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3/10 澳门地区
地区军官：林贤明少校
代祷:
1. 为教育中心新主任于10月份上任祷告，求神赐她智慧，使教育中心有更好的发展。
2. 现时部队已接触一些青少年人，他们稳定参与活动。求神预备合适的时间和聚会，让他们能有接受福音的机会。

05/10 富强幼儿园
校长：林英群女士
代祷 :
1. 本校有两名教师及一名幼儿确诊Covid-19，现正隔离中，请代祷早日康复。
2. 请为刚入学及刚入职的幼儿及教师祷告，让他们早日适应。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6/10 全球祈祷日
马拉维地域
地域总指挥: 巴森姆准将
地域秘书长: 谢安内上校
军官 142(在职 130/退休 12) 部队 100 分队 88 学员 14 
军兵 11,306 青年兵 6,774  救世军之友 29
代祷
1. 祈求神大大保护和保守在今年 8 月才就职的地域总指挥和地域妇女事工会长。
2. 祈求上帝的干预，因为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经济危机，导致燃料短缺和高昂的生活成本。
3. 为今年 11 月参加领袖训练学院/任命后考试的军官祷告。祈求他们能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来提高他们在各自

任命中的事奉技巧。

07/10 柴湾青少年综合服务
家舍主任：麦咏仪女士
代祷：
1. 八月时在渔湾宿舍发生了小规模的 Covid-19 爆发。我们祈祷疫症能够止住，人们能吸取教训，更多懂得爱护这

个地球和身边的人。
2. 在这些日子里，院舍的同事面临着许多挑战，祈求上帝保佑他们和家人有平安，平静的心面对挑战。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0/10 人力资源部
财务及人力资源总监: 伍慧燕女士
代祷：
1. 各同工有健康的身, 心, 灵去处理工作及作出卓越的服侍。
2. 有洞察力及智慧去应对社会多变的情况而引申的人力资源的需要。

11/10 九龙城队
部队军官: 何振义学员中尉
代祷:
1. 感谢神!过去的中秋和社区家庭节，共超过300人参加，求神继续透过不同的服务带福音走进土瓜湾。
2. 十月将会立两位正兵，愿神带领他们更一步成长。
3. 感谢神带领了社区三个初中学生参加主日聚会，愿神保守他们融入教会，在爱中成长。
4. 为来年的策略计划调整祈祷，求神赐智慧在队长和干事团队紧密合作下共同为所立的目标努力。

12/10 陈昆栋幼儿园
校长：麦妙玲女士
代祷:
1. 因着出生率下降与移民影响，本年度收生未如理想。在未来的日子，学校收生定必是一大挑战。期望陈昆栋幼

儿园全体教职员，有足够智慧与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
2. 在开学之初，又遇上全港疫情升温的情况。期望陈昆栋幼儿园所有教职员、学生及其家长的身心灵健康得到保

守。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3/10 全球祈祷日
美国东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彭伟廉中将
地域秘书长:麦腓力准将
军官 1,645(在职961/退休 684) 部队 345 分队 3 学员 49
军兵 24,787 青年兵 9,550  救世军之 9,888
代祷:
1. 策略计划—祈祷美国东部地域出现“大觉醒”。
2. 候补员- 为 2022 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的候补员周末营能有很多人参加和响应祈祷。
3. 成人复康中心—我们继续评估和考虑中心的计划，让我们能提供最有效的活动，并可应对财务需关注情况。

14/10 竹园长者中心
中心主任: 刘祯祺女士
代祷 :
1. 全体员工及服务用户身体健康。
2. 应对疫情环境变化的良好智慧。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7/10 资讯科技部

资讯科技总监: 植国权先生
代祷:
1. 祈求主保佑我们的同事和他们的家人身心灵都健康。
2. 祈求神给予同事恩典和智能，让资讯科技部的系统得以支持本军的使命。

18/10 东九龙队
部队军官: 林业铿上尉
代祷 :
1. 为部队三十周年感恩，求主兴起我们军兵仝人，继续为主争战。
2. 祈求主让我们可以成立中学生的团契去牧养本队及儿童之家的中学生。
3. 为儿童主日学祷告，求主赐导师们有爱心及智慧去牧养及关爱一众小朋友。

