求祢继续让我们入眠；继续在每一个清晨，唤我们苏醒。在疫情中令我们生活

得到安宁。
2. 祈求主赐世人身体健康，世界和平。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5/09 全球祈祷日
意大利及希腊军区
军区总指挥:莫安祖上校
军区秘书长:韦倩怡少校
军官 98(在职93/退休5) 部队 32 学员 6 
军兵 1,306 青年兵 194
代祷:
1. 为领导层顺利过渡祷告（9 月履新任的总指挥和秘书长）。
2. 为没有军官的部队祷告，为军兵有全时间事奉心志祷告。
3. 祈求圣灵在部队和军兵个人生命有更新。

16/09 油尖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
助理高级主任：朱佩珊女士
代祷 :
1. 为服务使用者送上祷告，令他们在身心社灵得到关顾，主内平安。
2. 为各同工祷告，让他们在疫情下仍能发挥所长，照顾好小区上有需要的长者及家庭；并祈求同工及家人有健康

的身体。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9/09 教育服务部
总监: 何世孝博士
代祷:
1. 学期伊始，求天父保守本军师生在新学年身心灵的健康，促进他们知识上和灵命上的成长。
2. 部份学校因着适龄学生人数下跌和区域发展而遇到瓶颈，求主指引、带领。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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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现有在学的青少年不多，在新学年，求主开启校牧和小区中校园事工，带领青少年认识福音！
2. 感恩疫情相对稳定下，部队重启康年团，和乐队练习，求主赐恩给各团契和组别，珍惜相聚的时机，亦同心准备

今年圣诞事工。
21/09 湾仔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卢婉玲女士
代祷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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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祈求各同事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2/09 全球祈祷日
印度西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祁家宝准将
地域秘书长:黎志逸上校
军官 632(在职283/退休349) 部队 307 学员 18  
军兵 27,921 青年兵 5,505
代祷:
1. 年青人失业问题
2. 地域的灵命发展
3. 候选员成为军官
4. 宗教界和谐关系

23/09 油麻地长者小区服务中心
高级主任：邱文俊先生
代祷:
1. 经历两年多的疫情，加上极端气候的影响，不少独居长者及护老者的心灵都变得孤单及疲乏。求主保守他们的

心，叫他们有着从上而来的智慧及力量，在患难中学会感恩。同时，也求主安排天使去帮助他们，使他们在生
活感到被关怀。

2. 为单位同工的健康及平安祷告，求主保护每位同工在小区工作的过程中顺利，也祝福我们的服务能为服务使用
者带来盼望及喜乐，使上帝的爱及大能得以彰显。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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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军区总指挥李光秋上校及妇女事工会长李张锦玲上校应救世军大将之邀请，将于本军区延长两个月服务

至2022年底。愿天父记念两位领袖在本军区延长服务的辛劳，并保守及加力予他们。
2. 感谢神，疫情隔离措施逐渐放缓，军区领袖、军官及同事开始恢复到香港以外地方探访、参与训练及会议。愿神

装备每一位，使我们更紧密连系，并将祂的爱与关怀带给在香港以外地方服事的同事。
27/09 九龙中央堂

部队军官: 林李内欣上尉
代祷：
1. 现正开展第二期的青少年音乐班，及暑期刚完成的青年营，求主的福音透过事工及同工彼此的爱，叫人认识主，

以基督的生命影响生命。
2. 为更多军兵愿意以信心响应呼召，兴起青年人的生命，紧随基督。

28/09 中原慈善基金幼儿园
校长：梁洁卿女士
代祷 :
1. 新学年开始，求主保守学生、家长、教职员工身体健康，在学习和教育孩子时，满有从神而来的聪明和智慧。
2. 面对社会变迁祷告守望，愿主的灵进入人心，除去人们心中的不洁及贪婪，真正能够做到「心向神、手助人」。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9/09 全球祈祷日
新西兰、斐济、汤加及萨摩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甘马可中将
地域秘书长:卫颂和准将
军官 538(在职261/退休277) 部队 90 学员 5  
军兵 4,898 青年兵 886
代祷: 
1. 我们感谢神，年底有15 名来自新西兰、斐济和汤加的学员将被任命为中尉。
2. 我们求神敞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迎接整个地域的新机会，让神在基督里，借着圣灵的力量去 “关爱人、改变生

命和改革社会”。
3. 为萨摩亚在酒精和毒品方面的事工扩展，并为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关怀事工祈祷。

30/09 白普理营
助理营主任：卢荣昌先生
代祷
1. 因应新冠疫情，我们需要不断更改服务以遵循政府的放疫指引。
2. 暑假后，我们营地同事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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