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3/01 人力資源部

署理人力資源總監: 盧佩文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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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同工有洞察力及智慧去應對因社會多變的情況而帶來的人力資源需要。

04/01 卜維廉隊
部隊軍官: 譚振輝少校
代禱
1. 為招聘㇐名「計劃行政主任」，專責卜維廉中學學生和家⾧的事工代禱。
2. 為卜維廉隊未來3至4年的「門徒訓練」事工代禱。

05/01 ㇠明幼兒學校
校⾧：周嘉燕女士
代禱
1. 將稍後舉行家教會親子旅行的安排交上，求主保守當天的行程及天氣，讓家⾧可以在祢所創造的大自然中享受親

子時光，及能與其他家⾧分享育兒心德，建立彼此守望的關係。
2. 農曆新年將至，感謝主在過去㇐年的看顧，我們將幼兒的健康及成⾧交托在祢手上，求祢繼續保守孩子健康，避

免受病毒細菌的傷害，讓他們能在祢的愛中成⾧。同時，祈求保守全校員工的健康，讓我們有能力及智慧處理日
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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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6/01 全球祈禱日

剛果布拉札維爾地域
地域總指揮: 巴佑真准將
地域秘書⾧: 施祖當上校
軍官385(在職294/退休91) 部隊 120 學員 35 
軍兵 25,176 青年兵 13,026  救世軍之友 3,812
代禱
1. 2022 年 5 月學員任命禮（新中尉）
2. 柏培恩大將伉儷於 2022 年 5 月到訪。

07/01 大窩口兒童之家（喜樂、仁愛、和平）
家舍主任：陳媛女士
代禱
1. 同事能保持身心靈的健康，以照顧舍員，促進他們的成⾧。
2. 祈求有適合人選填補職位空缺，為團隊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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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0/01 資訊科技部
資訊科技總監: 植國權先生
代禱
1. 為資訊科技部同工和他們的家人禱告，祈求他們保持健康的身體。
2. 求主賜我們力量和智慧，讓我們能竭力維護資訊科技系統，支持本軍實踐使命。

11/01 英語隊
部隊軍官: 高善麗上尉
代禱
1. 為部隊未來的計劃和籌備工作禱告，並為部隊轉往另㇐地點禱告，求神預備能滿足部隊需要，而部隊亦能負擔的地

方。
2. 祈求部隊繼續提供創新、切合持分者需要的服務。
3. 為部隊（特別在疫情期間）的宣教事工禱告。

12/01 錦田幼兒學校
校⾧：黎慧紅女士
代禱
1. 為幼兒的身體健康禱告，求神保守幼兒及家⾧在天氣的轉變下，不會受流感影響，能有健康的身體，令大家都能以

感恩喜樂的心順利舉行聖誕慶祝會。
2. 將團隊人手招聘的工作交上，求神為我們安排合適的人員，幫助學校推行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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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3/01 全球祈禱日
南美洲西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伊託彬中將
地域秘書⾧: 貝勞爾上校
軍官 317(在職254/退休63) 部隊 93 學員 20 
軍兵 4,907 青年兵 1,528 救世軍之友 1071
代禱
1. 秘魯: 因疫症大流行而在秘魯成為孤兒的兒童禱告，秘魯是因疫症造成孤兒人數最多的國家之㇐。
2. 波利維亞: 軍官及其家人的身體、精神和情緒健康。
3. 恢復實體聚會
4. 厄瓜多爾: 為厄瓜多爾的事工發展禱告。
5. 為軍官及其家人的精神和身體健康祈禱。
6. 智利: 祈求更多年輕人蒙召成為軍官
7. 為新軍官承擔任命禱告

14/01 屯門東青少年綜合服務
助理高級主任：黃少麗女士
代禱
1. 祈求新冠疫情停止擴散，並為受疫情影響的家庭代禱。
2. 祈求我們的服務團隊和他們的家人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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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7/01 內部審計部
內部審計總監：伍慧燕女士
代禱
1. 內部審計部部門架構和工作範疇經歷重大改變。祈求部門各人有智慧迎接新挑戰。
2. 祈求我們能與各部門合作，以加強本軍的機構管治和內部控制。

