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一起越變越強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03 三聖幼兒學校
校長:林天慧女士
代禱:
1. 願神保守三聖幼兒學校的學生、家長及教職員身心健康。
2. 下學期已經展開，願神保守帶領團隊各成員工作順利，新成員能盡快投入適應。面對長期欠缺人手，祈求能招

募到合適的職工，為我們的孩子服務。
02/03 全球祈禱日

瑞典及拉脫維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齊寶准將
地域秘書長: 譚諾拔上校
軍官296（在職137/ 退休159）委員8 學員12 部隊85 分隊11 
軍兵 3,099 青年兵 166 救世軍之友1,354
代禱:
請為瑞典禱告
1. 請祈禱我們可以更成功更順利傳播福音，特別是向兒童及青少年這一族羣。
2. 請為來自烏克蘭的難民祈禱，讓我們的工作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
3. 請為招募軍官及在地軍官等新領袖而祈禱。
為拉脫維亞禱告
1.   請為我們的兒童、青少年和家庭事工祈禱，我們在這些事工上需要一位領袖，讓事工得以持續發展。
2.   請為我們在自我支援的事工上祈禱，讓我們能有靈感作新構思並得以成功。

03/03 大窩口兒童之家
高級主任：曾婉君女士
代禱:
1. 求神預備和供應合適的裝修工程服務承辦商，以及保守和祝福一切之進展。
2. 求神祝福工作團隊各人身心靈健康，為服務單位供應和尋找合適的同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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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6/03 財務部
財務及人力資源總監：伍慧燕女士
代禱:
1. 為財務部的重組，和不同資金中的重配工作順利進行而禱告。
2. 祈禱我們可以有智慧地運用易於明白的言語，與其他部門溝通會計的工作。

07/03 美樂隊
部隊軍官: 張冠榮少校
代禱:
1. 為張少校牧養美樂隊和兼顧齊+發展福音工作而代禱。
2. 為共享空間服侍眾長者代禱，求神祝福長者們，藉社區服務相信耶穌。

08/03 大窩口幼兒學校
校長:陳嘉怡女士
代禱:
1. 隨着社會上疫情漸見緩和，學校已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求主看顧校內每位幼兒、家長及教職員能有平安的心，健

康的體魄，有序復常。
2. 感謝主一直帶領學校團隊度過不同的挑戰，求主繼續賜予團隊各人心靈得力，有智慧及信心去關顧每個家庭的需

要，又藉著合適的教學培育幼兒的身、心、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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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3 全球祈禱日
贊比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彭毅法准將
地域秘書長: 幸愛蓮上校
軍官307（在職235/ 退休72）部隊156
軍兵 34,569 青年兵 10,857救世軍之友2,498
代禱: 
1. 請為我們的地域領袖和今年的活動日程禱告。
2. 請為我們境內缺乏食物的人禱告。
3. 請為我們國家的總統和他的內閣禱告，願神用他們帶領贊比亞。

10/03 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助理高級主任：沈曉楓女士
代禱: 
1. 感謝神給我們機會啟動二十一世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計劃，為青少年創造更多參與社區的機會和營造充滿希

望的成長環境。
2. 請為本中心所有員工及服務使用者的身體健康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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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 人力資源部

財務及人力資源總監：伍慧燕女士
代禱:
1. 為部門各同工禱告，因RP所有人力資員同事辭職，總部同事需要兼顧RP運作。
2. 為各部門人手短缺禱告，讓我們能聘用合適的員工給各部門。

14/03 沙田隊
部隊軍官: 曹譚玉珍少校
代禱:
1. 感謝神恩領沙田隊走過39年的恩典歲月，今年邁進40週年。求聖靈賜軍兵同人智慧的心，「看見一切全是恩

典，樂意為神更新改變」。
2. 感謝神賜沙田隊一群愛神、愛人、愛教會的幹事及弟兄姊妹；求聖靈恩領「我們一起越變越強」。
3. 感謝神賜沙田隊廣闊的牧區，透過不同的牧區單位，可以接觸社區不同人士；求主捨己的愛每天激勵弟兄姊妹，

藉牧區單位為主發熱發光，讓主的愛傳遍社區。
15/03 大元幼兒學校

校長: 葉翠如女士
代禱:
1. 求神保守招募同工及行政助理的工作。
2. 求神保守，讓我們可以為下個學期招募更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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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 全球祈禱日
瑞士、奧地利及匈牙利地域
地域總指揮: 安亨利中將
地域秘書長: 嚴丹尼上校
軍官354（在職147/ 退休207）部隊61 分隊 2 學員10
軍兵 2,100 青年兵 203 救世軍之友 1419
代禱:
1. 請祈禱我們能在2023年能找到地域未來新的願景和使命。
2. 請為奧地利救世軍禱告，願他們的「超越維也納」（Beyond Vienna）策略能順利實踐。
3. 請為匈牙利救世軍禱告，願他們能有智慧並細心地計劃和實施對烏克蘭的援助。

