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4/01 妇女事工部

军区妇女事⼯会⻓: 李张锦玲上校
代祷
1. 为部队的妇女事工积极服事妇女及其家人祈祷。
2. 为去年妇女事工如援手计划、退修日、军区世界祈祷日等活动的成功感恩。
3. 祈求更多妇女认识及接受耶稣为主和个人的救主，并影响她们的家人。

05/01 将军澳队
部队军官: 陈国威少校
代祷
1. 为新冠肺炎患者和怀疑受感染的人祈祷。
2. 为育有小孩的军兵祈祷，小孩需要留在家中被照顾。
3. 为疫情下部队的福音事工祈祷。

06/01 卜凯赛琳幼儿学校
校⻓: 陈佩君女士
代祷
1. 在新的学年里，我们仍然受着新冠肺炎疫情及流感的影响，学校在教学上面对不同的挑战，需要灵活应变，求主
赐予各人智慧，帮助教师们在充满变数的时间中，能为孩子提供更多元化的学习活动，创设有效的学习方式，帮
助孩⼦成⻓。

2. 求主带领我们的教育团队，在新⼀年中迎难⽽上，团结合作，同⼼合⼀，⼀致为孩⼦创造不同的教学活动体验，
亦能按孩子的发展需要而不断革新课程，推动教育服务迈向更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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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7/01 全球祈祷日

巴布亚新⼏内亚及所罗⻔群岛地域
地域总指挥: 尼格斯准将
地域秘书⻓: 高理达上校
军官413(在职324/退休89) 部队63 学员24 
军兵 5,982 青年兵 1,349
代祷
1. 策略计划：我们正制定2021-2025年策略计划，名为「修造、建立、重修」(以赛亚书61:4)。感谢神，我们收
到地域各地真诚、细致的意⻅。祈求神令我们可透过这个计划达⾄⼀致⽬标，让地域的军官、军兵及同⼯都
能对策略重点作出果断的⾏动。更重要的是，祈求所有⽬的和⽬标都令到本地域更有效地传扬福⾳，建立⻔
徒。愿神赐予我们毅力完成任务，实现目标。

2. 军官: 祈求神支持我们于偏远地区服侍的军官及同工，这些地区都欠缺基本设施及公共服务。祈求神会继续加
强他们对呼召的委⾝，保守他们⾝体健康。另外为因着⼀⽉份军官调任⽽受影响的军官⼦女祈祷。感谢神，
⼀⽉份有20位新学员，分别进入两间军校校舍。

3. 财务: 感谢神，很多地域及募捐者⼀直都捐助巴布亚新⼏内亚及所罗⻔群岛的⼈⺠。本地域亦有⼀些赚取收入
的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祈求神赐予决策者属天的智慧及勇气，令他们可在地域里发展更多可以赚取收入
的机会。神会于适当时间开启及关闭机会之⻔。祈求救世军⼈在属灵上慷慨⼤度，即使贫乏仍会把初得的果
实贡献给神。

4. 社区: 为我们社会的弊病，包括性别暴力、巫术及相关的死亡、部落间的战争及贪污祈祷。祈求神继续扩大救
世军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响应。

5. 年青人: 为救世军的儿童、年青人及新晋领袖祈祷。祈求神赐予他们教育及发展的机会，令他们可发展潜质，
为基督影响社会。

6. 所罗⻔群岛: 感谢神带给所罗⻔群岛的发展。祈求神继续赐予智慧，发展财政管理、基本信仰教导及使命表达。
08/01 展艺坊

经理：黎锦沛先生
代祷
1. 因疫情反复，工场训练项目及工作减少，祝愿疫情尽快过去，经济复苏，学员有更多训练机会。
2. 愿学员尽快全面复工，生活可回复正常，祝愿所有人身心愉快，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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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1/01 卜维廉宾馆

营运经理: 卢嘉雯女士
代祷
1. 求主保守团队身体健康，保持乐观心境。
2. 业务能保持平稳。
3. 疫情尽快结束。

12/01 荃葵队
部队军官: 曹蔡英齐少校
副部队军官: 曹锦成少校
代祷
1. 为青年兵及青少年⼈祈祷，在这断断续续上学的情况下学习，仍然积极好学。求主加能赐⼒给学校校⻓及老师们

悉⼼调较，⼜求主赐智能与忍耐给家⻓适应⼦女的学习转变。为青年兵及青少年⼈⾝⼼健康，灵命成⻓不退后祈
祷。

2. 在新常态下，为荃葵队的弟兄姊妹灵命塑造及装备训练代祷，及为新⼀年2021未来日子的福音策略，及小区关怀
代祷。

13/01 海富幼儿学校
校⻓：滕凤芝女⼠
代祷
1. 在疫情下，求神保守家⻓、小朋友、校⻓、老师及职工之身体及心灵上的健康。保守家⻓有耐⼼去处理⼩朋友
日常事情、提醒小朋友要做好个人卫生，保持⾝体健康；给予校⻓有智慧去处理当下的问题；让老师有平安的
心、灵活的头脑去设计合适的教学活动，使幼儿得益；求神给予职工有强健的体魄及充足的睡眠，去做好学校
及家居的清洁工作。我们各人期待能尽快复课，再次与家⻓及⼩朋友⻅⾯。求神让科学家能尽快研发出合适的
疫苗，让全世界的疫情能得到控制。保守失业的人及香港的经济、⺠⽣及教育前景，让人从经历事情中更明白
及体贴神的心意，并愿意放下自己相信神。