18/01 港島東隊
部隊軍官: 林少威中尉
副部隊軍官: 蔡沚妡中尉
代禱
1. 部隊弟兄姊妹靈命成⾧，信徒建立。
2. 福音事工擴展，榮神益人。

19/01 荔枝角幼兒學校
校⾧：梁寶珠女士
代禱
1. 近日因天氣轉涼，本校有小朋友身體不適未能上學。
2. ㇐位老師因家人離世，心情變得低落。請為老師和家人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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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0/01 全球祈禱日

瑞典及拉脫維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倪嘉輝中將
地域秘書⾧: 杜朗拔上校
軍官311(在職149/退休162) 部隊 90 學員 6  
軍兵 3,236 青年兵 183  救世軍之友 1,335
代禱
1. 讓我們的軍兵/救世軍之友把門徒訓練視為最重要的。
2. 讓我們在兒童和年輕人的外展事工上做得更好。
3. 因為我們仍在疫症大流行中，祈禱有智慧和清晰方向，能有勇氣以新的宣教模式做出積極的改變。

21/01 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高級主任：冼良佳先生
代禱
1. 因需追趕學習進度，學生、家⾧和老師壓力大增，開學至今已發生多宗學童自殺事件。請為學生、家⾧和老師代

禱。
2. 家⾧因需照顧半日復課的子女難以工作，部份低收入家庭仍面對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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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4/01 澳門地區
地區軍官：林賢明少校
代禱
1. 推動澳門各單位之間的協作和資源的配合，有效地回應社區的需要，增加傳福音的機會。
2. 隨著澳門事工發展，管理制度及政策需要本地化，這過程在2021年已經開始進行，期望在2022年能完成。

25/01 錦田隊
部隊軍官: 王煜發少校
副部隊軍官: 王黎洪嬌少校
代禱
1. 今年的目標是「培育聖徒」，求聖靈引導弟兄姊妹清晰自己的屬靈境況，願意接受訓導，在生命各方面都進步。
2. 為校牧和院牧的服侍禱告，求主大開福音之門，讓隊⾧、幹事和軍兵同心進入工場，向大小朋友見證福音的大能。

26/01 梨木樹幼兒學校
校⾧：陳家儀女士
代禱
1. 祈求慈愛的天父時刻保守學校小朋友、家⾧和教職員的健康、學習和工作，讓眾人認識到天父的救恩，靠主恩得

力。
2. 為世界受疫情及戰亂影響的人民懇切禱告，祈求世人互相關愛，施贈藥物，求天父親自醫治，更讓眾人友愛團結，

彰顯主的和平。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7/01 全球祈禱日
剛果民主共和國地域
地域總指揮: 莫丹尼准將
地域秘書⾧: 關因信准將
軍官 489(在職 362/退休 127) 部隊 201 學員 40  
軍兵 33,397 青年兵 20,436 救世軍之友 5,253
代禱
1. 請為剛果民主共和國地域的靈性覺醒祈禱。願神幫助軍兵追求成聖，讓那些已成聖的更加聖化自己。重生的使自

己成聖；又讓那些未得救的人脫離魔鬼的控制，並因信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得救。
2. 請祈禱軍官和軍兵將按照他們所宣講的神的話語，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並且許多人的行為將得到轉化和改變。
3. 祈求在軍官的訓練和神對軍兵們的呼召得到許多回應後，沒有軍官的部隊可以得到填補。

28/01 東涌家庭支援中心
主任：曾婉君女士
代禱
1. 為了全體同事及家人的健康，希望我們能擁有健康的身心，迎接未來的挑戰。
2. 為我們的服務禱告。 在社會動盪和 COVID-19 之後，人與人之間出現了社交嫌隙，許多人彼此不信任，我們希望

重新與社區接觸並進㇐步幫助他們重建家庭之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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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31/01 人事部
人事部⾧: 葉簡明真少校
代禱
預計到2023年，軍官人手將出現嚴重短缺。求神幫助軍區面對這嚴峻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