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4/01 婦女事工部

軍區婦女事⼯會⻑: 李張錦玲上校
代禱
1. 為部隊的婦女事工積極服事婦女及其家人祈禱。
2. 為去年婦女事工如援手計劃、退修日、軍區世界祈禱日等活動的成功感恩。
3. 祈求更多婦女認識及接受耶穌為主和個人的救主，並影響她們的家人。

05/01 將軍澳隊
部隊軍官: 陳國威少校
代禱
1. 為新冠肺炎患者和懷疑受感染的人祈禱。
2. 為育有小孩的軍兵祈禱，小孩需要留在家中被照顧。
3. 為疫情下部隊的福音事工祈禱。

06/01 卜凱賽琳幼兒學校
校⻑: 陳佩君女士
代禱
1. 在新的學年裡，我們仍然受著新冠肺炎疫情及流感的影響，學校在教學上面對不同的挑戰，需要靈活應變，求主
賜予各人智慧，幫助教師們在充滿變數的時間中，能為孩子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創設有效的學習方式，幫
助孩⼦成⻑。

2. 求主帶領我們的教育團隊，在新⼀年中迎難⽽上，團結合作，同⼼合⼀，⼀致為孩⼦創造不同的教學活動體驗，
亦能按孩子的發展需要而不斷革新課程，推動教育服務邁向更佳的發展。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7/01 全球祈禱日

巴布亞新幾內亞及所羅門群島地域
地域總指揮: 尼格斯准將
地域秘書⻑: 高理達上校
軍官413(在職324/退休89) 部隊63 學員24 
軍兵 5,982 青年兵 1,349
代禱
1. 策略計劃：我們正制定2021-2025年策略計劃，名為「修造、建立、重修」(以賽亞書61:4)。感謝神，我們收
到地域各地真誠、細緻的意⾒。祈求神令我們可透過這個計劃達⾄⼀致⽬標，讓地域的軍官、軍兵及同⼯都
能對策略重點作出果斷的行動。更重要的是，祈求所有目的和目標都令到本地域更有效地傳揚福音，建立門
徒。願神賜予我們毅力完成任務，實現目標。

2. 軍官: 祈求神支持我們於偏遠地區服侍的軍官及同工，這些地區都欠缺基本設施及公共服務。祈求神會繼續加
強他們對呼召的委⾝，保守他們⾝體健康。另外為因着⼀⽉份軍官調任⽽受影響的軍官⼦女祈禱。感謝神，
⼀⽉份有20位新學員，分別進入兩間軍校校舍。

3. 財務: 感謝神，很多地域及募捐者⼀直都捐助巴布亞新幾內亞及所羅⾨群島的⼈⺠。本地域亦有⼀些賺取收入
的企業，提供所需的資金。祈求神賜予決策者屬天的智慧及勇氣，令他們可在地域裏發展更多可以賺取收入
的機會。神會於適當時間開啟及關閉機會之門。祈求救世軍人在屬靈上慷慨大度，即使貧乏仍會把初得的果
實貢獻給神。

4. 社區: 為我們社會的弊病，包括性別暴力、巫術及相關的死亡、部落間的戰爭及貪污祈禱。祈求神繼續擴大救
世軍對這些社會問題的回應。

5. 年青人: 為救世軍的兒童、年青人及新晉領袖祈禱。祈求神賜予他們教育及發展的機會，令他們可發展潛質，
為基督影響社會。

6. 所羅門群島: 感謝神帶給所羅門群島的發展。祈求神繼續賜予智慧，發展財政管理、基本信仰教導及使命表達。
08/01 展藝坊

經理：黎錦沛先生
代禱
1. 因疫情反覆，工場訓練項目及工作減少，祝願疫情盡快過去，經濟復甦，學員有更多訓練機會。
2. 願學員盡快全面復工，生活可回復正常，祝願所有人身心愉快，身體健康。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1/01 卜維廉賓館

營運經理: 盧嘉雯女士
代禱
1. 求主保守團隊身體健康，保持樂觀心境。
2. 業務能保持平穩。
3. 疫情盡快結束。

12/01 荃葵隊
部隊軍官: 曹蔡英齊少校
副部隊軍官: 曹錦成少校
代禱
1. 為青年兵及青少年⼈祈禱，在這斷斷續續上學的情況下學習，仍然積極好學。求主加能賜⼒給學校校⻑及老師們

