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一起越變越強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02 樂民幼兒學校
校長：譚玉珍女士
代禱:
1. 願天父每天保守樂民幼兒學校學生、家長、教職員身心靈健康。
2. 新的一年，願主的手能帶領學校發展工作，一切順利。

02/02 全球祈禱日
西班牙及葡萄牙軍區
軍區總指揮: 趙立飛上校
軍區秘書長:卡善娜少校
軍官 41(在職37/ 退休4)  部隊 16委員2
軍兵 446 青年兵 73 救世軍人 6
代禱:
1. 我們感謝神的供應和大將在軍區大會給我們留下靈性復興。
2. 我們求神加強我們部隊軍官的精神和體力。
3. 我們求神幫助我們，在所有已計劃給的成年人、兒童和年青人活動中都取得成功，從而使人們悔改信主並委身

於祂。
03/02 曦華樓

宿舍經理：何祥天先生
代禱:
1. 求主祝福曦華樓住客有健康的體魄面對生活及工作。
2. 曦華樓將進行裝修工程，求主保守工程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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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 軍官訓練學院/ 宣教使命學院/ 救世軍領袖培訓中心
宣教使命學院總監/ 軍官訓練學院院長：曹錦昌少校
代禱:
1. 請為2023年1月1日分別在軍官訓練學院和九龍城隊開始學科研讀和實習的李嘉濠學員中尉代禱；
2. 為宣教使命學院軍兵晚間聖經課程禱告。這個春季學期有兩科。禱告軍兵能從中得屬靈益處。

07/02 九龍中央堂
部隊軍官: 李內欣上尉
助理部隊軍官：何振義中尉
代禱:
1. 延續及鞏固往年的外展青少年音樂事工，更深建立關係，孩子及家庭能認識福音，從而加入教會，在神的家成長。
2. 面對社會轉變，部隊面對移民潮，求主仍賜部隊上下同心殷勤服事，利用每個危機變為轉機，忠心事主。
3. 願軍兵渴慕實踐神的話，更深回應主的呼召，成為神所用的精兵。

08/02 明德幼兒學校
校長：張雯麗女士
代禱:
1. 祈求全球疫情穩定消退，各人健康平安，讓社會回復正常生活。
2. 踏入2023年，為我們學校的幼兒、家長、全體職員身心靈健康禱告，讓大家有著信心、力量去迎接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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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 全球祈禱日
斯里蘭卡地域
地域總指揮:夏理孝准將
地域秘書長:岑應臨上校
軍官 147(在職97/ 退休50)  部隊 44  學員 1
軍兵 4,412  青年兵 857 救世軍人 1,038
代禱:
1. 事工擴展 — 根據策略計劃，我們的地域正在進一步將事工推廣到目前沒有本軍工作的行政地區。
2. 候補員 - 今年我們計劃第一年的學員會參加在第二學年的課程。有些學員將會網上參加，因為他們已經被派到

發展事工的地方。
3. 大將到訪—大將將於 2023 年 4 月到訪我們地域。
4. 為斯里蘭卡的國家經濟和政治穩定禱告。
5. 為所有軍官軍兵禱告。

10/02 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
主任: 黃婉儀女士
代禱: 
1. 感謝上帝保佑我們的服務使用者、員工和他們的家人每天都能健康、快樂、平安。
2. 為我們的前線工作人員有信心、希望、愛心和熱心服務我們的社區禱告。
3. 我們擁有來自上帝的美好智慧應對疫情下不斷變化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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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 區總部

區長：陳國威少校
代禱:
1. 感謝神!2023年2月3日舉行的新春培靈會順行完成。求主使用余牧師並再次挑旺軍區同人的愛心。
2. 為新調任的部隊軍官及相關部隊禱告，求大家同心合意繼續實踐福音使命。

14/02 九龍城隊
部隊軍官: 葉大衛少校
助理部隊軍官：李嘉濠學員中尉
代禱: 
1. 求神賜智慧與能力幹事團隊配合新任命的學員中尉，願能彼此緊密合作共同為來年所立的目標努力。
2. 感謝神供應教育中心不同的義工協助功課輔導班，中心在職導師工作的時間經常不穩定，現正招聘人手，求神

