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11 美乐队
部队军官: 张冠荣少校
代祷:
1. 为队长张少校在美乐队的服侍和三圣齐家的福音工作代祷。
2. 为美乐队长者共享空间的服侍代祷, 求主加力于同工邱姑娘和部队助理, 让更多人得着福音和救恩。

02/11 源林洁和幼儿园
校长: 吴凯恩女士
代祷:
1. 源林洁和幼儿园开放日（22/10）和面试日（5/11）。
2. 我们员工的健康。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3/11 全球祈祷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地域
地域总指挥 : 尼格斯准将
地域秘书长 : 高理达上校
军官 395(在职331/退休64) 部队 65 分队110 学员 32 
军兵 6,202 青年兵 1,194 救世军人 6,162
代祷:
1. 感谢主，尽管面临许多挑战，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地域仍继续有新的会众，募立新的军兵，和年复一年

的增加军官人数。
2. 为我们军官的孩子们祈祷，因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许多地区都缺乏足够学校而要与父母分离。但感谢神，有国

际总部支持，使地域能够支付军官子女的学费。
3. 祈求军兵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越趋成熟，使他们更有果效的接触到那些尚未得救的人。

04/11 教育及发展中心
高级主任：罗伟业先生
代祷:
1. 社会的现况下，低收入家庭及待业青年面对很多的转变及挑战，愿上帝加力予低收入家庭及待业青年，愿大家有

从上而来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不同的转变及挑战，心里有着平安喜乐的福气。
2. 愿上帝保守教育及发展中心职员，有健康强健的身体，让职员充满活力、彼此互相效力，事奉不同需要的低收入

家庭及待业青年。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7/11 人事部
人事部长: 叶简明真少校
代祷:
1. 为军兵能以信心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军官祷告。
2. 为军官的灵命健康和身体健康祷告。

08/11 沙田队
部队军官: 曹谭玉珍少校
代祷:
1. 感谢神，让救世军在沙田区设有不同的服务单位，以神的爱为本服侍不同群体。祈求天父藉沙田队的小区服侍，

能使单位同工及服务用户，同得救恩之乐；
2. 感谢神，在神恩眷下渡过了三十九年的恩典岁月。请为部队策划明年四十周年的发展、异象和使命代祷。求神

赐干事们智慧、悟性和所需的才能，按神的心意建立弟兄姊妹的灵命，并且积极传扬福音。
09/11 平田幼儿园

校长：黎安儿女士
代祷:
1. 本年度有新的教职员加入，希望能凝聚力量，同心尽力为幼儿作工。
2. 愿主能赐平安、健康、喜乐予幼儿、家长及教职员团队。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0/11 全球祈祷日
马里军区
军区区长: 麦埃维少校
军区秘书长: 唐安迪上尉
军官 10  部队 8 分队 17
军兵 784  青年兵 405  救世军人 191
代祷:
1. 为马里地区更改名号为马里及布基纳法索地区祈祷。
2. 祈求军官和军兵有足够的勇气在穆斯林环境中传福音。
3. 为24 名马里和布基纳已被接纳并等待培训的候补员祷告，加添他们的耐心。
4. 为救世军能在马里得到永久注册祷告。

11/11 就业支持服务
队长：黎施懿女士
代祷:
1. 请为失业的综援受助人尽快找到工作祷告。
2. 请为我们员工的健康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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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4/11 物业部

高级项目经理: 吴柏坚先生
代祷:
1. 过渡性安居工程顺利进行及完成，并为搬入各家庭送上祝福。
2. 为部门重组后可以招聘到合适、稳定的同事。
3. 规划军区物业的维修和保养工程，为所有人维护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

15/11 大坑东队
部队军官: 曹锦华少校
副部队军官: 曹莫丽清少校
代祷:
1. 世界变、时代变、社会变，在这个万变的世代，求主让弟兄姊妹爱主、爱教会、爱人的心不变，怀着盼望坚心

倚靠主。
2. 本队在少年至青年牧养事工上，极缺乏导师，求主兴起更多年青人起来，成为他们的生命导师来牧养他们。
3. 面对牧区广大禾场，求主让教会有更多的智慧，并同心合意传扬福音，也透过亲子事工，带领更多小区的家庭

