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2 乐民幼儿学校
校长：谭玉珍女士
代祷:
1. 愿天父每天保守乐民幼儿学校学生、家长、教职员身心灵健康。
2. 新的一年，愿主的手能带领学校发展工作，一切顺利。

02/02 全球祈祷日
西班牙及葡萄牙军区
军区总指挥: 赵立飞上校
军区秘书长:卡善娜少校
军官 41(在职37/ 退休4)  部队 16委員 2
军兵 446 青年兵 73 救世军人 6
代祷:
1. 我们感谢神的供应和大将在军区大会给我们留下灵性复兴。
2. 我们求神加强我们部队军官的精神和体力。
3.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所有已计划给的成年人、儿童和年青人活动中都取得成功，从而使人们悔改信主并委身

于祂。
03/02 曦华楼

宿舍经理：何祥天先生
代祷:
1. 求主祝福曦华楼住客有健康的体魄面对生活及工作。
2. 曦华楼将进行装修工程，求主保守工程顺利进行。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6/02 军官训练学院/ 宣教使命学院/ 救世军领袖培训中心
宣教使命学院总监/ 军官训练学院院长：曹锦昌少校
代祷:
1. 请为2023年1月1日分别在军官训练学院和九龙城队开始学科研读和实习的李嘉濠学员中尉代祷；
2. 为宣教使命学院军兵晚间圣经课程祷告。这个春季学期有两科。祷告军兵能从中得属灵益处。

07/02 九龙中央堂
部队军官: 李内欣上尉
助理部队军官：何振义中尉
代祷:
1. 延续及巩固往年的外展青少年音乐事工，更深建立关系，孩子及家庭能认识福音，从而加入教会，在神的家成长。
2. 面对社会转变，部队面对移民潮，求主仍赐部队上下同心殷勤服事，利用每个危机变为转机，忠心事主。
3. 愿军兵渴慕实践神的话，更深回应主的呼召，成为神所用的精兵。

08/02 明德幼儿学校
校长：张雯丽女士
代祷:
1. 祈求全球疫情稳定消退，各人健康平安，让社会回复正常生活。
2. 踏入2023年，为我们学校的幼儿、家长、全体职员身心灵健康祷告，让大家有着信心、力量去迎接新一年。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9/02 全球祈祷日
斯里兰卡地域
地域总指挥:夏理孝准将
地域秘书长:岑应临上校
军官 147(在职97/ 退休50)  部队 44  学员 1
军兵 4,412  青年兵 857 救世军人 1,038
代祷:
1. 事工扩展 — 根据策略计划，我们的地域正在进一步将事工推广到目前没有本军工作的行政地区。
2. 候补员 - 今年我们计划第一年的学员会参加在第二学年的课程。有些学员将会网上参加，因为他们已经被派到

发展事工的地方。
3. 大将到访—大将将于 2023 年 4 月到访我们地域。
4. 为斯里兰卡的国家经济和政治稳定祷告。
5. 为所有军官军兵祷告。

10/02 大埔青少年综合服务
主任: 黄婉仪女士
代祷: 
1. 感谢上帝保佑我们的服务使用者、员工和他们的家人每天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2. 为我们的前线工作人员有信心、希望、爱心和热心服务我们的社区祷告。
3. 我们拥有来自上帝的美好智慧应对疫情下不断变化的环境。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3/02 区总部

区长：陈国威少校
代祷:
1. 感谢神!2023年2月3日举行的新春培灵会顺行完成。求主使用余牧师并再次挑旺军区同人的爱心。
2. 为新调任的部队军官及相关部队祷告，求大家同心合意继续实践福音使命。

14/02 九龙城队
部队军官: 叶戴维少校
助理部队军官：李嘉濠学员中尉
代祷: 
1. 求神赐智慧与能力干事团队配合新任命的学员中尉，愿能彼此紧密合作共同为来年所立的目标努力。
2. 感谢神供应教育中心不同的义工协助功课辅导班，中心在职导师工作的时间经常不稳定，现正招聘人手，求神

赐下合适的人选。
15/02 北角幼儿学校暨育婴园

校长 : 梁咏娟女士
代祷:
1. 求天父看顾学校每一位婴幼儿、家长及教职员，每天都充满喜乐、平安和健康，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享有从天上

