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3/01 卜维廉队
部队军官: 谭振辉少校
代祷:
1. 门徒训练；
2. 寻找干事接班人。

04/01 锦田幼儿学校
校长：黎慧红女士
代祷:
1. 请为本校所有员工、幼儿及家长的身体健康祷告，
2. 另外将团队内新成员的培训工作交托，求神带领及赐福，令团队得着专业成长。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5/01 全球祈祷日
俄罗斯军区
军区总指挥: 卡毅力上校
军区秘书长: 岑白维拉少校
军官 25(在职17, 退休8)  部队 15  学员 3 
军兵 246 救世军人 151 青年兵 29
代祷:
1. 在当前情况下，寻找传福音和事工的新机会；
2. 加强军官和干事们的属灵和身体力量；
3. 俄罗斯军区尽其所能帮助来自冲突地区的流离失所者。

06/01 儿童及青少年院护服务
院长：李宛颖女士
代祷:
1. 感谢神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与我们同行。我们的青年人和工作人员能够康复并适应新常态。随着越来越多的较

年青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服务使用者入住，我们祈求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能够适应新的变化，激励他们一起努力实
现家庭团聚。

2. 为我们的住宿员工祷告。面对人手短缺和青少年寄宿服务审查，以及即将出台的强制报告虐待儿童的法律的压
力，愿上帝赐予我们平安和力量，陪伴我们度过即将到来的变化。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9/01 业务行政部
业务行政部长:罗惠芳少校
请代祷:
1. 求主让部门同事同心服侍；
2. 赐福各同事健康身体。

10/01 英语队
部队军官: 高善丽上尉
代祷:
1. 继续透过网上辅导、查经、每日（黎明）灵修反思为部队及澳门「菲律宾人团契友谊布道队」，作网上牧灵事工

祷告。愿这些事工继续满足和鼓励部队会众和菲律宾人澳门团契的需要；
2. 为英语队会众和军官得着保护和力量感谢神；
3. 请为部队未来的计划和准备祷告。为部队搬迁到另一个地方祷告。为一个满足部队需要及能负担得起的地方祷

告。
11/01 荔枝角幼儿学校

校长：梁宝珠女士
代祷: 
1. 求主保守荔枝角幼儿学校各学生、家长、老师及职工，有健康强健的身体，不被病菌入侵。
2. 求主保守带领，赐予校长及行政人员聪明智慧，各教职员同心服侍，校内各事一切顺利。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2/01 全球祈祷日
巴基斯坦地域
地域总指挥:麦黛安娜准将
地域秘书长: 薜富德上校
军官 435 (在职324, 退休111) 部队 132  学员 43 
军兵 40,033 青年兵 9,564 救世军人 3,813
代祷:
1. 麦当纳上校是第一位女性担任巴基斯坦地域新任总指挥(她于2023年1月1日上任)。
2. 受洪水影响的地区和人群。
3. 国家持续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和政治失衡。

13/01 三门仔小区发展计划
主管:叶庆龙先生
代祷:
1. 服务的小区内其中一条村落(三门仔村)将要进行多项工程以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不过工程期间亦影响到村民的

生活，希望代祷工程推展顺利平安及村民能够包容期间的不便。
小区内不时有家庭染疫或受到长新冠影响，希望代祷他们身心都刚强，可以克服病痛!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6/01 传讯及筹募部

经理:黄惠萍女士
请代祷:
1. 为即将举行的筹款活动（利是日）达到筹款目标以支持本军的服务祈祷；
2. 为传讯及筹募部能招聘到合适且有经验的同事祈祷。

17/01 港岛东队
部队军官: 林少威中尉
助理部队军官: 蔡沚妡中尉
代祷:
1. 加强牧区单位合作，实现一支军队精神；
2. 开展两校家长事工，求神复兴部队，实践传福音大使命。

18/01 梨木树幼儿学校
校长：朱笑容女士
代祷:
1. 求天父赐福每位同事，能有健康的体魄、活泼的心灵，以能照顾好自己家庭及应付好每天的工作。
2. 有个别学习或照顾需要的学童越见增多，求天父赐老师及家长能有充足的智慧与能力，可以帮助到孩子的需要。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9/01 全球祈祷日
新加坡、马来西亚及缅甸地域
总指挥: 卫朗尼准将
秘书长: 韩夏利上校
军兵 178(在职141/ 退休37) 部队 62  学员 12
军兵 2,773  青年兵396  救世军人 339
代祷:
1. 祈求军区和地区总指挥以热情、团队精神和技能支持他们的军官和军兵，得以实践上帝赋予的使命。
2. 为马来西亚最近当选的“联合政府”祷告，以社会正义领导国家，并能够在货币（令吉）疲软的情况下为弱势

群体、穷人和边缘化群体提供强大的安全网，应对食品和药品价格上涨，资源短缺问题。
3. 为缅甸的年轻人和年轻人在基督里找到盼望祷告，相信神会给他们出路，让他们有更好的教育系统和工作机会。
4. 为救世军在泰国的工作加快注册和审批程序代祷。

20/01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主任：张汝照先生
代祷
1. 中、小、学前教育单位和特殊学校将陆续安排12月或以后安排全日面授课堂，求主看顾学生、教职员当中的适

应。
2. 求主赐智慧及爱心给儿童的照顾者、助人工作者及制订保护儿童政策的官员，好让能共同守护主所看重的儿童

免受任何的伤害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6/01 卢旺达及布隆迪军区
军区总指挥: 祁洛兰上校
军区秘书长: 戴以谋少校
军兵 67(在职54/ 退休13) 部队 3  学员 9  
军兵 4,195  青年兵 910  救世军人 152
代祷:
1. 布隆迪地区的法律问题
2. 2023年2月16日至19日大将和全球妇女事工会长到访地域
3. 2023年2 月19日圣洁光照者班的任命和按立礼
4. 单身母亲妇女事工的工作

27/01 深水埗家庭支持网络队
队长 : 刘文景先生
代祷:
1. 为经济不景气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居住在深水埗劏房的低收入家庭代祷。
2. 为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家庭团聚和家人有健康祷告。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30/01 中国事工部
行政及项目经理: 陈美仪女士
代祷:
1. 保守部门同工的身心健康，继续持守”以人为本”的信念帮扶小区的弱势人群。
2. 为救世军在中国内地的顺利发展、得到相关友好单位支持祷告。

31/01 锦田队
部队军官: 王煜发少校
助理部队军官: 王黎洪娇少校
代祷:
1. 部队将庆祝65周年，求圣灵感动，将欢庆，感恩放在众军兵心里；
2. 部队透过各样庆祝活动，如填色比赛，音乐会，将周年的欢欣带到小区；求天父成就，荣耀归主名；
3. 奉主耶稣的名，招聚六十五年来在部队蒙恩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数算恩典，求主赐福所有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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