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3/10 澳門地區
地區軍官：林賢明少校
代禱:
1. 為教育中心新主任於10月份上任禱告，求神賜她智慧，使教育中心有更好的發展。
2. 現時部隊已接觸一些青少年人，他們穩定參與活動。求神預備合適的時間和聚會，讓他們能有接受福音的機會。

05/10 富強幼稚園
校長：林英群女士
代禱 :
1. 本校有兩名教師及一名幼兒確診Covid-19，現正隔離中，請代禱早日康復。
2. 請為剛入學及剛入職的幼兒及教師禱告，讓他們早日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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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6/10 全球祈禱日
馬拉維地域
地域總指揮: 巴森姆准將
地域秘書長: 謝安內上校
軍官 142(在職 130/退休 12) 部隊 100 分隊 88 學員 14 
軍兵 11,306 青年兵 6,774  救世軍之友 29
代禱:
1. 祈求神大大保護和保守在今年 8 月才就職的地域總指揮和地域婦女事工會長。
2. 祈求上帝的干預，因為我們的國家正經歷經濟危機，導致燃料短缺和高昂的生活成本。
3. 為今年 11 月參加領袖訓練學院/任命後考試的軍官禱告。祈求他們能有效地運用他們的知識來提高他們在各自

任命中的事奉技巧。

07/10 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家舍主任：麥詠儀女士
代禱：
1. 八月時在漁灣宿舍發生了小規模的 Covid-19 爆發。我們祈禱疫症能夠止住，人們能吸取教訓，更多懂得愛護這

個地球和身邊的人。
2. 在這些日子裡，院舍的同事面臨著許多挑戰，祈求上帝保佑他們和家人有平安，平靜的心面對挑戰。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0/10 人力資源部
財務及人力資源總監: 伍慧燕女士
代禱：
1. 各同工有健康的身, 心, 靈去處理工作及作出卓越的服侍。
2. 有洞察力及智慧去應對社會多變的情況而引申的人力資源的需要。

11/10 九龍城隊
部隊軍官: 何振義學員中尉
代禱:
1. 感謝神!過去的中秋和社區家庭節，共超過300人參加，求神繼續透過不同的服務帶福音走進土瓜灣。
2. 十月將會立兩位正兵，願神帶領他們更一步成長。
3. 感謝神帶領了社區三個初中學生參加主日聚會，願神保守他們融入教會，在愛中成長。
4. 為來年的策略計劃調整祈禱，求神賜智慧在隊長和幹事團隊緊密合作下共同為所立的目標努力。

12/10 陳昆棟幼稚園
校長：麥妙玲女士
代禱:
1. 因著出生率下降與移民影響，本年度收生未如理想。在未來的日子，學校收生定必是一大挑戰。期望陳昆棟幼

稚園全體教職員，有足夠智慧與勇氣面對未來的挑戰。
2. 在開學之初，又遇上全港疫情升溫的情況。期望陳昆棟幼稚園所有教職員、學生及其家長的身心靈健康得到保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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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3/10 全球祈禱日
美國東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彭偉廉中將
地域秘書長:麥腓力准將
軍官 1,645(在職961/退休 684) 部隊 345 分隊 3 學員 49
軍兵 24,787 青年兵 9,550  救世軍之 9,888
代禱:
1. 策略計劃—祈禱美國東部地域出現“大覺醒”。
2. 候補員- 為 2022 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的候補員周末營能有很多人參加和回應祈禱。
3. 成人復康中心—我們繼續評估和考量中心的計劃，讓我們能提供最有效的活動，並可應對財務需關注情況。

14/10 竹園長者中心
中心主任: 劉禎祺女士
代禱 :
1. 全體員工及服務用戶身體健康。
2. 應對疫情環境變化的良好智慧。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7/10 資訊科技部

資訊科技總監: 植國權先生
代禱:
1. 祈求主保佑我們的同事和他們的家人身心靈都健康。
2. 祈求神給與同事恩典和智慧，讓資訊科技部的系統得以支持本軍的使命。

18/10 東九龍隊
部隊軍官: 林業鏗上尉
代禱 :
1. 為部隊三十週年感恩，求主興起我們軍兵仝人，繼續為主爭戰。
2. 祈求主讓我們可以成立中學生的團契去牧養本隊及兒童之家的中學生。
3. 為兒童主日學禱告，求主賜導師們有愛心及智慧去牧養及關愛一眾小朋友。

