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3 三圣幼儿学校
校长:林天慧女士
代祷:
1. 愿神保守三圣幼儿学校的学生、家长及教职员身心健康。
2. 下学期已经展开，愿神保守带领团队各成员工作顺利，新成员能尽快投入适应。面对长期欠缺人手，祈求能招

募到合适的职工，为我们的孩子服务。
02/03 全球祈祷日

瑞典及拉脱维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齐宝准将
地域秘书长: 谭诺拔上校
军官296（在职137/ 退休159）委员8 学员12 部队85 分队11 
军兵 3,099 青年兵 166救世军之友1,354
代祷:
请为瑞典祷告
1. 请祈祷我们可以更成功更顺利传播福音，特别是向儿童及青少年这一族羣。
2. 请为来自乌克兰的难民祈祷，让我们的工作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3. 请为招募军官及在地军官等新领袖而祈祷。
为拉脱维亚祷告
1.   请为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事工祈祷，我们在这些事工上需要一位领袖，让事工得以持续发展。
2.   请为我们在自我支持的事工上祈祷，让我们能有灵感作新构思并得以成功。

03/03 大窝口儿童之家
高级主任：曾婉君女士
代祷:
1. 求神预备和供应合适的装修工程服务承办商，以及保守和祝福一切之进展。
2. 求神祝福工作团队各人身心灵健康，为服务单位供应和寻找合适的同工加入。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6/03 财务部
财务及人力资源总监：伍慧燕女士
代祷:
1. 为财务部的重组，和不同资金中的重配工作顺利进行而祷告。
2. 祈祷我们可以有智慧地运用易于明白的言语，与其他部门沟通会计的工作。

07/03 美乐队
部队军官: 张冠荣少校
代祷:
1. 为张少校牧养美乐队和兼顾齐+发展福音工作而代祷。
2. 为共享空间服侍众长者代祷，求神祝福长者们，藉小区服务相信耶稣。

08/03 大窝口幼儿学校
校长:陈嘉怡女士
代祷:
1. 随着社会上疫情渐见缓和，学校已恢复全日面授课堂，求主看顾校内每位幼儿、家长及教职员能有平安的心，健

康的体魄，有序复常。
2. 感谢主一直带领学校团队度过不同的挑战，求主继续赐予团队各人心灵得力，有智慧及信心去关顾每个家庭的需

要，又借着合适的教学培育幼儿的身、心、灵发展。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9/03 全球祈祷日
赞比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彭毅法准将
地域秘书长: 幸爱莲上校
军官307（在职235/ 退休72）部队156
军兵 34,569 青年兵 10,857救世军之友2,498
代祷: 
1. 请为我们的地域领袖和今年的活动日程祷告。
2. 请为我们境内缺乏食物的人祷告。
3. 请为我们国家的总统和他的内阁祷告，愿神用他们带领赞比亚。

10/03 屯门青少年综合服务
助理高级主任：沈晓枫女士
代祷: 
1. 感谢神给我们机会启动二十一世纪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计划，为青少年创造更多参与小区的机会和营造充满希

望的成长环境。
2. 请为本中心所有员工及服务使用者的身体健康祷告。



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3/03 人力资源部

财务及人力资源总监：伍慧燕女士
代祷:
1. 为部门各同工祷告，因RP所有人力资员同事辞职，总部同事需要兼顾RP运作。
2. 为各部门人手短缺祷告，让我们能聘用合适的员工给各部门。

14/03 沙田队
部队军官: 曹谭玉珍少校
代祷:
1. 感谢神恩领沙田队走过39年的恩典岁月，今年迈进40周年。求圣灵赐军兵同人智慧的心，「看见一切全是恩

典，乐意为神更新改变」。
2. 感谢神赐沙田队一群爱神、爱人、爱教会的干事及弟兄姊妹；求圣灵恩领「我们一起越变越强」。
3. 感谢神赐沙田队广阔的牧区，透过不同的牧区单位，可以接触小区不同人士；求主舍己的爱每天激励弟兄姊妹，

藉牧区单位为主发热发光，让主的爱传遍小区。
15/03 大元幼儿学校

校长: 叶翠如女士
代祷:
1. 求神保守招募同工及行政助理的工作。
2. 求神保守，让我们可以为下个学期招募更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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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6/03 全球祈祷日
瑞士、奥地利及匈牙利地域
地域总指挥: 安亨利中将
地域秘书长: 严丹尼上校
军官354（在职147/ 退休207）部队61 分队 2 学员10
军兵 2,100 青年兵 203 救世军之友 1419
代祷:
1. 请祈祷我们能在2023年能找到地域未来新的愿景和使命。
2. 请为奥地利救世军祷告，愿他们的「超越维也纳」（Beyond Vienna）策略能顺利实践。
3. 请为匈牙利救世军祷告，愿他们能有智慧并细心地计划和实施对乌克兰的援助。