19/10 中原慈善基金油塘幼儿园
校长：汤莹欣女士
代祷：
1. 全体教职员，学生及家长都有健康的身体，有力量抵抗病毒。祈求神眷顾正在患病、受苦、有各种困难的家庭，

特别看顾幼儿的身心发展，苦难能得以解除。
2. 本校所有教职员都能因着神的引领，投入教学工作，并能团结一致，共同建立和谐友善的工作环境。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0/10 全球祈祷日
荷兰、捷克共和国及斯洛弗克地域
地域总指挥: 卫杏凝中将
地域秘书长: 叶何当娜准将
军官 297(在职105/退休192) 部队 64 分队 18  学员Cadets 5
军兵 3,427 青年兵 365  救世军之 1,223
代祷:
1. 为荷兰教会祈祷 - 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到 50% 的荷兰人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祈求智慧和创造力能将福音广传

到社会。
2. 为捷克教会祈祷 - 祈求神的智慧和顺从祂的引导，带领人归向基督，得着救恩。
3. 为斯洛伐克教会祈祷 - 祈求神我们增添新的仆人（肯按祂心意事奉的仆人）在斯洛伐克的事工（需要军官员和

教师，社会服务事工......)
21/10 竹园青少年中心

高级主任：梁宝琼女士
代祷:
1. 感谢上帝保佑我们的暑期项目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成为可能，今年夏天我们联系了更多的儿童和青少年，希

望我们能与他们保持联系，为青少年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及时的干预，特别是支持儿童适应，以良好的学习和情
绪健康迎接新的学校生活。

2. 祈求前线工作同事有爱心和热心为我们的小区服务。给他们力量并保护他们有安全。
3. 由于病毒会对人们构成风险，而且在秋季和冬季可能会再次恶化。希望我们能够与小区中的人们保持联系，我

们可以继续与部队合作，促进灵性关顾。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4/10 内部审计部
内部审计经理：邝晓桓先生
代祷:
1. 愿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让我们知道如何平衡我们的角色和责任
2. 我们将始终牢记上帝，因为我们始终致力于成为谦卑的仆人。

25/10 西九龙分队
部队军官: 马健东少校
助理部队军官: 冯素玲上尉
代祷:
1. 感恩基督小精兵儿童事工在过去三个月完满完成,当中有6位家长及11位小朋友决志信主。
2. 为正在上副兵班的姊妹,共有5位代祷,求主坚固她们的信心。
3. 感恩已开始诗班及手鼓事工,求主祝福带领者及参加者能用更多的方式事奉主。

26/10 庆恩幼儿园
校长：罗秀芬女士
代祷：
1. 本校所有的学生、教职员及其家人都能身心健康，每一天都能带着平安喜乐的心回校
2. 本校所有教职员都能因着神的引领，投入教学工作，并能团结一致，共同建立和谐友善的工作环境。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7/10 全球祈祷日
印度西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范相立准将
地域秘书长: 卜约翰上校
军官 648(在职399/退休249) 部队 276分队 275学员 23  
军兵 50,763 青年兵 9,760 救世军之友 2,923

28/10 竹园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中心主任：潘丽斯女士
代祷:
1. 长者方面：中心长者自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身体及心灵均受到影响，亦有长者及其家人在第五波疫情下相继

染疫，以致整体情况转弱转差，祈望透过曹少校祷告，保守他/她们身体健康，免受疫情及疾病困扰，亦保守
他/她们的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美满。

2. 职员方面：中心职员亦自新冠肺炎疫情下，转变照顾长者模式，在维持防疫措施及照顾长者两方面，作出极大
努力及调节，而中心人手亦有不足的情况下，中心长者亦得到最适切的照顾。

3. 另外中心多位职员亦在第五波疫情下相继染疫，感恩现在各人已经康复，期望能透过祷告，保守中心所有职员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免受疫情影响，每天均有最大的力量照顾长者，照顾家庭。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31/10 财务部
财务及人力资源总监: 伍慧燕女士
代祷:
1. 部门重组进程顺利
2. 员工身体健康，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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