悉⼼調較，⼜求主賜智慧與忍耐給家⻑適應⼦女的學習轉變。為青年兵及青少年⼈⾝⼼健康，靈命成⻑不退後祈
禱。

2. 在新常態下，為荃葵隊的弟兄姊妹靈命塑造及裝備訓練代禱，及為新⼀年2021未來日子的福音策略，及社區關懷
代禱。

13/01 海富幼兒學校
校⻑：滕鳳芝女⼠
代禱
1. 在疫情下，求神保守家⻑、小朋友、校⻑、老師及職工之身體及心靈上的健康。保守家⻑有耐⼼去處理⼩朋友
日常事情、提醒小朋友要做好個人衛生，保持⾝體健康；給予校⻑有智慧去處理當下的問題；讓老師有平安的
心、靈活的頭腦去設計合適的教學活動，使幼兒得益；求神給予職工有強健的體魄及充足的睡眠，去做好學校
及家居的清潔工作。我們各人期待能盡快復課，再次與家⻑及⼩朋友⾒⾯。求神讓科學家能盡快研發出合適的
疫苗，讓全世界的疫情能得到控制。保守失業的人及香港的經濟、⺠⽣及教育前景，讓人從經歷事情中更明白
及體貼神的心意，並願意放下自己相信神。

2. 因著第四波疫情爆發，我們也擔心再次掀起全港性幼稚園預備班(2-3歲)的退學潮。求神給予坐在上位的政府人員
有智慧，能去深入了解及釐訂合適的⽅案及策略去幫助家⻑及學校，保守大家的生活能盡快回復正常軌道。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4/01 全球祈禱日全球祈禱日全球祈禱日全球祈禱日法國及比利時地域法國及比利時地域法國及比利時地域法國及比利時地域地域總指揮地域總指揮地域總指揮地域總指揮: 勞丹尼准將勞丹尼准將勞丹尼准將勞丹尼准將地域秘書長地域秘書長地域秘書長地域秘書長: 艾格蘭上校艾格蘭上校艾格蘭上校艾格蘭上校軍官軍官軍官軍官169(在職在職在職在職63/退休退休退休退休106) 部隊部隊部隊部隊 36 學員學員學員學員 5 軍兵軍兵軍兵軍兵 1,161 青年兵青年兵青年兵青年兵 201代禱代禱代禱代禱為所有人祈禱為所有人祈禱為所有人祈禱為所有人祈禱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相信神仍然加力呼召人到本地域作全職事奉。祈求我們能敏銳聖靈的指引，知道在何時何地去得人，深知道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魚塘可以不同形式出現。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 很多其他國家的人士都來法國尋求希望及自由。失去家人的年青人、沒有家人可倚靠及無處容身的女性、還有希望為家人尋覓安全地方的父母。他們都尋求協助，對未來帶著希望。軍兵及朋友軍兵及朋友軍兵及朋友軍兵及朋友: 分享福音，敬拜，研經，溝通和外展的獨特機會漸漸變得規律。祈求網上和小組事工繼續支持失落和孤獨的人。感謝神，最近針對青年和部隊隊長的社交媒體培訓，在我們的地域上掀起了新一波的刺激。為籌募資金祈禱為籌募資金祈禱為籌募資金祈禱為籌募資金祈禱網上網上網上網上：：：：因應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感謝神給軍官、軍兵及同工們帶來創意。籌款活動隨著「聖誕挑戰」及「遊戲馬拉松」而得到很多回應。我們特別為「遊戲馬拉松」讓我們能夠接觸更多人祈禱。為未來祈禱為未來祈禱為未來祈禱為未來祈禱