17/03 屯门东青少年综合服务
助理高级主任: 黄少丽女士
代祷:
1. 为服务团队及其家庭能平安喜乐及身心体健康祷告。
2. 为受疫症影响的服务使用者能顺利渡过所有危机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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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0/03 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经理: 邝晓桓先生
代祷:
1. 为2023至2024年度工作计划祷告，求主保守带领，使内部审计部协助各部门及单位完善其合规、风险管理及

内部控制系统。
2. 为部门和地域同工及家人祷告，求主赐下健康、平安、喜乐。

21/03 东涌队
部队军官: 余基甸上尉及余李彩玲上尉
代祷:
1. 为两位队长身兼两个部队祷告，求主加能赐力，让我们能尽心服侍主。
2. 为部队干事及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祷告，求主复兴众人的心，同心服侍主。
3. 为学校的学生能认识主祷告，求主预备同学们的心，打开心门迎接主。

22/03 天平幼儿学校
校长：郭紫洁女士
代祷:
1. 学校厨师梁佩琼即将退休，愿天父祝福她的退休生活健康愉快，也为学校预备合适的人，以接替其工作。
2. 学校具个别差异学生人数颇多，愿天父大大加力给老师、家长及专业团队，让彼此有良好的沟通及合作，使幼

儿能在学前这黄金阶段得到最适切的评估与服务，有助他们发展各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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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3/03 全球祈祷日
津巴布韦及博茨瓦纳地域
地域总指挥: 白伟恩中将
秘书长: 李凡信准将
军官686（在职564/ 退休122）委员14 学员22
部队453 分队567 军兵 136,888 青年兵 18,519救世军之友5,832
代祷: 
1. 请为2023年地域的活动日程祷告，愿所有地域内部队和区部的活动都得以顺利进行。
2. 请祈祷津巴布韦2023年总统选举期间及过后，国家都能和平。
3. 我们正准备于7月在津巴布韦地域接待大将，请为我们的准备能顺利进行而祷告。

24/03 市区重建社区服务队
高级主任: 陈美霞女士
代祷: 
1. 随着都市发展及更新，很多旧区居民受市区重建影响，住户面临搬迁，愿主保守他们搬迁过程顺利，尽快适应新

环境及生活。
2. 愿主保守所有市区重建社区服务队同工有健康的体魄以应付繁重的工作。
3. 愿主保守市区重建土瓜湾中心的维修工作可以顺利开展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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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7/03 法律部
法律顾问: 庄洁芝女士
代祷:
1. 求主的大能让我妈妈能通过物理治疗可以再次走路。
2. 求主能医治我的气管敏感。

28/03 大埔队
部队军官: 姜美义上尉
代祷: 
1. 感谢神的带领让大埔队可以到皇后山分队服侍，由2023年2月开始逢第二及第四个主日大埔队都会全部队移师

到皇后山分队举行主日圣洁会，总出席人数约60人(大埔队约20位弟兄姊妹及皇后山分队约20位成人20位小朋
友)。暂时由部队支付每次往返的旅游巴费用，约20位弟兄姊妹受惠。

2. 祷告记念部份未能参与的长者，他们只能暂停当次聚会，受影响的约5位。
3. 祷告记念弟兄姊妹在部队或到皇后山分队事奉及奉献的心。

29/03 荃湾幼儿学校
校长: 黄婉儿女士
代祷:
1. 幼儿学校于2月中恢复全日面授的教学，愿上帝保守全校教职员有健康的心身灵应付各项教学工作及行政安排，

保守全日课程及教学流程顺利。祝福师生身体健康，及学生很快便适应全日面授的学校生活。
2. 因出生率及移民潮的影响下，学前机构的收生将面对很大的挑战，求上帝祝福各校在新学年收生的名额能达至

政府要求的标准，赐足够的智慧及信心让各校领导层策划不同的对外宣传工作及收生安排，保守各校上下齐心
面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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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30/03 全球祈祷日
巴西地域
地域总指挥: 施伟信准将
地域秘书长: 马曼劳上校
军官172（在职120/ 退休52）部队42 学员9
军兵 1,610 青年兵 425救世军之友138
代祷: 
1. 请为整个地域的属灵复兴祷告。
2. 请为巴西救世军的发展，和当中所面对的挑战而祷告。
3. 请为地域领袖能有智慧和方向祷告。

31/03 东涌家庭支持中心
计划队长: 曾晓彤女士
代祷: 
1. 祈祷各同工及家人身体健康，能以健康的身心面对目前的挑战。
2. 请为我们的服务祷告。香港受新冠疫情困扰三年之久，对儿童、青少年和他们的家人影响甚大。许多家庭都深

受家庭矛盾及经济问题困扰。作为救世军同工，我们会继续帮助服务使用者面对困难，为儿童及这些家庭重建
合宜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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