认识福音。
16/11 吴国伟纪念幼儿园

校长：陈笑丽女士
代祷:
1. 为学校收生代祷，求主恩手拖带，有更多家庭认识主爱。
2. 为每个家庭有患病的孩子或家人代祷，求主亲自医治，祝愿每个患病的孩子或家人得主医治。
3. 为每个缺乏爱的人祷告，求主怜悯施恩，让每个人能经历爱、实践爱，使家庭和谐，孩子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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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7/11 美国南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贺伟利中将
地域秘书长: 布礼夫准将
军官 1,483(在职828/退休655) 部队 317 分队 1 学员33
军兵 27,473 青年兵 5,962 救世军人 1,541
代祷:
1. 为所有参与圣诞事工和募捐活动的军官、军兵、雇员和义工祈祷，可以大大得着力量和智慧，让所有看见他们

的人都能看见基督的。
2. 候补员—祈求神的子民响应神在他们人生的呼召，成为救世军军官全职传扬福音。
3. 2023 军官任命礼—为圣洁光照者班祈祷，为他们即将接受任命做好准备，和当中举行的传福音和门徒大会代祷。

为本军军旗飘扬和福音被分享的每个小区，能赢得灵魂和慕道者祈祷。
18/11 潜危青年支持服务

主任：田家溥先生
代祷:
1. 单位服务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然而亦伴随新机会与可能性。祈求神赐予我们团队智慧、信心与决心，

创造服务新里程碑。
2. 全球政经局势急遽变化，众多不确定性令人们终日活在焦虑不安之中。祈求神赐予各国领袖智慧与力量，让世

界得以避免战祸。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1/11 循环再用计划
循环再用计划总监:何慧贤女士
代祷:
1. 新铺：祈求新铺可顺利落实。（未来有苏屋及红磡铺在磋商中。）
2. 活动：祈求物资募集活动顺利进行。

22/11 大埔队
部队军官: 姜美义上尉
代祷:
1. 为着弟兄姊妹的身心灵健康祷告。
2. 为着大埔队弟兄姊妹参与皇后山的福音工作服侍祷告。

23/11 水泉澳幼儿园
校长: 高可琪女士
代祷:
1. 为学生、家长及教职员祈祷，求神保守各人在疫情下有强健的体魄及心灵，并特别为到家长及教职员有从神而来

的智慧，合一地教养孩子及支持家庭。
2. 校方于10至11月期间进行招生宣传，求神赐教学团队有智慧，展现学校及机构特性，并保守活动在疫情下可以顺

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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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4/11 全球祈祷日
挪威、冰岛及法罗群岛地域
地域总指挥: 韦诺德中将
地域秘书长: 靳布迪准将
军官334(在职142/退休192) 部队 102 分队 294 学员 8  
军兵 4,099  青年兵 3  救世军人1,766
代祷:
挪威
祈求更多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来到救世军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使他们能在基督信仰中茁壮成长。
法罗群岛
祈求神向我们展示祂对我们的计划，我们渴想聆听祂的声音，使我们可以成为一支令法罗群岛充满未来的救世军。
冰岛
在我们的部队和我们工作的其他地方，祈求神帮助我们关心祂派给我们的人，给我们勇气和力量，继续令每个来
参加我们活动的人都有可融入的团契生活。

25/11 露宿者综合服务
高级主任：陈美霞女士
代祷:
1. 疫情持续，求神保守同工们和无家者的健康，也祈求神赐我们信心、力量、爱心和健康的身体继续服事小区，

照顾无家者不同的需要。因着服务扩展，祈求神安排合适的人选加入我们的团队，携手以荣神益人的原则同
心合力就个人的恩赐服事。

2. 求神帮助无家者应对疫情下所带来各方面的影响，求神为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机会和寻找到安稳的居所。求天
父减轻同工的工作压力，大家能实践彼此相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8/11 贸易部
行政主任: 赖嘉祺先生
代祷:
祈求全球供应链稳定恢复，以维持我们的库存水平及成本可控。

29/11 将军澳队
部队军官: 张婉薇少校
代祷:
1. 请为部队在疫情影响下的事工发展祈祷，求神帮助我们能突破困难，广传福音。
2. 请为教友的相交生活祈祷，求神帮助我们维持彼此关顾，同心建立属灵的家。

30/11 苏屋幼儿园
校长:黎嘉敏女士
代祷:
1. 在疫情持续，求主保守教职员，家长及学生的身心灵健康，免受疫情影响。
2. 由于疫情的影响，适龄入学的幼儿减少，求主保守十一月份收生的程序，让区内家长能认识苏屋幼儿园。
3. 感恩苏屋幼儿园与部队合作，推动福音工作，已有家长成为副兵，求主继续带领学校作一个福音的平台，让更

多家长及学生认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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