17/03 屯門東青少年綜合服務
助理高級主任: 黃少麗女士
代禱:
1. 為服務團隊及其家庭能平安喜樂及身心體健康禱告。
2. 為受疫症影響的服務使用者能順利渡過所有危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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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0/03 內部審計
內部審計經理: 鄺曉桓先生
代禱:
1. 為2023至2024年度工作計劃禱告，求主保守帶領，使內部審計部協助各部門及單位完善其合規、風險管理及

內部控制系統。
2. 為部門和地域同工及家人禱告，求主賜下健康、平安、喜樂。

21/03 東涌隊
部隊軍官: 余基甸上尉及余李彩玲上尉
代禱:
1. 為兩位隊長身兼兩個部隊禱告，求主加能賜力，讓我們能盡心服侍主。
2. 為部隊幹事及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禱告，求主復興眾人的心，同心服侍主。
3. 為學校的學生能認識主禱告，求主預備同學們的心，打開心門迎接主。

22/03 天平幼兒學校
校長：郭紫潔女士
代禱:
1. 學校廚師梁佩琼即將退休，願天父祝福她的退休生活健康愉快，也為學校預備合適的人，以接替其工作。
2. 學校具個別差異學生人數頗多，願天父大大加力給老師、家長及專業團隊，讓彼此有良好的溝通及合作，使幼

兒能在學前這黃金階段得到最適切的評估與服務，有助他們發展各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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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3 全球祈禱日
津巴布韋及博茨瓦納地域
地域總指揮: 白偉恩中將
秘書長: 李凡信准將
軍官686（在職564/ 退休122）委員14 學員22
部隊453 分隊567 軍兵 136,888 青年兵 18,519救世軍之友5,832
代禱: 
1. 請為2023年地域的活動日程禱告，願所有地域內部隊和區部的活動都得以順利進行。
2. 請祈禱津巴布韋2023年總統選舉期間及過後，國家都能和平。
3. 我們正準備於7月在津巴布韋地域接待大將，請為我們的準備能順利進行而禱告。

24/03 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高級主任: 陳美霞女士
代禱: 
1. 隨著都市發展及更新，很多舊區居民受市區重建影響，住戶面臨搬遷，願主保守他們搬遷過程順利，盡快適應新

環境及生活。
2. 願主保守所有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同工有健康的體魄以應付繁重的工作。
3. 願主保守市區重建土瓜灣中心的維修工作可以順利開展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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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7/03 法律部
法律顧問: 莊潔芝女士
代禱:
1. 求主的大能讓我媽媽能通過物理治療可以再次走路。
2. 求主能醫治我的氣管敏感。

28/03 大埔隊
部隊軍官: 姜美義上尉
代禱: 
1. 感謝神的帶領讓大埔隊可以到皇后山分隊服侍，由2023年2月開始逢第二及第四個主日大埔隊都會全部隊移師

到皇后山分隊舉行主日聖潔會，總出席人數約60人(大埔隊約20位弟兄姊妹及皇后山分隊約20位成人20位小朋
友)。暫時由部隊支付每次往返的旅遊巴費用，約20位弟兄姊妹受惠。

2. 禱告記念部份未能參與的長者，他們只能暫停當次聚會，受影響的約5位。
3. 禱告記念弟兄姊妹在部隊或到皇后山分隊事奉及奉獻的心。

29/03 荃灣幼兒學校
校長: 黃婉兒女士
代禱:
1. 幼兒學校於2月中恢復全日面授的教學，願上帝保守全校教職員有健康的心身靈應付各項教學工作及行政安排，

保守全日課程及教學流程順利。祝福師生身體健康，及學生很快便適應全日面授的學校生活。
2. 因出生率及移民潮的影響下，學前機構的收生將面對很大的挑戰，求上帝祝福各校在新學年收生的名額能達至

政府要求的標準，賜足夠的智慧及信心讓各校領導層策劃不同的對外宣傳工作及收生安排，保守各校上下齊心
面對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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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30/03 全球祈禱日
巴西地域
地域總指揮: 施偉信准將
地域秘書長: 馬曼勞上校
軍官172（在職120/ 退休52）部隊42 學員9
軍兵 1,610 青年兵 425救世軍之友138
代禱: 
1. 請為整個地域的屬靈復興禱告。
2. 請為巴西救世軍的發展，和當中所面對的挑戰而禱告。
3. 請為地域領袖能有智慧和方向禱告。

31/03 東涌家庭支援中心
計劃隊長: 曾曉彤女士
代禱: 
1. 祈禱各同工及家人身體健康，能以健康的身心面對目前的挑戰。
2. 請為我們的服務禱告。香港受新冠疫情困擾三年之久，對兒童、青少年和他們的家人影響甚大。許多家庭都深

受家庭矛盾及經濟問題困擾。作為救世軍同工，我們會繼續幫助服務使用者面對困難，為兒童及這些家庭重建
合宜的成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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