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09 全球祈禱日
利比里亞及塞拉利昂軍區
軍區總指揮:卡森姆上校
軍區秘書長:洛杜當少校
軍官 99(在職94/退休5) 部隊 45 學員 10 
軍兵 7,176 青年兵 866
代禱:
1. 為軍區部最高領導層順利過渡禱告。
2. 為軍官訓練學院和學員祈禱，他們現正為 2022 年 11 月的部隊實習作準備工作。
3. 為利比里亞兩國和塞拉利昂不同地區的所有軍官祈禱，願神繼續激勵他們毫不猶豫地傳講福音。
4. 祈求夫妻婚姻關係穩固。

02/09 德田長者之家
院長：陳天愛女士
代禱 :
1. 為曾染疫的院友及職員代禱，求神醫治及保守他們的康復過程能順利，回復健康的體魄。
2. 祈求疫情盡快穩定，讓院友及家人能回復往日的交往，減少院友的孤獨感及家人的牽掛。
3. 為同事能繼續在疫情中持守「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5/09 區總部
區長：陳國威少校
代禱 :
1. 為區長陳國威少校能有屬天的智慧和愛心，牧養部隊軍官並帶領區總部和部隊發展。求主同時帶領各部隊軍官，

在經濟不景及疫情仍然不穩定下，帶領部隊同人，一同服侍見証主！
2. 為各樣神的事工禱告，求興起更多工人，領人歸主。榮耀主的名！

06/09 英語隊
部隊軍官: 高善麗上尉
代禱 :
1. 透過線上輔導、查經、每日（黎明）靈修反思、友誼佈道，繼續為線上牧養事工禱告。願這些事工可繼續滿足

和鼓勵英語隊會眾的需要。
2. 在尋找新的禮拜場所的同時，繼續為英語隊的慷慨生命事工和工作禱告。願神所賜的新地方成為一個機會，讓

更多的人被帶到耶穌的腳前。
3. 為部隊同仁得到復興，在不確定的時刻保持堅定。因為他們當中有些人仍然不獲僱主允許去教堂。

07/09 南昌家品店
高級店鋪經理：陳遠芬女士
代禱 :
1. 親愛的主，謝謝你將疫情有所減退，引導我們走回正常的生活，更感謝您賜與我們走出陰暗低谷的力量
2. 願主憐憫世人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8/09 全球祈禱日
南美東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戴菲力准將
地域秘書長: 狄毅達上校
軍官152(在職109/退休43) 部隊 45 學員 6 
軍兵 1,462  青年兵 283
代禱:
1. 為軍官和他們的家人，使他們從神得力，事工穩固，以愛心、熱心繼續堅守使命。
2. 在成人（婦女事工和男士團契）、青年和兒童中傳福音，使每個群體都能被聽聞福音並認識神的愛。
3. 喚醒地域年輕人的全時間事奉神的感動，讓他們接受神的呼召成為軍官。

09/09 華富長者中心
中心主任：黃河南先生
代禱 :
1. 華富重建日子越來越近，求神保守整個屋邨搬遷及拆卸的過程，讓長者能在更佳的環境下安享晚年。
2. 求神保守華富中心會員及同事們的健康，在疫情下身心皆安好。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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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興旺部隊仝仁愛主愛人的心禱告。
2. 為牧區單位能同心事主禱告。

14/08 觀塘家品店
高級店鋪經理：陳遠芬女士
代禱 :
1. 祈求主繼續看顧我們每一位，祈求祢繼續讓我們入眠；繼續在每一個清晨，喚我們甦醒。在疫情中令我們生活

得到安寧。
2. 祈求主賜世人身體健康，世界和平。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5/09 全球祈禱日
意大利及希臘軍區
軍區總指揮:莫安祖上校
軍區秘書長:韋倩怡少校
軍官 98(在職93/退休5) 部隊 32 學員 6 
軍兵 1,306 青年兵 194
代禱:
1. 為領導層順利過渡禱告（9 月履新任的總指揮和秘書長）。
2. 為沒有軍官的部隊禱告，為軍兵有全時間事奉心志禱告。
3. 祈求聖靈在部隊和軍兵個人生命有更新。

