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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12 全球祈禱日
中東軍區
軍區區長: 紐德格上尉
軍官2 部隊8  軍兵381 青年兵38
代禱 :
我們讚美並把榮耀歸給神：
1. 為到我們能夠在這些穆斯林國家/王國/州份內聚在一起讚美和榮耀神。
2. 為委身和熱心的軍兵，當基督為我們開門和引領道路時，他們就是基督的手腳。每個人都在我們救世軍大家庭

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3. 為有機會通過提供食物、住所、健康檢查、遣返網絡和支持以及社交/靈性支援等方式，幫助社區弱勢群體的機

會。
4. 祈禱救世軍能夠被接受和合法註冊為海灣國家的教會。

02/12 平田兒童之家
高級主任：梁寶琼女士
代禱 :
1. 感謝神給我們機會啟動三個家舍的環境改善計劃，以改善舍內環境，為所有住在家舍的孩子營造一個溫暖和充

滿愛的家庭環境。
2. 為孩子們在裝修期間遷住臨時住宿的環境時，學習和情緒健康都能夠適應。
3. 為家舍家長和支援同事祈禱，他們有愛心和熱情為孩子們服務。給他們力量，保護他們安全。
4. 家舍長期缺人手，祈求能招募到合適的人手，服務我們的孩子。
5. 為人手的穩定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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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5/12 社會服務部
社會服務總監：陳小麗女士
代禱 :
1. 繼續為受疫情影響的服務受眾及同工禱告，求主看顧及保守他們身、心、靈健康。
2. 求主賜智慧與力量，讓社會服務部的同工繼續同心合意、竭盡所能，服侍社會上有需要的家庭，讓服務受眾感

受到上主所賜的平安和盼望。
3. 願主保守我們新拓展的服務，讓我們繼續支援社會上有需要的市民，求上主感動更多人主動關心他們的需要，

發揮隣舍互助的精神。
06/12 荃葵隊

部隊軍官: 曹蔡英齊少校
副部隊軍官: 曹錦成少校
代禱 :
1. 缺乏青年導師，為青少年事工發展祈禱;
2. 為弟兄姊妹愛慕讀聖經，追求明白神的話，作個討主喜悅的人。

07/12 田家炳幼稚園
校長：梁婉珊女士
代禱 :
1. Covid 19疫情期間，願神保佑學生、家長和教職工身體健康。
2. 2023-2024 學年招生流程已經開始，感謝神的恩典，所有活動都將順利進行。希望家長們能夠認可我們的教育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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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08/12 全球祈禱日
菲律賓地域
地域總指揮: 敖大衛准將
地域秘書長: 沙魯多上校
軍事 249(在職164/退休85) 部隊 87 學員 12 
軍兵 9,763  青年兵 1,012 救世軍人 5,713
代禱 :
地域主題是：
“神能以運行在我們當中的大能成就一切，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 3:20）
1. 這個主題涵蓋了地域事工各方面。特別是，請為所有關於傳福音和門徒訓練的培訓和倡議禱告，使我們能夠在

收割靈魂的忠心工人。
2. 為了讓更多的年輕人回應成為軍官的呼召，以及為了培訓事工人員——那些願意奉獻一些年月事奉的人。之後，

他們最終可能會決定進入軍官訓練學院或回歸部隊幹事職事。
3. 對於教育服務（學習中心/學校），他們將能夠應對疫情大流行帶來的挑戰。

09/12 隆亨青少年中心
中心主任：黃仁澤先生
代禱 :
1. 從新聞報導得知,除了全球仍受著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美國早於十月已受著冬季流感威脅,死亡人數眾多。求神

憐憫世人,保守香港每個家庭除了免於患上新冠狀病毒疫情,也能有強健體魄面對冬季流感。
2. 每逢12月聖誕節前後,香港許多中小學生都忙於考試測驗,每每構成很大精神壓力,也做成親子關係緊張。求天父保

守每個莘莘學子及其家人都可以滿載耶穌基督的愛,克服學業壓力,好好享受神在聖誕節帶給世人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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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軍區婦女事工部

軍區婦女事工會長：李張錦玲上校
代禱 :
1. 願神賜予部隊軍官智慧，知道如何為部隊和社區的婦女們計劃一個有意義和有益的活動。尤其能吸引更多的年

輕婦女參加婦女事工活動，深入認識神；
2. 我們感恩有許多婦女對我們的活動感興趣。願神幫助我們繼續接觸那些尚未認識神和接受耶穌的婦女。

13/12 東涌隊
部隊軍官: 陳李少琼少校
代禱 :
1. 新隊長的適應；
2. 堂校合一事工的發展；
3. 事奉團隊的栽培。

14/12 卜凱賽琳幼兒學校
校長：鄧以敬女士
代禱 :
1. 我們的資深老師歐老師從六月份開始就患上了癌症，一直在休病假。她仍在接受藥物治療，並計劃在 11 月下

