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12 全球祈祷日
中东军区
军区区长: 纽德格上尉
军官2 部队8  军兵381 青年兵38
代祷 :
我们赞美并把荣耀归给神：
1. 为到我们能够在这些穆斯林国家/王国/州份内聚在一起赞美和荣耀神。
2. 为委身和热心的军兵，当基督为我们开门和引领道路时，他们就是基督的手脚。每个人都在我们救世军大家庭

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为有机会通过提供食物、住所、健康检查、遣返网络和支持以及社交/灵性支持等方式，帮助小区弱势群体的机

会。
4. 祈祷救世军能够被接受和合法注册为海湾国家的教会。

02/12 平田儿童之家
高级主任：梁宝琼女士
代祷 :
1. 感谢神给我们机会启动三个家舍的环境改善计划，以改善舍内环境，为所有住在家舍的孩子营造一个温暖和充

满爱的家庭环境。
2. 为孩子们在装修期间迁住临时住宿的环境时，学习和情绪健康都能够适应。
3. 为家舍家长和支持同事祈祷，他们有爱心和热情为孩子们服务。给他们力量，保护他们安全。
4. 家舍长期缺人手，祈求能招募到合适的人手，服务我们的孩子。
5. 为人手的稳定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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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5/12 社会服务部
社会服务总监：陈小丽女士
代祷 :
1. 继续为受疫情影响的服务受众及同工祷告，求主看顾及保守他们身、心、灵健康。
2. 求主赐智慧与力量，让社会服务部的同工继续同心合意、竭尽所能，服侍社会上有需要的家庭，让服务受众感

受到上主所赐的平安和盼望。
3. 愿主保守我们新拓展的服务，让我们继续支持社会上有需要的市民，求上主感动更多人主动关心他们的需要，

发挥邻舍互助的精神。
06/12 荃葵队

部队军官: 曹蔡英齐少校
副部队军官: 曹锦成少校
代祷 :
1. 缺乏青年导师，为青少年事工发展祈祷;
2. 为弟兄姊妹爱慕读圣经，追求明白神的话，作个讨主喜悦的人。

07/12 田家炳幼儿园
校长：梁婉珊女士
代祷 :
1. Covid 19疫情期间，愿神保佑学生、家长和教职工身体健康。
2. 2023-2024 学年招生流程已经开始，感谢神的恩典，所有活动都将顺利进行。希望家长们能够认可我们的教育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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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8/12 全球祈祷日
菲律宾地域
地域总指挥: 敖戴维准将
地域秘书长: 沙鲁多上校
军事 249(在职164/退休85) 部队 87 学员 12 
军兵 9,763  青年兵 1,012 救世军人 5,713
代祷 :
地域主题是：
“神能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 3:20）
1. 这个主题涵盖了地域事工各方面。特别是，请为所有关于传福音和门徒训练的培训和倡议祷告，使我们能够在

收割灵魂的忠心工人。
2.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应成为军官的呼召，以及为了培训事工人员——那些愿意奉献一些年月事奉的人。之后，

他们最终可能会决定进入军官训练学院或回归部队干事职事。
3. 对于教育服务（学习中心/学校），他们将能够应对疫情大流行带来的挑战。

09/12 隆亨青少年中心
中心主任：黄仁泽先生
代祷 :
1. 从新闻报导得知,除了全球仍受着新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美国早于十月已受着冬季流感威胁,死亡人数众多。求神

怜悯世人,保守香港每个家庭除了免于患上新冠状病毒疫情,也能有强健体魄面对冬季流感。
2. 每逢12月圣诞节前后,香港许多中小学生都忙于考试测验,每每构成很大精神压力,也做成亲子关系紧张。求天父保

守每个莘莘学子及其家人都可以满载耶稣基督的爱,克服学业压力,好好享受神在圣诞节带给世人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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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祷单位
12/12 军区妇女事工部

军区妇女事工会长：李张锦玲上校
代祷 :
1. 愿神赐予部队军官智慧，知道如何为部队和小区的妇女们计划一个有意义和有益的活动。尤其能吸引更多的年

轻妇女参加妇女事工活动，深入认识神；
2. 我们感恩有许多妇女对我们的活动感兴趣。愿神帮助我们继续接触那些尚未认识神和接受耶稣的妇女。

13/12 东涌队
部队军官: 陈李少琼少校
代祷 :
1. 新队长的适应；
2. 堂校合一事工的发展；
3. 事奉团队的栽培。

14/12 卜凯赛琳幼儿学校
校长：邓以敬女士
代祷 :
1. 我们的资深老师欧老师从六月份开始就患上了癌症，一直在休病假。她仍在接受药物治疗，并计划在 11 月下

