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02 機構傳訊部 

機構傳訊部總監: 周紫樺女士 

代禱 

1. 感謝主保守，讓部門能夠在充滿挑戰的2020年裏順利完成各項有關90周年的計劃項目 

2. 求主繼續帶領部門2021年透過各項傳訊工作，加強與外界及內部的溝通。 

3. 機構傳訊部最近有新同事加入，求主幫助新同事盡快適應工作環境，保守團隊合一；同時祝福同事身體健康，更
有力服侍神。 

02/02 卜維廉隊 

部隊軍官: 譚羅惠芳少校 

代禱 

1. 為部隊弟兄姊妹一同學習「成為門徒．靈命倍增」禱告。 

2. 為疫情期間部隊仍能於社區(慈雲山區、東頭、竹園及卜維廉中學)服侍及代禱感恩。 

03/02 荔枝角幼兒學校 

校長: 黃婉兒女士 

代禱 

1. 保守校內教職員和幼兒身體健康。給予智慧校長和老師，為幼兒安排合適的課程和方法，維持他們學習的興趣，
在疫情下繼續學習成長。 

2. 全校家長在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幼兒的情況下，經濟及情緒兩方面都蒙保守。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4/02 全球祈禱日 

歐洲東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柏啟文准將 

地域秘書長: 布力察上校 

軍官 103(在職94/退休9) 部隊 36 學員 12  

軍兵 1,248 青年兵 303 

代禱 

1.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祈求神繼續保守仍然在社區事奉的軍官及軍兵。 

2. 請為我們於保加利亞開始建立救世軍事工祈禱，特別我們面對法律及行政問題，還有於當地建立重要的關係。 

3. 祈求神給我們智慧及指導，讓我們完成地域未來5年的策略計劃。 

4. 為最近引入的籌募策略成功祈禱。地域可以減少依賴外來的經濟援助。 

5. 為軍官訓練學院的軍官及正在恩惠使者班及復和使者班接受訓練的學員祈禱。他們來自4個不同國家。雖然現
在的訓練受阻，但祈求不會對他們有太大的影響。 

6. 神會繼續興起各人，讓他們委身成為軍官。 

7. 為我們的青年及兒童事工，包括所有與年青人一起事奉的人祈禱。祈求神繼續為他們作新事，讓青年及兒童
事工得以蓬勃發展。 

05/02 健康及護理服務 

健康及護理服務主任：陳玉嬋女士 

代禱 

1. 願護理團隊繼續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專業、摯誠的照顧服務，特別是在新冠肺炎期間，長者之家的「不准探訪」
政策已實施接近一年。 

2. 求神預備合適的前線護理人員（護士、個人護理員和工人），為本軍幾間長者之家填補重要崗位的空缺。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8/02 拓展部 

拓展總監: 梁志衡先生 

代禱 

1. 請為拓展部團隊及2021年各項籌款及協作活動的籌備工作祈禱。 

2. 求主保守我們的企業及社區夥伴，能在疫情影響下面對各種挑戰，亦為我們在各項社區服務的夥伴協作祈禱。 

09/02 英語隊 

部隊軍官: 高善麗上尉 

代禱 

1. 軍區為英語隊的未來計劃。 

2. 部隊同仁的屬靈生命和財政穩健。 

10/02 梨木樹幼兒學校 

校長：陳家儀女士 

代禱 

1. 各人在長達一年的抗疫路上，精神和心理上都有著軟弱的時候，我們誠心祈求主賜平安，求主醫治受感染和安
慰受病困擾的病人，保守每位醫護人員的精神和能力。求主一直與我們同行，讓各人心存盼望，使我們有堅定
的信心，一同跨過這疫情。 

2. 願我們各人在不同單位的事奉工作上得著主加力，在不同困難中，在主裡有平安和健康的身體。感恩主的帶領，
讓我們滿有能力，除為幼兒和家長提供教育外，更傳揚主恩，讓人認識主慈愛的機會。阿們 ！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1/02 

 

全球祈禱日 

尼日利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利偉達准將 

地域秘書長: 譚以撒上校 

軍官486(在職382/退休104) 部隊192 學員49  

軍兵 21,685 青年兵 8,259 

代禱 

1. 請與我們一起讚頌神，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全國騷亂期間，很多人都失去了生命。神保守我們的軍官及同工健康及安
全。 

2. 受到全球疫情的影響，我們的百周年慶典由2020年10月，改為2021年8月24-29日。我們把這個日子、籌備委員會，
及我們的特別嘉賓大將伉儷擺上，在神面前祈禱。 

3. 求神帶領我們地域領袖實施五年策略計劃。 

4. 現在正有兩班學員接受訓練。我們將訓練同工帶在神面前，祈求神給他們充滿精神及知識，培育出未來的領袖。 

5. 本地域2021年的主題是「在基督無盡的可能中成長」。祈求我們的同工被聖靈充滿，以遵從救世軍的教導及做法。 



懷熱心 行使命 同服待 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6/02 港島東隊 

部隊軍官: 林少威學員中尉 

副部隊軍官: 林蔡沚妡學員中尉 

代禱事項 

1. 疫情下受影響之社區家庭。 

2. 新常態下弟兄姊妹之牧養。 

17/02 樂民幼兒學校 

校長：譚玉珍女士 

代禱 

1. 學校在新冠肺炎疫情而延長停止面授課程的影響下，面對更大的挑戰，更要發揮團結精神，同心面對挑戰。為學
校各員工能緊守工作崗位而感恩，祈求天父繼續賜給我們恩慈和智慧，帶領我們的家長和幼兒。 