賜下合適的人選。
15/02 北角幼兒學校暨育嬰園

校長 : 梁詠娟女士
代禱:
1. 求天父看顧學校每一位嬰幼兒、家長及教職員，每天都充滿喜樂、平安和健康，在新的一年裡繼續享有從天上

而來的福氣。
2. 為疫情繼續禱告，祈求疫情緩和後各行各業能重返常態，讓彼此生活能安穩如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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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 全球祈禱日
台灣軍區
軍區總指揮：譚美順少校
軍官 18(在職14/退休4)  委員 1  部隊 5 分隊 2
軍兵 222  青年兵 34  救世軍人 87
代禱：
1. 為2 月 25 - 28 日舉行的班克魯聖潔班，我們得著靈性復興禱告。
2. 為我們的門徒訓練計劃禱告，使我們的軍隊在基督里扎根。
3. 為內湖隊禱告，隨著他們事工的發展，能購買更寬敞的處所。
4. 為我們軍區有更多候補人員禱告。

17/02 大窩口長者中心
主任: 李劍雄先生
代禱:
1. 為大窩口長者中心離職員工代禱，願他們適應新崗位，生活平安喜樂。
2. 為中心現有的同工代禱，他們正在克服人手短缺的辛苦局面，祈盼我們能順利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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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教育服務部
教育服務部總監:何世孝博士
代禱:
1. 感謝神的帶領，在這段疫情期間，我們的學校、服務單位及部隊實踐整全使命，緊密協作，為服務使用者提供

身心靈的幫助。
2. 願神祝福及使用各部隊、學校及服務單位各個富創意的計劃項目，讓這些項目為社區帶來具影響力的改變。

21/02 東九龍隊
部隊軍官: 林業鏗上尉
代禱:
1. 為兒童主日學的需要，部隊籌備改動空間，讓部隊有足夠、安全的地方舉辦兒童主日學；
2. 為事奉人員人手緊張禱告，求主幫助軍兵們勇於委身事奉上帝、服侍他人。

22/02 白田幼兒學校暨育嬰園
校長：梁翠鳳女士
代禱:
1. 社會的現況下，學校及家庭面對很多的轉變及挑戰，願上帝加力予家長、幼兒及校內的同工，願大家有從上而

來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不同的轉變及挑戰，心裡有著平安喜樂的福氣。
2. 願上帝保守全校學生、家長及教職員，有健康強健的身體，讓教職員充滿活力、彼此互相效力，事奉校內的有

不同需要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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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 全球祈禱日
坦桑尼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卡森姆上校
地域秘書長:紀偉利上校
軍官 285(在職278/ 退休7)  學員 10  部隊 84  分隊 52 
軍兵 9,972  青年兵 5,620  救世軍人 3,461
代禱:
1. 為我們在該地域經歷成長讚美神，並為地域在許多地區為耶穌贏得新的靈魂祈禱。
2. 為我們這個月舉行的候補員大會和培訓事工禱告，能為未來的事工帶來更多的靈感和動力。
3. 為即將在 2 月進入軍官訓練學院的新一屆學員禱告，為他們即將接受訓練的心思和靈性準備禱告。祈求更多的資

源，以便地域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

24/02 大窩口青少年中心
高級主任: 曾婉君女士
代禱: 
1. 為了全體同事和家人的健康，希望我們能擁有健康的身心，迎接未來的挑戰。
2. 也請為我們的青少年服務代禱。在社會動盪和新冠疫情之後，人與人之間出現了社會鴻溝，我們中的許多人彼

此不信任，甚至父母、老師和同齡人；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令人難過。作為在社區工作的社工，我們希望成為人
與人之間的和平締造者和橋樑，我們尤其希望與年輕人重新接觸，進一步幫助他們重建家人與社區之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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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2 行政辦公室
軍區總指揮: 麥腓力准將
軍區秘書長：陳徐香凝少校
代禱:
1. 感謝神恩祐及帶領救世軍港澳軍區。感謝神差派麥腓力准將及麥彭黛麗准將一路平安地來到港澳軍區履新，擔

任軍區總指揮及軍區婦女事工會長，成為我們的新軍區領袖。願神保守他們，並大大加力與他們。
2. 願神加力與每一位軍官、同事及救世軍人，讓我們在新軍區領袖的領導下，以愛一起服侍，一起越變越強。

28/02 西九龍隊
部隊軍官: 馮素玲上尉
代禱:
1. 為到部隊由分隊成立為西九龍隊的發展及方向禱告。
2. 為到將要募立幹事團隊禱告,求主使幹事們同心合意並充滿使命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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