19/10 中原慈善基金油塘幼稚園
校長：湯瑩欣女士
代禱：
1. 全體教職員，學生及家長都有健康的身體，有力量抵抗病毒。祈求神眷顧正在患病、受苦、有各種困難的家庭，

特別看顧幼兒的身心發展，苦難能得以解除。
2. 本校所有教職員都能因著神的引領，投入教學工作，並能團結一致，共同建立和諧友善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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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0/10 全球祈禱日
荷蘭、捷克共和國及斯洛弗克地域
地域總指揮: 衛杏凝中將
地域秘書長: 葉何當娜准將
軍官 297(在職105/退休192) 部隊 64 分隊 18  學員Cadets 5
軍兵 3,427 青年兵 365  救世軍之 1,223
代禱:
1. 為荷蘭教會祈禱 - 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到 50% 的荷蘭人認為自己有宗教信仰。祈求智慧和創造力能將福音廣傳

到社會。
2. 為捷克教會祈禱 - 祈求神的智慧和順從祂的引導，帶領人歸向基督，得著救恩。
3. 為斯洛伐克教會祈禱 - 祈求神我們增添新的僕人（肯按祂心意事奉的僕人）在斯洛伐克的事工（需要軍官員和

教師，社會服務事工......)
21/10 竹園青少年中心

高級主任：梁寶琼女士
代禱:
1. 感謝上帝保佑我們的暑期項目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成為可能，今年夏天我們聯繫了更多的兒童和青少年，希

望我們能與他們保持聯繫，為青少年提供足夠的支持和及時的干預，特別是支持兒童適應，以良好的學習和情
緒健康迎接新的學校生活。

2. 祈求前線工作同事有愛心和熱心為我們的社區服務。給他們力量並保護他們有安全。
3. 由於病毒會對人們構成風險，而且在秋季和冬季可能會再次惡化。希望我們能夠與社區中的人們保持聯繫，我

們可以繼續與部隊合作，促進靈性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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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4/10 內部審計部
內部審計經理：鄺曉桓先生
代禱:
1. 願上帝賜給我們智慧和力量，讓我們知道如何平衡我們的角色和責任
2. 我們將始終牢記上帝，因為我們始終致力於成為謙卑的僕人。

25/10 西九龍分隊
部隊軍官: 馬健東少校
助理部隊軍官: 馮素玲上尉
代禱:
1. 感恩基督小精兵兒童事工在過去三個月完滿完成,當中有6位家長及11位小朋友決志信主。
2. 為正在上副兵班的姊妹,共有5位代禱,求主堅固她們的信心。
3. 感恩已開始詩班及手鼓事工,求主祝福帶領者及參加者能用更多的方式事奉主。

26/10 慶恩幼稚園
校長：羅秀芬女士
代禱：
1. 本校所有的學生、教職員及其家人都能身心健康，每一天都能帶著平安喜樂的心回校
2. 本校所有教職員都能因著神的引領，投入教學工作，並能團結一致，共同建立和諧友善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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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0 全球祈禱日
印度西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范相立准將
地域秘書長: 卜約翰上校
軍官 648(在職399/退休249) 部隊 276分隊 275學員 23  
軍兵 50,763 青年兵 9,760 救世軍之友 2,923

28/10 竹園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中心主任：潘麗斯女士
代禱:
1. 長者方面：中心長者自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身體及心靈均受到影響，亦有長者及其家人在第五波疫情下相繼

染疫，以致整體情況轉弱轉差，祈望透過曹少校禱告，保守他/她們身體健康，免受疫情及疾病困擾，亦保守
他/她們的家人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家庭美滿。

2. 職員方面：中心職員亦自新冠肺炎疫情下，轉變照顧長者模式，在维持防疫措施及照顧長者兩方面，作出極大
努力及調節，而中心人手亦有不足的情況下，中心長者亦得到最適切的照顧。

3. 另外中心多位職員亦在第五波疫情下相繼染疫，感恩現在各人已經康復，期望能透過禱告，保守中心所有職員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免受疫情影響，每天均有最大的力量照顧長者，照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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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31/10 財務部
財務及人力資源總監: 伍慧燕女士
代禱:
1. 部門重組進程順利
2. 員工身體健康，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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