2. 求天父保守我們學校的員工、家長和幼兒身體健康。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8/02 全球祈禱日 

加拿大及百慕達地域 

地域總指揮: 狄福臨中將 

地域秘書長: 許毅華准將 

軍官1,542(在職611/退休931) 部隊285 學員42  

軍兵 15,743 青年兵 2,102 

代禱 

1. 祈求神賜予我們勇氣、信心及能量，讓我們仰著頭、張開眼，看看神對我們有甚麼新的要求，因我們在這持續受
到挑戰的時期，在神的帶領下一直向前走。 

2. 祈求神不斷將衪的恩典及憐憫帶給衪的子民。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恢復失去了的喜樂，為本地域的人民帶來深切
的希望。 

3. 為加拿大及百慕達地域的領袖祈禱，他們將會在我們起動本軍時為迎接挑戰作好準備。祈求他們不僅了解所有正
在發生的事情，更有強烈的渴望增加能力，在未來的重要日子領導地域。 

4. 為地域全新的「起動2.0」計劃禱告。此計劃是一次觀點的改變，目標是建立本軍的能力，把我們的使命提升至
不同的層次：一個以使命為本、力求增長的地域。 

5. 為兒童及年青人及領導他們的人祈禱 – 祈求他們有智慧、遠見及活力。本地域將會尋求以基督及他人為中心。祈
求神給我們作新事。  

6. 為招募候補員祈禱。感謝神，近年都有很多人回應神的呼召，成為全職事奉的軍官。我們需要更多的救世軍人回
應神的呼召，以拓展神的國度。 

7. 為我們的領袖狄福臨和狄鮑翠詩中將伉儷，及許毅華和許雪麗准將伉儷祈禱。他們在未來的日子，繼續成為有遠
見的人。使本地域不單在人數上有增長，在靈命和神命定的聖潔上也不斷成長。 

19/02 
 

海嵐長者中心 

中心主任：何嘉安女士 

代禱 

1. 祈求香港疫情狀況能得以舒緩及受控，讓大家都得到平安及健康；長者、職員及其家人都保持正面、積極態度面對
疫情。 

2. 求主賜予同工智慧回應社區及長者需要；亦保守中心兩位懷孕同工能順利誕下健康、充滿喜樂的寶寶。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2/02 

 

區總部 

區長: 林賢明少校 

代禱 

1. 在新一年，為著各部隊的軍官及幹事，不受疫情的影響，仍能繼續牧養弟兄姊妹及服務社區有需要的人士禱告。
2. 為著皇后山學校的植堂計劃禱告，求神預備適合的同工和弟兄姊妹，在那裡開始福音工作。 

23/02 

 

錦田隊 

部隊軍官: 姜美義上尉 

代禱 

1. 為著弟兄姊妹的身心靈健康，對上帝有信心禱告。 

2. 為著部隊能回復到在疫情前的運作禱告。 

24/02 明德幼兒學校 

校長：張雯麗女士 

代禱 

1. 新冠疫情對全港及至世界各地也帶來巨大的影響，且已持續接近一年之久，求主保守各校幼兒、家長、學校教職
員及其家人也能得著健康及平安，求主保守疫情能得以控制，讓各人生活能回復如常。  

2. 持續不斷的疫情，對幼兒的學習、家長的工作及教師的教學也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求主保守幼兒得着從神而來
熱切學習的心，求主讓各個家庭的狀況得著看顧，亦求主讓老師們能在教學上充滿智慧，帶領幼兒的學習與成長。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5/02 全球祈禱日 

新加坡、緬甸及馬來西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衛朗尼准將 

地域秘書長: 韓夏利上校 

軍官180(在職149/退休31) 部隊 63 學員C 6  

軍兵 2,805 青年兵 440 

代禱 

1. 祈求在部隊及社會服務事工，救世軍人能培養出強大的門徒文化。 

2. 在我們的地域興起熱心的領袖，能清楚了解他們對使命的呼召。 

3. 我們已成功於泰國註冊，正式成立救世軍。 

4. 本地域的4個國家- 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及泰國，一起促進本地域所有事工的內部合作及統一。 

5. 救世軍人開始參與社會公義事務，並於適當時機在本地社區中宣揚神的愛。 

26/02 海泰長者之家 

高級主任：黃凱恩女士 

代禱  

1. 請為各院友代禱，希望他們在寒冬保持身體健康、內心平安；亦為著院友家人禱告，因為他們都擔心長者在冬天
的生活，願他們跟院舍同事充分溝通和合作，疫境同行。 

2. 請為一眾同事加力，因為在疫情及冬天來臨會更加忙碌，面對更多決策，祈求他們關顧自己的身心靈健康，迎接
2021年的工作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