2. 因着第四波疫情爆发，我们也担心再次掀起全港性幼儿园预备班(2-3岁)的退学潮。求神给予坐在上位的政府人员
有智慧，能去深入了解及厘订合适的⽅案及策略去帮助家⻓及学校，保守大家的生活能尽快回复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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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4/01 全球祈祷日全球祈祷日全球祈祷日全球祈祷日法国及比利时地域法国及比利时地域法国及比利时地域法国及比利时地域地域总指挥地域总指挥地域总指挥地域总指挥: 劳丹尼准将劳丹尼准将劳丹尼准将劳丹尼准将地域秘书长地域秘书长地域秘书长地域秘书长: 艾格兰上校艾格兰上校艾格兰上校艾格兰上校军官军官军官军官169(在职在职在职在职63/退休退休退休退休106) 部队部队部队部队 36 学员学员学员学员 5 军兵军兵军兵军兵 1,161 青年兵青年兵青年兵青年兵 201代祷代祷代祷代祷为所有人祈祷为所有人祈祷为所有人祈祷为所有人祈祷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相信神仍然加力呼召人到本地域作全职事奉。祈求我们能敏锐圣灵的指引，知道在何时何地去得人，深知道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鱼塘可以不同形式出现。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 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士都来法国寻求希望及自由。失去家人的年青人、没有家人可倚靠及无处容身的女性、还有希望为家人寻觅安全地方的父母。他们都寻求协助，对未来带着希望。军兵及朋友军兵及朋友军兵及朋友军兵及朋友: 分享福音，敬拜，研经，沟通和外展的独特机会渐渐变得规律。祈求网上和小组事工继续支持失落和孤独的人。感谢神，最近针对青年和部队队长的社交媒体培训，在我们的地域上掀起了新一波的刺激。为筹募资金祈祷为筹募资金祈祷为筹募资金祈祷为筹募资金祈祷网上网上网上网上：：：：因应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感谢神给军官、军兵及同工们带来创意。筹款活动随着「圣诞挑战」及「游戏马拉松」而得到很多响应。我们特别为「游戏马拉松」让我们能够接触更多人祈祷。为未来祈祷为未来祈祷为未来祈祷为未来祈祷

1. 本地域包括法国及比利时两个国家，文化及语言都不同。祈求部队财务稳定、有勇气及事工不断增长。网上事工吸引了一些人，但是也排斥了一些人。请与我们一同祈祷，祈求我们的军官、军兵、救世军之友及其他友好在灵命上有所增长、巩固和扎根。透过学习神的道及适当的社会联系，我们目前的会众能经历神的恩典，热衷于分享信仰，并邀请朋友甚至陌生加入我们的事工。
2. 2021-2025基础计划目标是加强策划及宣扬救世军的价值。为与外来的顾问合作的同工祈祷，希望能确保我们有一个健全的方案，于2021年庆祝20周年。为院牧、军官及其他于57个社会服务中心经常服侍院友和服务对象的人祈祷。
3. 柏培恩大将及柏罗莉萨中将将会主持2021年网上地域大会，庆祝救世军于法国成立140年及于比利时成立132年。为网上大会的准备祈祷。希望在2021年的许多网上会议及庆祝活动中，这个大会仍能保持新鲜感。祈求大将伉俪继续为更多的国际聚会作准备时，会感受到更新的勇气及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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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5/01 屯⻔家品店

店⻓：房惠燕女⼠
代祷
求上帝顾念到店⻓及其他店员的⾝⼼健康，让她们有好的健康之余，并能够照顾到店内⼯作的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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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18/01 业务及行政部

业务及行政高级总监：黄浩明先生
代祷
1. 祈求新冠肺炎疫情早日结束。
2. 祈求我们的同工和他们的家人在平安与安慰中得力。
3. 为我们的同工在艰难时期提出各项妥善的计划而感恩。

19/01 东涌队
部队军官: 王煜发少校
副部队军官: 王黎洪娇少校
代祷事项
1. 2021年部队有不少青年兵升读中⼀，亦有好几位青年人应考中学文凭试（DSE）；随着青少年人踏进人生不同阶
段，也意味着部队迎⻅转变。求主在这转变中施恩帮助，不单是部队，更在学校、幼儿园和家庭支持中心，融合
为全人的服侍，将福音带进小区！

2. 部队2021年的主题是「生命。改变。生命」，重点是⽣命改变了便能活出⻅证，改变了的生命便能传扬福音。求
天⽗使每位军兵同⼈属天的⽣命得以茁壮成⻓，能⻅证祂的荣耀，以及传扬基督耶稣的福音！