16/09 油尖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助理高級主任：朱佩珊女士
代禱 :
1. 為服務使用者送上禱告，令他們在身心社靈得到關顧，主內平安。
2. 為各同工禱告，讓他們在疫情下仍能發揮所長，照顧好社區上有需要的長者及家庭；並祈求同工及家人有健康

的身體。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9/09 教育服務部
總監: 何世孝博士
代禱:
1. 學期伊始，求天父保守本軍師生在新學年身心靈的健康，促進他們知識上和靈命上的成長。
2. 部份學校因著適齡學生人數下跌和區域發展而遇到瓶頸，求主指引、帶領。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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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隊現有在學的青少年不多，在新學年，求主開啟校牧和社區中校園事工，帶領青少年認識福音！
2. 感恩疫情相對穩定下，部隊重啟康年團，和樂隊練習，求主賜恩給各團契和組別，珍惜相聚的時機，亦同心準備

今年聖誕事工。
21/09 灣仔家品店

高級店鋪經理：盧婉玲女士
代禱 :
1. 在疫情嚴峻時刻，我們亦有些肢體染病，但很感恩看到大家互相幫助、守望禱告，一起共渡難關
2. 祈求各同事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2/09 全球祈禱日
印度西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祁家寶准將
地域秘書長:黎志逸上校
軍官 632(在職283/退休349) 部隊 307 學員 18  
軍兵 27,921 青年兵 5,505
代禱:
1. 年青人失業問題
2. 地域的靈命發展
3. 候選員成為軍官
4. 宗教界和諧關係

23/09 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高級主任：邱文俊先生
代禱:
1. 經歷兩年多的疫情，加上極端氣候的影響，不少獨居長者及護老者的心靈都變得孤單及疲乏。求主保守他們的

心，叫他們有著從上而來的智慧及力量，在患難中學會感恩。同時，也求主安排天使去幫助他們，使他們在生
活感到被關懷。

2. 為單位同工的健康及平安禱告，求主保護每位同工在社區工作的過程中順利，也祝福我們的服務能為服務使用
者帶來盼望及喜樂，使上帝的愛及大能得以彰顯。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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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軍區總指揮李光秋上校及婦女事工會長李張錦玲上校應救世軍大將之邀請，將於本軍區延長兩個月服務

至2022年底。願天父記念兩位領袖在本軍區延長服務的辛勞，並保守及加力予他們。
2. 感謝神，疫情隔離措施逐漸放緩，軍區領袖、軍官及同事開始恢復到香港以外地方探訪、參與訓練及會議。願神

裝備每一位，使我們更緊密連繫，並將祂的愛與關懷帶給在香港以外地方服事的同事。
27/09 九龍中央堂

部隊軍官: 林李內欣上尉
代禱：
1. 現正開展第二期的青少年音樂班，及暑期剛完成的青年營，求主的福音透過事工及同工彼此的愛，叫人認識主，

以基督的生命影響生命。
2. 為更多軍兵願意以信心回應呼召，興起青年人的生命，緊隨基督。

28/09 中原慈善基金幼稚園
校長：梁潔卿女士
代禱 :
1. 新學年開始，求主保守學生、家長、教職員工身體健康，在學習和教育孩子時，滿有從神而來的聰明和智慧。
2. 面對社會變遷禱告守望，願主的靈進入人心，除去人們心中的不潔及貪婪，真正能夠做到「心向神、手助人」。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9/09 全球祈禱日
新西蘭、斐濟、湯加及薩摩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甘馬可中將
地域秘書長:衛頌和准將
軍官 538(在職261/退休277) 部隊 90 學員 5  
軍兵 4,898 青年兵 886
代禱: 
1. 我們感謝神，年底有15 名來自新西蘭、斐濟和湯加的學員將被任命為中尉。
2. 我們求神敞開我們的眼睛和心靈，迎接整個地域的新機會，讓神在基督裡，藉著聖靈的力量去 “關愛人、改變生

命和改革社會”。
3. 為薩摩亞在酒精和毒品方面的事工擴展，並為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的關懷事工祈禱。

30/09 白普理營
助理營主任：盧榮昌先生
代禱
1. 因應新冠疫情，我們需要不斷更改服務以遵循政府的放疫指引。
2. 暑假後，我們營地同事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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