旬進行另一次手術。我們希望神能給她很大的力量來對抗癌症並康復。我們確實希望她能在明年一月份重返
工作崗位。

2. 有幾個SEN（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需要我們付出額外的努力去教導和照顧他們。我們希望神能給我們所有
員工和幾位SEN學生的家長多些力量來進行他們有意義的工作，並好好合作幫助這幾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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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全球祈禱日
尼日利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卡丹尼中將
地域秘書長: 譚以撒上校
軍官 507(在職384/退休123) 部隊 208 學員 48 
軍兵 22,252 青年兵 8,739 救世軍人 1,533
代禱 :
1. 我們需要神的指引，祈求地域有更多的增長和開拓機會
2. 我們的領袖、軍官和同仁們在繼續推動這項事工的進程中身體健康。
3. 為今年8月有26位中尉於被任命和派出；願神按祂自己的心意使用他們。
4. 歡迎22學員於11月進入訓練學院。願神與他們同在。

16/12 馬灣營
營主任：麥瑞麟先生
代禱 :
1. 為馬灣營本年度第三季營會及活動的營友及參加者祈禱；自四月尾康體處所重開，隨即有大量學校及團體查詢

及預訂，單單第三季已經有接近五十期的營會及活動。求神祝福所有的營友及參加者，使他們在其中可以得到
身、心、靈的滿足，感受被愛。

2. 為馬灣營同工的心靈祈禱；半年間有半數同工的直系親屬因疫病而離世，在傷痛的心情及大量的營會及活動之
下，求神安慰及加力予各同工，同工能繼續彼此關愛及鼓勵，面對種種的痛苦及難處時，我們更加要謹慎地尋
求神的心意，求神帶領。



同心重建、重修、重新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9/12 卜維廉賓館
營運經理 : 盧嘉雯女士
代禱 :
1. 祈禱每一位員工和房客每天都保持健康;
2. 希望賓館來年生意興隆;
3. 祈禱賓館早日有充足人手。

20/12 灣仔隊
部隊軍官:余基甸上尉
副部隊軍官:余李彩玲上尉
代禱 :
1. 請為灣仔隊遷堂及未來發展事工懇切代禱，求主帶領；
2. 求主感動弟兄姊妹的心，熱心代禱、奉獻、努力參與各項福音事工；
3. 求主賜下異象，求主賜下合而為一的心給部隊弟兄姊妹作神喜悅的事工。

21/12 海富幼兒學校
校長：滕鳳芝女士
代禱 :
1. 本年度有比較多SEN的幼兒入讀及照顧，求神給我們老師有足夠的智慧去計劃合適的活動策略幫助小朋友成長；

求神讓老師有足夠的休息，保持著健康的身心𩆜𩆜，去服務我們各持份者。
2. 感恩10月的教師團契，有三位未信主的教職員願意講出代禱事情；求神繼續軟化她們的心，經歷到主的愛，早日

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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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全球祈禱日
美國西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韋德格中將
地域秘書長: 溫艾迪准將
軍官 1,095(在職586/退休509) 部隊 234 學員 27  
軍兵 16,371 青年兵 3,516 救世軍人 4,091
代禱 :
1. 復興 - 與我們一起祈禱，為我們地域的屬靈復興祈禱。我們相信我們正在愎興中，並希望繼續忠於神呼召我

們所做的一切。
2. 候補員-為男男女女繼續回應神的呼召，在救世軍中擔任全職軍官禱告。
3. 軍官 – 請祈禱神會繼續賜福和裝備我們的軍官，為他們每天都能給人希望和耶穌基督的福音代禱，

23/12 牛潭尾社區發展計劃
主任：梁國熙先生
代禱 :
1. 為我們的服務使用者，尤其是居住在農村地區的長者祈求身體健康。
2. 為我們的服務團隊和他們的家人祈求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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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2 乙明幼兒學校
校長：周嘉燕女士
代禱 :
1. 疫情漸趨穩定，大部分幼兒逐漸返全日，求主看顧及讓幼兒適應全日上學的生活，並保守幼兒的健康。
2. 本校將於12月3日舉行開放日，求神賜予我們智慧及能力，讓我們能完成籌備工作，使更多人認識本校之服務。

29/12 全球祈禱日
港澳軍區
軍區總指揮: 李光秋上校
軍區秘書長: 陳徐香凝少校
軍官 51 (在職29 /退休22 ) 部隊 16 學員 1  
軍兵 2,493 青年兵 456
代禱 :
1. 讚美主！在剛過去的十月，軍區舉行了「救世軍『齊+』@三聖過渡性房屋」及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皇后山學

校的開幕及奉獻禮，感謝神讓典禮得以充滿喜樂地順利舉行。另外，軍兵同仁也滿有救世軍精神及興奮地參與
實體與網上的軍官按立及任命禮並候補員接納禮。願榮耀歸予神！

2. 為軍區各部門、部隊、服務單位預備來年的策略、活動、事工及財務預算祈禱。2023年軍區主題為「我們一
起越變越強」，為我們在救世軍這一支軍隊中的事奉祈禱，求主使我們同心合一，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主
裏面剛強壯膽，事主更美，一起拯救靈魂、建立聖徒、幫助受苦的人。

30/12 九龍城家庭支援中心
隊長：黃碧林先生
代禱 :
1. 為九龍城區基層家庭有適切的居所代禱：區內多個重建項目啟動，不少基層家庭面臨搬遷的壓力。重建也令基

層家庭租住選擇變少，導致租金上漲，基層家庭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
2. 為九龍城家庭支援中心代禱：面對疫情及社區的改變，期望中心更能回應到社區的需要，為區內家庭提供適切

服務，在社區作鹽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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