旬进行另一次手术。我们希望神能给她很大的力量来对抗癌症并康复。我们确实希望她能在明年一月份重返
工作岗位。

2. 有几个SEN（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需要我们付出额外的努力去教导和照顾他们。我们希望神能给我们所有
员工和几位SEN学生的家长多些力量来进行他们有意义的工作，并好好合作帮助这几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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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5/12 全球祈祷日
尼日利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卡丹尼中将
地域秘书长: 谭艾萨克上校
军官 507(在职384/退休123) 部队 208 学员 48 
军兵 22,252 青年兵 8,739 救世军人 1,533
代祷 :
1. 我们需要神的指引，祈求地域有更多的增长和开拓机会
2. 我们的领袖、军官和同仁们在继续推动这项事工的进程中身体健康。
3. 为今年8月有26位中尉于被任命和派出；愿神按祂自己的心意使用他们。
4. 欢迎22学员于11月进入训练学院。愿神与他们同在。

16/12 马湾营
营主任：麦瑞麟先生
代祷 :
1. 为马湾营本年度第三季营会及活动的营友及参加者祈祷；自四月尾康体处所重开，随即有大量学校及团体查询

及预订，单单第三季已经有接近五十期的营会及活动。求神祝福所有的营友及参加者，使他们在其中可以得到
身、心、灵的满足，感受被爱。

2. 为马湾营同工的心灵祈祷；半年间有半数同工的直系亲属因疫病而离世，在伤痛的心情及大量的营会及活动之
下，求神安慰及加力予各同工，同工能继续彼此关爱及鼓励，面对种种的痛苦及难处时，我们更加要谨慎地寻
求神的心意，求神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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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9/12 卜维廉宾馆
营运经理 : 卢嘉雯女士
代祷 :
1. 祈祷每一位员工和房客每天都保持健康;
2. 希望宾馆来年生意兴隆;
3. 祈祷宾馆早日有充足人手。

20/12 湾仔队
部队军官:余基甸上尉
副部队军官:余李彩玲上尉
代祷 :
1. 请为湾仔队迁堂及未来发展事工恳切代祷，求主带领；
2. 求主感动弟兄姊妹的心，热心代祷、奉献、努力参与各项福音事工；
3. 求主赐下异象，求主赐下合而为一的心给部队弟兄姊妹作神喜悦的事工。

21/12 海富幼儿学校
校长：滕凤芝女士
代祷 :
1. 本年度有比较多SEN的幼儿入读及照顾，求神给我们老师有足够的智慧去计划合适的活动策略帮助小朋友成长；

求神让老师有足够的休息，保持着健康的身心𩆜𩆜，去服务我们各持份者。
2. 感恩10月的教师团契，有三位未信主的教职员愿意讲出代祷事情；求神继续软化她们的心，经历到主的爱，早日

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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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祷单位

22/12 全球祈祷日
美国西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韦德格中将
地域秘书长: 温艾迪准将
军官 1,095(在职586/退休509) 部队 234 学员 27  
军兵 16,371 青年兵 3,516 救世军人 4,091
代祷 :
1. 复兴 - 与我们一起祈祷，为我们地域的属灵复兴祈祷。我们相信我们正在愎兴中，并希望继续忠于神呼召我

们所做的一切。
2. 候补员-为男男女女继续响应神的呼召，在救世军中担任全职军官祷告。
3. 军官 – 请祈祷神会继续赐福和装备我们的军官，为他们每天都能给人希望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代祷，

23/12 牛潭尾社区发展计划
主任：梁国熙先生
代祷 :
1. 为我们的服务使用者，尤其是居住在农村地区的长者祈求身体健康。
2. 为我们的服务团队和他们的家人祈求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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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8/12 乙明幼儿学校
校长：周嘉燕女士
代祷 :
1. 疫情渐趋稳定，大部分幼儿逐渐返全日，求主看顾及让幼儿适应全日上学的生活，并保守幼儿的健康。
2. 本校将于12月3日举行开放日，求神赐予我们智慧及能力，让我们能完成筹备工作，使更多人认识本校之服务。

29/12 全球祈祷日
港澳军区
军区总指挥: 李光秋上校
军区秘书长: 陈徐香凝少校
军官 51 (在职29 /退休22 ) 部队 16 学员 1  
军兵 2,493 青年兵 456
代祷 :
1. 赞美主！在刚过去的十月，军区举行了「救世军『齐+』@三圣过渡性房屋」及救世军中原慈善基金皇后山学

校的开幕及奉献礼，感谢神让典礼得以充满喜乐地顺利举行。另外，军兵同仁也满有救世军精神及兴奋地参与
实体与网上的军官按立及任命礼并候补员接纳礼。愿荣耀归予神！

2. 为军区各部门、部队、服务单位预备来年的策略、活动、事工及财务预算祈祷。2023年军区主题为「我们一
起越变越强」，为我们在救世军这一支军队中的事奉祈祷，求主使我们同心合一，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主
里面刚强壮胆，事主更美，一起拯救灵魂、建立圣徒、帮助受苦的人。

30/12 九龙城家庭支持中心
队长：黄碧林先生
代祷 :
1. 为九龙城区基层家庭有适切的居所代祷：区内多个重建项目启动，不少基层家庭面临搬迁的压力。重建也令基

层家庭租住选择变少，导致租金上涨，基层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2. 为九龙城家庭支持中心代祷：面对疫情及小区的改变，期望中心更能响应到小区的需要，为区内家庭提供适切

服务，在小区作盐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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