而来的福气。
2. 为疫情继续祷告，祈求疫情缓和后各行各业能重返常态，让彼此生活能安稳如昔。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6/02 全球祈祷日
台湾军区
军区总指挥：谭美顺少校
军官 18(在职14/退休4)  委员 1  部队 5 分队 2
军兵 222  青年兵 34  救世军人 87
代祷：
1. 为2 月 25 - 28 日举行的班克鲁圣洁班，我们得着灵性复兴祷告。
2. 为我们的门徒训练计划祷告，使我们的军队在基督里扎根。
3. 为内湖队祷告，随着他们事工的发展，能购买更宽敞的处所。
4. 为我们军区有更多候补人员祷告。

17/02 大窝口长者中心
主任: 李剑雄先生
代祷:
1. 为大窝口长者中心离职员工代祷，愿他们适应新岗位，生活平安喜乐。
2. 为中心现有的同工代祷，他们正在克服人手短缺的辛苦局面，祈盼我们能顺利渡过难关。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0/02 教育服务部
教育服务部总监:何世孝博士
代祷:
1. 感谢神的带领，在这段疫情期间，我们的学校、服务单位及部队实践整全使命，紧密协作，为服务使用者提供

身心灵的帮助。
2. 愿神祝福及使用各部队、学校及服务单位各个富创意的计划项目，让这些项目为小区带来具影响力的改变。

21/02 东九龙队
部队军官: 林业铿上尉
代祷:
1. 为儿童主日学的需要，部队筹备改动空间，让部队有足够、安全的地方举办儿童主日学；
2. 为事奉人员人手紧张祷告，求主帮助军兵们勇于委身事奉上帝、服侍他人。

22/02 白田幼儿学校暨育婴园
校长：梁翠凤女士
代祷:
1. 社会的现况下，学校及家庭面对很多的转变及挑战，愿上帝加力予家长、幼儿及校内的同工，愿大家有从上而

来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不同的转变及挑战，心里有着平安喜乐的福气。
2. 愿上帝保守全校学生、家长及教职员，有健康强健的身体，让教职员充满活力、彼此互相效力，事奉校内的有

不同需要的家庭。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3/02 全球祈祷日
坦桑尼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卡森姆上校
地域秘书长:纪伟利上校
军官 285(在职278/ 退休7)  学员 10  部队 84  分队 52 
军兵 9,972  青年兵 5,620  救世军人 3,461
代祷:
1. 为我们在该地域经历成长赞美神，并为地域在许多地区为耶稣赢得新的灵魂祈祷。
2. 为我们这个月举行的候补员大会和培训事工祷告，能为未来的事工带来更多的灵感和动力。
3. 为即将在 2 月进入军官训练学院的新一届学员祷告，为他们即将接受训练的心思和灵性准备祷告。祈求更多的资

源，以便地域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24/02 大窝口青少年中心
高级主任: 曾婉君女士
代祷: 
1. 为了全体同事和家人的健康，希望我们能拥有健康的身心，迎接未来的挑战。
2. 也请为我们的青少年服务代祷。在社会动荡和新冠疫情之后，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社会鸿沟，我们中的许多人彼

此不信任，甚至父母、老师和同龄人；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令人难过。作为在小区工作的社工，我们希望成为人
与人之间的和平缔造者和桥梁，我们尤其希望与年轻人重新接触，进一步帮助他们重建家人与小区之间的信任。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7/02 行政办公室
军区总指挥: 麦腓力准将
军区秘书长：陈徐香凝少校
代祷:
1. 感谢神恩佑及带领救世军港澳军区。感谢神差派麦腓力准将及麦彭黛丽准将一路平安地来到港澳军区履新，担

任军区总指挥及军区妇女事工会长，成为我们的新军区领袖。愿神保守他们，并大大加力与他们。
2. 愿神加力与每一位军官、同事及救世军人，让我们在新军区领袖的领导下，以爱一起服侍，一起越变越强。

28/02 西九龙队
部队军官: 冯素玲上尉
代祷:
1. 为到部队由分队成立为西九龙队的发展及方向祷告。
2. 为到将要募立干事团队祷告,求主使干事们同心合意并充满使命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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