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3/01 人力资源部

署理人力资源总监: 卢佩文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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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同工有洞察力及智慧去应对因社会多变的情况而带来的人力资源需要。

04/01 卜维廉队
部队军官: 谭振辉少校
代祷
1. 为招聘㇐名「计划行政主任」，专责卜维廉中学学生和家长的事工代祷。
2. 为卜维廉队未来3至4年的「门徒训练」事工代祷。

05/01 ㇠明幼儿学校
校长：周嘉燕女士
代祷
1. 将稍后举行家教会亲子旅行的安排交上，求主保守当天的行程及天气，让家长可以在祢所创造的大自然中享受亲

子时光，及能与其他家长分享育儿心德，建立彼此守望的关系。
2. 农历新年将至，感谢主在过去㇐年的看顾，我们将幼儿的健康及成长交托在祢手上，求祢继续保守孩子健康，避

免受病毒细菌的伤害，让他们能在祢的爱中成长。同时，祈求保守全校员工的健康，让我们有能力及智慧处理日
常工作。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6/01 全球祈祷日

刚果布拉札维尔地域
地域总指挥: 巴佑真准将
地域秘书长: 施祖当上校
军官385(在职294/退休91) 部队 120 学员 35 
军兵 25,176 青年兵 13,026  救世军之友 3,812
代祷
1. 2022 年 5 月学员任命礼（新中尉）
2. 柏培恩大将伉俪于 2022 年 5 月到访。

07/01 大窝口儿童之家（喜乐、仁爱、和平）
家舍主任：陈媛女士
代祷
1. 同事能保持身心灵的健康，以照顾舍员，促进他们的成长。
2. 祈求有适合人选填补职位空缺，为团队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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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0/01 信息科技部
信息科技总监: 植国权先生
代祷
1. 为信息科技部同工和他们的家人祷告，祈求他们保持健康的身体。
2. 求主赐我们力量和智慧，让我们能竭力维护资訊科技系统，支持本军实践使命。

11/01 英语队
部队军官: 高善丽上尉
代祷
1. 为部队未来的计划和筹备工作祷告，并为部队转往另㇐地点祷告，求神预备能满足部队需要，而部队亦能负担的地

方。
2. 祈求部队继续提供创新、切合持分者需要的服务。
3. 为部队（特别在疫情期间）的宣教事工祷告。

12/01 锦田幼儿学校
校长：黎慧红女士
代祷
1. 为幼儿的身体健康祷告，求神保守幼儿及家长在天气的转变下，不会受流感影响，能有健康的身体，令大家都能以

感恩喜乐的心顺利举行圣诞庆祝会。
2. 将团队人手招聘的工作交上，求神为我们安排合适的人员，帮助学校推行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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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3/01 全球祈祷日
南美洲西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伊托彬中将
地域秘书长: 贝劳尔上校
军官 317(在职254/退休63) 部队 93 学员 20 
军兵 4,907 青年兵 1,528 救世军之友 1071
代祷
1. 秘鲁: 因疫症大流行而在秘鲁成为孤儿的儿童祷告，秘鲁是因疫症造成孤儿人数最多的国家之㇐。
2. 波利维亚: 军官及其家人的身体、精神和情绪健康。
3. 恢复实体聚会
4. 厄瓜多尔: 为厄瓜多尔的事工发展祷告。
5. 为军官及其家人的精神和身体健康祈祷。
6. 智利: 祈求更多年轻人蒙召成为军官
7. 为新军官承担任命祷告

14/01 屯门东青少年综合服务
助理高级主任：黄少丽女士
代祷
1. 祈求新冠疫情停止扩散，并为受疫情影响的家庭代祷。
2. 祈求我们的服务团队和他们的家人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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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7/01 内部审计部
内部审计总监：伍慧燕女士
代祷
1. 内部审计部部门架构和工作范畴经历重大改变。祈求部门各人有智慧迎接新挑战。
2. 祈求我们能与各部门合作，以加强本军的机构管治和内部控制。

18/01 港岛东队
部队军官: 林少威中尉
副部队军官: 蔡沚妡中尉
代祷
1. 部队弟兄姊妹灵命成长，信徒建立。
2. 福音事工扩展，荣神益人。

19/01 荔枝角幼儿学校
校长：梁宝珠女士
代祷
1. 近日因天气转凉，本校有小朋友身体不适未能上学。
2. ㇐位老师因家人离世，心情变得低落。请为老师和家人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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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0/01 全球祈祷日

瑞典及拉脱维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倪嘉辉中将
地域秘书长: 杜朗拔上校
军官311(在职149/退休162) 部队 90 学员 6  
军兵 3,236 青年兵 183  救世军之友 1,335
代祷
1. 让我们的军兵/救世军之友把门徒训练视为最重要的。
2. 让我们在儿童和年轻人的外展事工上做得更好。
3. 因为我们仍在疫症大流行中，祈祷有智慧和清晰方向，能有勇气以新的宣教模式做出积极的改变。

21/01 屯门青少年综合服务
高级主任：冼良佳先生
代祷
1. 因需追赶学习进度，学生、家长和老师压力大增，开学至今已发生多宗学童自杀事件。请为学生、家长和老师代

祷。
2. 家长因需照顾半日复课的子女难以工作，部份低收入家庭仍面对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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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4/01 澳门地区
地区军官：林贤明少校
代祷
1. 推动澳门各单位之间的协作和资源的配合，有效地响应小区的需要，增加传福音的机会。
2. 随着澳门事工发展，管理制度及政策需要本地化，这过程在2021年已经开始进行，期望在2022年能完成。

25/01 锦田队
部队军官: 王煜发少校
副部队军官: 王黎洪娇少校
代祷
1. 今年的目标是「培育圣徒」，求圣灵引导弟兄姊妹清晰自己的属灵境况，愿意接受训导，在生命各方面都进步。
2. 为校牧和院牧的服侍祷告，求主大开福音之门，让队长、干事和军兵同心进入工场，向大小朋友见证福音的大能。

26/01 梨木树幼儿学校
校长：陈家仪女士
代祷
1. 祈求慈爱的天父时刻保守学校小朋友、家长和教职员的健康、学习和工作，让众人认识到天父的救恩，靠主恩得

力。
2. 为世界受疫情及战乱影响的人民恳切祷告，祈求世人互相关爱，施赠药物，求天父亲自医治，更让众人友爱团结，

彰显主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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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 全球祈祷日
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域
地域总指挥: 莫丹尼准将
地域秘书长: 关因信准将
军官 489(在职 362/退休 127) 部队 201 学员 40  
军兵 33,397 青年兵 20,436 救世军之友 5,253
代祷
1. 请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域的灵性觉醒祈祷。愿神帮助军兵追求成圣，让那些已成圣的更加圣化自己。重生的使自

己成圣；又让那些未得救的人脱离魔鬼的控制，并因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得救。
2. 请祈祷军官和军兵将按照他们所宣讲的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并且许多人的行为将得到转化和改变。
3. 祈求在军官的训练和神对军兵们的呼召得到许多响应后，没有军官的部队可以得到填补。

28/01 东涌家庭支持中心
主任：曾婉君女士
代祷
1. 为了全体同事及家人的健康，希望我们能拥有健康的身心，迎接未来的挑战。
2. 为我们的服务祷告。 在社会动荡和 COVID-19 之后，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社交嫌隙，许多人彼此不信任，我们希望

重新与小区接触并进㇐步帮助他们重建家庭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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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31/01 人事部
人事部长: 叶简明真少校
代祷
预计到2023年，军官人手将出现严重短缺。求神帮助军区面对这严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