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11 美樂隊
部隊軍官: 張冠榮少校
代禱:
1. 為隊長張少校在美樂隊的服侍和三聖齊家的福音工作代禱。
2. 為美樂隊長者共享空間的服侍代禱, 求主加力於同工邱姑娘和部隊助理。讓更多人得著福音和救恩。

02/11 源林潔和幼稚園
校長: 吳凱恩女士
代禱:
1. 源林潔和幼稚園開放日（22/10）和面試日（5/11）。
2. 我們員工的健康。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3/11 全球祈禱日
巴布亞新幾內亞及所羅門群島地域
地域總指揮 : 尼格斯准將
地域秘書長 : 高理達上校
軍官 395(在職331/退休64) 部隊 65 分隊110 學員 32 
軍兵 6,202 青年兵 1,194 救世軍人 6,162
代禱:
1. 感謝主，儘管面臨許多挑戰，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地域仍繼續有新的會眾，募立新的軍兵，和年復一年

的增加軍官人數。
2. 為我們軍官的孩子們祈禱，因為巴布亞新幾內亞境內許多地區都缺乏足夠學校而要與父母分離。但感謝神，有國

際總部支持，使地域能夠支付軍官子女的學費。
3. 祈求軍兵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心越趨成熟，使他們更有果效的接觸到那些尚未得救的人。

04/11 教育及發展中心
高級主任：羅偉業先生
代禱:
1. 社會的現況下，低收入家庭及待業青年面對很多的轉變及挑戰，願上帝加力予低收入家庭及待業青年，願大家有

從上而來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不同的轉變及挑戰，心裡有著平安喜樂的福氣。
2. 願上帝保守教育及發展中心職員，有健康強健的身體，讓職員充滿活力、彼此互相效力，事奉不同需要的低收入

家庭及待業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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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7/11 人事部
人事部長: 葉簡明真少校
代禱:
1. 為軍兵能以信心回應上帝的呼召成為軍官禱告。
2. 為軍官的靈命健康和身體健康禱告。

08/11 沙田隊
部隊軍官: 曹譚玉珍少校
代禱:
1. 感謝神，讓救世軍在沙田區設有不同的服務單位，以神的愛為本服侍不同群體。祈求天父藉沙田隊的社區服侍，

能使單位同工及服務使用者，同得救恩之樂；
2. 感謝神，在神恩眷下渡過了三十九年的恩典歲月。請為部隊策劃明年四十週年的發展、異象和使命代禱。求神

賜幹事們智慧、悟性和所需的才能，按神的心意建立弟兄姊妹的靈命，並且積極傳揚福音。
09/11 平田幼稚園

校長：黎安兒女士
代禱:
1. 本年度有新的教職員加入，希望能凝聚力量，同心盡力為幼兒作工。
2. 願主能賜平安、健康、喜樂予幼兒、家長及教職員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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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10/11 全球祈禱日
馬里軍區
軍區區長: 麥埃維少校
軍區秘書長: 唐安迪上尉
軍官 10  部隊 8 分隊 17
軍兵 784  青年兵 405  救世軍人 191
代禱:
1. 為馬里地區更改名號為馬里及布基納法索地區祈禱。
2. 祈求軍官和軍兵有足夠的勇氣在穆斯林環境中傳福音。
3. 為24 名馬里和布基納已被接納並等待培訓的候補員禱告，加添他們的耐心。
4. 為救世軍能在馬里得到永久註冊禱告。

11/11 就業支援服務
隊長：黎施懿女士
代禱:
1. 請為失業的綜援受助人盡快找到工作禱告。
2. 請為我們員工的健康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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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14/11 物業部

高級項目經理: 吳柏堅先生
代禱:
1. 過渡性安居工程順利進行及完成，並為搬入各家庭送上祝福。
2. 為部門重組後可以招聘到合適、穩定的同事。
3. 規劃軍區物業的維修和保養工程，為所有人維護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

15/11 大坑東隊
部隊軍官: 曹錦華少校
副部隊軍官: 曹莫麗清少校
代禱:
1. 世界變、時代變、社會變，在這個萬變的世代，求主讓弟兄姊妹愛主、愛教會、愛人的心不變，懷著盼望堅心

倚靠主。
2. 本隊在少年至青年牧養事工上，極缺乏導師，求主興起更多年青人起來，成為他們的生命導師來牧養他們。
3. 面對牧區廣大禾場，求主讓教會有更多的智慧，並同心合意傳揚福音，也透過親子事工，帶領更多社區的家庭