20/01 ⼄明幼⼉学校
校⻓：周嘉燕女⼠
代祷
1. 受疫情影响，学校面对不少新挑战，例如教学模式的转变及家⻓的要求等，祈求神在当中带领。同时，保守教师，
让他们有健康的身心灵，应付充满挑战的工作。

2.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有部分家⻓⾯临失业及减⼯时的情况，经济上有⼀定的有压⼒，求神给予帮助及安慰，让家
⻓在逆境中仍得着恩典。同时，求主保守幼儿的健康。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三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21/01 全球祈祷日

拉丁美洲北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希梅利中将
地域秘书⻓: 高安雅娜上校
军官 184(在职162/退休22) 部队 66 学员 26 
军兵 4,488 青年兵 2,411
代祷
为地域在疫情中开展新事工祈祷
1. 为军官子女的属灵生活祈祷。
2. 为军官的情绪和精神健康祈祷。
3. 为本地域赚取收入的计划祈祷。由于疫情关系，很多计划都已取消。祈求这些计划可以再次开展，支持本地域的
运作。

4. 祈求为天国赢得更多人的灵魂。
5. 为于1月3日刚到新任命就职的新任中尉祈祷。他们当中许多人现居于不同的国家，跟家人分离，担任乡郊地区的
任命。

6. 祈求神赐智慧给新上任的地域领袖。
22/01 ⽩普理慈爱⻓者之家

高级主任：朱淑华女士
代祷
1. 为我们的服务使用者和其家庭献上祷告，愿主的爱覆庇他们，并有主的爱和平安在他们心中，虽然可能因疫情关系
未能如常相⻅，但彼此的爱仍存在，愿天⽗的爱成为家庭的维系。

2. 为群组各单位及团队同工祷告，有天父赐予的智慧和能力，并有充足的爱心处理各样的事工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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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25/01 中国事务部
行政主任: 陈美仪女士
代祷
1. 求主赐平安与健康予世界的⼈、中国事务部所有同事及其家⼈、⼯作伙伴和服务对象，愿各⼈⼀切安好！
2. 希望各项事工顺利进行，社会服务顺利发展。我们的工作能更卓越，更适切地服务有需要群众。

26/01 湾仔队
部队军官: 余基甸上尉
副部队军官: 余李彩玲上尉
代祷
1. 求主赐领袖们智慧，为湾仔队未来堂址作出策略安排来祷告。
2. 求主在疫情下让弟兄姊妹善用主的恩赐，为主作工，让湾仔队持续「高举主军旗，传扬主大爱」。

27/01 锦田幼儿学校
校⻓：黎慧红女⼠
1. 为团队在停课期间都有合⼀的⼼，保持积极，维持教学及服务的质素来祷告，在学校同事间互相提⽰和⽀持，幼
⼉及家⻓当中有更多的爱与关怀。

2. 求神保守各人(包括职员及幼儿们的家人)身体健康，心灵平安，并以正向的思维互相信赖，以顺服平静的心态度过
⼀次⼜⼀次的逆境及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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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28/01 全球祈祷日
津巴布⻙和博茨⽡纳地域
地域总指挥: 白伟恩中将
地域秘书⻓: 莫仲文上校
军官686(在职562/退休124) 部队443 学员19 
军兵 132,469 青年兵 19,024
代祷
1. 津巴布⻙的情况⽇益严重，我们需要加强祈祷，需要神介入我们的经济。
2. 很多人现在都在挨饿，因为物价高涨，他们都不能负担购买基本物品。很多人因不能负担医药费用而受苦。因新
冠肺炎封城，令到情况更为严重。

3.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3月起，所有学校及大学都停课。最近才重新开课。有些学校正面对以下挑战:
-在疫情下，未能作好抗疫准备，保障学生的安全。
-学费上涨，导致有些学生不能再上学。
-老师要求加薪，有些老师没有上班，导致学生没有受到看管，产生混乱。

4.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关系，2020年很多部队项目都被打乱。感谢神，我们于年底时可再重新聚会，聚会的人数不多
于⼀百⼈。

祈祷重点
1. 继续为津巴布⻙的经济、饥饿情况、健康问题及政治稳定祈祷。
2. 祈求新冠肺炎疫情尽快停止，因为疫情打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及部队活动。
3. 为军官及军兵的生活受到挑战而祈祷，另外也为地域领袖祈祷。
4. 为博茨⽡讷和⻢达加斯加祈祷，这两个地⽅也是津巴布⻙地域的⼀部份。祈祷两国不断壮⼤。
5. 为⾯对学费问题的家⻓祈祷，学⽣都为此⽽受影响，另外也为⾯对挑战的学校及老师祈祷。
6. 为新上任的地域领袖⽩伟恩中将及⽩林⻉拉中将伉俪祈祷，祈求神带领及保守他们。
7. 祈求2021年更加美好。

29/01 护老者服务
队⻓：朱佩珊女⼠
代祷
1. 求主保守护老者服务全体同工有健康的身体，赐予我们智慧、力量和信心，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2. 求主保守服务使用者及其家人身、心、灵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