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一起越變越強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3/01 卜維廉隊
部隊軍官: 譚振輝少校
代禱:
1. 門徒訓練；
2. 尋找幹事接班人。

04/01 錦田幼兒學校
校長：黎慧紅女士
代禱:
1. 請為本校所有員工、幼兒及家長的身體健康禱告，
2. 另外將團隊內新成員的培訓工作交托，求神帶領及賜福，令團隊得著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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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5/01 全球祈禱日
俄羅斯軍區
軍區總指揮: 卡毅力上校
軍區秘書長: 岑白維拉少校
軍官 25(在職17, 退休8)  部隊 15  學員 3 
軍兵 246 救世軍人 151 青年兵 29
代禱:
1. 在當前情況下，尋找傳福音和事工的新機會；
2. 加強軍官和幹事們的屬靈和身體力量；
3. 俄羅斯軍區盡其所能幫助來自衝突地區的流離失所者。

06/01 兒童及青少年院護服務
院長：李宛穎女士
代禱:
1. 感謝神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與我們同行。我們的青年人和工作人員能夠康復並適應新常態。隨著越來越多的較

年青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服務使用者入住，我們祈求他們和他們的家人能夠適應新的變化，激勵他們一起努力實
現家庭團聚。

2. 為我們的住宿員工禱告。面對人手短缺和青少年寄宿服務審查，以及即將出台的強制報告虐待兒童的法律的壓
力，願上帝賜予我們平安和力量，陪伴我們度過即將到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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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9/01 業務行政部
業務行政部長:羅惠芳少校
請代禱:
1. 求主讓部門同事同心服侍；
2. 賜福各同事健康身體。

10/01 英語隊
部隊軍官: 高善麗上尉
代禱:
1. 繼續透過網上輔導、查經、每日（黎明）靈修反思為部隊及澳門「菲律賓人團契友誼佈道隊」，作網上牧靈事工

禱告。願這些事工繼續滿足和鼓勵部隊會眾和菲律賓人澳門團契的需要；
2. 為英語隊會眾和軍官得着保護和力量感謝神；
3. 請為部隊未來的計劃和準備禱告。為部隊搬遷到另一個地方禱告。為一個滿足部隊需要及能負擔得起的地方禱

告。
11/01 荔枝角幼兒學校

校長：梁寶珠女士
代禱: 
1. 求主保守荔枝角幼兒學校各學生、家長、老師及職工，有健康強健的身體，不被病菌入侵。
2. 求主保守帶領，賜予校長及行政人員聰明智慧，各教職員同心服侍，校內各事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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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2/01 全球祈禱日
巴基斯坦地域
地域總指揮:麥戴安娜准將
地域秘書長: 薜富德上校
軍官 435 (在職324, 退休111) 部隊 132  學員 43 
軍兵 40,033 青年兵 9,564 救世軍人 3,813
代禱:
1. 麥當納上校是第一位女性擔任巴基斯坦地域新任總指揮(她於2023年1月1日上任)。
2. 受洪水影響的地區和人群。
3. 國家持續通貨膨脹以及經濟和政治失衡。

13/01 三門仔社區發展計劃
主管:葉慶龍先生
代禱:
1. 服務的社區內其中一條村落(三門仔村)將要進行多項工程以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不過工程期間亦影響到村民的

生活，希望代禱工程推展順利平安及村民能夠包容期間的不便。
社區內不時有家庭染疫或受到長新冠影響，希望代禱他們身心都剛強，可以克服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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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6/01 傳訊及籌募部

經理:黃惠萍女士
請代禱:
1. 為即將舉行的籌款活動（利是日）達到籌款目標以支持本軍的服務祈禱；
2. 為傳訊及籌募部能招聘到合適且有經驗的同事祈禱。

17/01 港島東隊
部隊軍官: 林少威中尉
助理部隊軍官: 蔡沚妡中尉
代禱:
1. 加強牧區單位合作，實現一支軍隊精神；
2. 開展兩校家長事工，求神復興部隊，實踐傳福音大使命。

18/01 梨木樹幼兒學校
校長：朱笑容女士
代禱:
1. 求天父賜福每位同事，能有健康的體魄、活潑的心靈，以能照顧好自己家庭及應付好每天的工作。
2. 有個別學習或照顧需要的學童越見增多，求天父賜老師及家長能有充足的智慧與能力，可以幫助到孩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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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19/01 全球祈禱日
新加坡、馬來西亞及緬甸地域
總指揮: 衛朗尼准將
秘書長: 韓夏利上校
軍兵 178(在職141/ 退休37) 部隊 62  學員 12
軍兵 2,773  青年兵396  救世軍人 339
代禱:
1. 祈求軍區和地區總指揮以熱情、團隊精神和技能支持他們的軍官和軍兵，得以實踐上帝賦予的使命。
2. 為馬來西亞最近當選的“聯合政府”禱告，以社會正義領導國家，並能夠在貨幣（令吉）疲軟的情況下為弱勢

群體、窮人和邊緣化群體提供強大的安全網，應對食品和藥品價格上漲，資源短缺問題。
3. 為緬甸的年輕人和年輕人在基督裡找到盼望禱告，相信神會給他們出路，讓他們有更好的教育系統和工作機會。
4. 為救世軍在泰國的工作加快註冊和審批程序代禱。

20/01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中心主任：張汝照先生
代禱
1. 中、小、學前教育單位和特殊學校將陸續安排12月或以後安排全日面授課堂，求主看顧學生、教職員當中的適

應。
2. 求主賜智慧及愛心給兒童的照顧者、助人工作者及制訂保護兒童政策的官員，好讓能共同守護主所看重的兒童

免受任何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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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6/01 盧旺達及布隆迪軍區
軍區總指揮: 祁洛倫上校
軍區秘書長: 戴以謀少校
軍兵 67(在職54/ 退休13) 部隊 3  學員 9  
軍兵 4,195  青年兵 910  救世軍人 152
代禱:
1. 布隆迪地區的法律問題
2. 2023年2月16日至19日大將和全球婦女事工會長到訪地域
3. 2023年2 月19日聖潔光照者班的任命和按立禮
4. 單身母親婦女事工的工作

27/01 深水埗家庭支援網絡隊
隊長 : 劉文景先生
代禱:
1. 為經濟不景氣的弱勢群體，特別是居住在深水埗劏房的低收入家庭代禱。
2. 為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的家庭團聚和家人有健康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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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30/01 中國事工部
行政及項目經理: 陳美儀女士
代禱:
1. 保守部門同工的身心健康，繼續持守”以人為本”的信念幫扶社區的弱勢人群。
2. 為救世軍在中國內地的順利發展、得到相關友好單位支持禱告。

31/01 錦田隊
部隊軍官: 王煜發少校
助理部隊軍官: 王黎洪嬌少校
代禱:
1. 部隊將慶祝65周年，求聖靈感動，將歡慶，感恩放在眾軍兵心裡；
2. 部隊透過各樣慶祝活動，如填色比賽，音樂會，將周年的歡欣帶到社區；求天父成就，榮耀歸主名；
3. 奉主耶穌的名，招聚六十五年來在部隊蒙恩的弟兄姊妹，一起來數算恩典，求主賜福所有聯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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