認識福音。
16/11 吳國偉紀念幼稚園

校長：陳笑麗女士
代禱:
1. 為學校收生代禱，求主恩手拖帶，有更多家庭認識主愛。
2. 為每個家庭有患病的孩子或家人代禱，求主親自醫治，祝願每個患病的孩子或家人得主醫治。
3. 為每個缺乏愛的人禱告，求主憐憫施恩，讓每個人能經歷愛、實踐愛，使家庭和諧，孩子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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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 美國南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賀偉利中將
地域秘書長: 布禮夫准將
軍官 1,483(在職828/退休655) 部隊 317 分隊 1 學員33
軍兵 27,473 青年兵 5,962 救世軍人 1,541
代禱:
1. 為所有參與聖誕事工和募捐活動的軍官、軍兵、僱員和義工祈禱，可以大大得着力量和智慧，讓所有看見他們

的人都能看見基督的。
2. 候補員—祈求神的子民回應神在他們人生的呼召，成為救世軍軍官全職傳揚福音。
3. 2023 軍官任命禮—為聖潔光照者班祈禱，為他們即將接受任命做好準備，和當中舉行的傳福音和門徒大會代禱。

為本軍軍旗飄揚和福音被分享的每個社區，能贏得靈魂和慕道者祈禱。
18/11 潛危青年支援服務

主任：田家溥先生
代禱:
1. 單位服務發展面對前所未有的新挑戰，然而亦伴隨新機會與可能性。祈求神賜予我們團隊智慧、信心與決心，

創造服務新里程碑。
2. 全球政經局勢急遽變化，眾多不確定性令人們終日活在焦慮不安之中。祈求神賜予各國領袖智慧與力量，讓世

界得以避免戰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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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1/11 循環再用計劃
循環再用計劃總監:何慧賢女士
代禱:
1. 新舖：祈求新舖可順利落實。（未來有蘇屋及紅磡舖在磋商中。）
2. 活動：祈求物資募集活動順利進行。

22/11 大埔隊
部隊軍官: 姜美義上尉
代禱:
1. 為著弟兄姊妹的身心靈健康禱告。
2. 為著大埔隊弟兄姊妹參與皇后山的福音工作服侍禱告。

23/11 水泉澳幼稚園
校長: 高可琪女士
代禱:
1. 為學生、家長及教職員祈禱，求神保守各人在疫情下有強健的體魄及心靈，並特別為到家長及教職員有從神而來

的智慧，合一地教養孩子及支援家庭。
2. 校方於10至11月期間進行招生宣傳，求神賜教學團隊有智慧，展現學校及機構特性，並保守活動在疫情下可以順

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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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 全球祈禱日
挪威、冰島及法羅群島地域
地域總指揮: 韋諾德中將
地域秘書長: 靳布迪准將
軍官334(在職142/退休192) 部隊 102 分隊 294 學員 8  
軍兵 4,099  青年兵 3  救世軍人1,766
代禱:
挪威
祈求更多的兒童、青少年和家庭來到救世軍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使他們能在基督信仰中茁壯成長。
法羅群島
祈求神向我們展示祂對我們的計劃，我們渴想聆聽祂的聲音，使我們可以成為一支令法羅群島充滿未來的救世軍。
冰島
在我們的部隊和我們工作的其他地方，祈求神幫助我們關心祂派給我們的人，給我們勇氣和力量，繼續令每個來
參加我們活動的人都有可融入的團契生活。

25/11 露宿者綜合服務
高級主任：陳美霞女士
代禱:
1. 疫情持續，求神保守同工們和無家者的健康，也祈求神賜我們信心、力量、愛心和健康的身體繼續服事社區，

照顧無家者不同的需要。因著服務擴展，祈求神安排合適的人選加入我們的團隊，攜手以榮神益人的原則同
心合力就個人的恩賜服事。

2. 求神幫助無家者應對疫情下所帶來各方面的影響，求神為他們安排合適的工作機會和尋找到安穩的居所。求天
父減輕同工的工作壓力，大家能實踐彼此相愛，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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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 貿易部
行政主任: 賴嘉祺先生
代禱:
祈求全球供應鏈穩定恢復，以維持我們的庫存水平及成本可控。

29/11 將軍澳隊
部隊軍官: 張婉薇少校
代禱:
1. 請為部隊在疫情影響下的事工發展祈禱，求神幫助我們能突破困難，廣傳福音。
2. 請為教友的相交生活祈禱，求神幫助我們維持彼此關顧，同心建立屬靈的家。

30/11 蘇屋幼稚園
校長:黎嘉敏女士
代禱:
1. 在疫情持續，求主保守教職員，家長及學生的身心靈健康，免受疫情影響。
2. 由於疫情的影響，適齡入學的幼兒減少，求主保守十一月份收生的程序，讓區內家長能認識蘇屋幼稚園。
3. 感恩蘇屋幼稚園與部隊合作，推動福音工作，已有家長成為副兵，求主繼續帶領學校作一個福音的平台，讓更

多家長及學生認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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