1. 本地域包括法國及比利時兩個國家，文化及語言都不同。祈求部隊財務穩定、有勇氣及事工不斷增長。網上事工吸引了一些人，但是也排斥了一些人。請與我們一同祈禱，祈求我們的軍官、軍兵、救世軍之友及其他友好在靈命上有所增長、鞏固和扎根。透過學習神的道及適當的社會聯繫，我們目前的會眾能經歷神的恩典，熱衷於分享信仰，並邀請朋友甚至陌生加入我們的事工。
2. 2021-2025基礎計劃目標是加強策劃及宣揚救世軍的價值。為與外來的顧問合作的同工祈禱，希望能確保我們有一個健全的方案，於2021年慶祝20周年。為院牧、軍官及其他於57個社會服務中心經常服侍院友和服務對象的人祈禱。
3. 柏培恩大將及柏羅麗莎中將將會主持2021年網上地域大會，慶祝救世軍於法國成立140年及於比利時成立132年。為網上大會的準備祈禱。希望在2021年的許多網上會議及慶祝活動中，這個大會仍能保持新鮮感。祈求大將伉儷繼續為更多的國際聚會作準備時，會感受到更新的勇氣及熱誠。



懷熱心 行使命 同服待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5/01 屯門家品店

店⻑：房惠燕女⼠
代禱
求上帝顧念到店⻑及其他店員的⾝⼼健康，讓她們有好的健康之餘，並能夠照顧到店內⼯作的殘疾⼈⼠。



懷熱心 行使命 同服待 齊影響

第三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18/01 業務及行政部

業務及行政高級總監：黃浩明先生
代禱
1. 祈求新冠肺炎疫情早日結束。
2. 祈求我們的同工和他們的家人在平安與安慰中得力。
3. 為我們的同工在艱難時期提出各項妥善的計劃而感恩。

19/01 東涌隊
部隊軍官: 王煜發少校
副部隊軍官: 王黎洪嬌少校
代禱事項
1. 2021年部隊有不少青年兵升讀中⼀，亦有好幾位青年人應考中學文憑試（DSE）；隨著青少年人踏進人生不同階
段，也意味著部隊迎見轉變。求主在這轉變中施恩幫助，不單是部隊，更在學校、幼稚園和家庭支援中心，融合
為全人的服侍，將福音帶進社區！

2. 部隊2021年的主題是「生命。改變。生命」，重點是生命改變了便能活出見證，改變了的生命便能傳揚福音。求
天⽗使每位軍兵同⼈屬天的⽣命得以茁壯成⻑，能見證祂的榮耀，以及傳揚基督耶穌的福音！

20/01 ⼄明幼兒學校
校⻑：周嘉燕女⼠
代禱
1. 受疫情影響，學校面對不少新挑戰，例如教學模式的轉變及家⻑的訴求等，祈求神在當中帶領。同時，保守教師，
讓他們有健康的身心靈，應付充滿挑戰的工作。

2.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有部分家⻑⾯臨失業及減⼯時的情況，經濟上有⼀定的有壓⼒，求神給予幫助及安慰，讓家
⻑在逆境中仍得着恩典。同時，求主保守幼兒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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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21/01 全球祈禱日

拉丁美洲北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希梅利中將
地域秘書⻑: 高安雅娜上校
軍官 184(在職162/退休22) 部隊 66 學員 26 
軍兵 4,488 青年兵 2,411
代禱
為地域在疫情中開展新事工祈禱
1. 為軍官子女的屬靈生活祈禱。
2. 為軍官的情緒和精神健康祈禱。
3. 為本地域賺取收入的計劃祈禱。由於疫情關係，很多計劃都已取消。祈求這些計劃可以再次開展，支援本地域的
運作。

4. 祈求為天國贏得更多人的靈魂。
5. 為於1月3日剛到新任命就職的新任中尉祈禱。他們當中許多人現居於不同的國家，跟家人分離，擔任鄉郊地區的
任命。

6. 祈求神賜智慧給新上任的地域領袖。
22/01 ⽩普理慈愛⻑者之家

高級主任：朱淑華女士
代禱
1. 為我們的服務使用者和其家庭獻上禱告，願主的愛覆庇他們，並有主的愛和平安在他們心中，雖然可能因疫情關係
未能如常相見，但彼此的愛仍存在，願天父的愛成為家庭的維繫。

2. 為群組各單位及團隊同工禱告，有天父賜予的智慧和能力，並有充足的愛心處理各樣的事工和服務。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25/01 中國事務部
行政主任: 陳美儀女士
代禱
1. 求主賜平安與健康予世界的⼈、中國事務部所有同事及其家⼈、⼯作伙伴和服務對象，願各⼈⼀切安好！
2. 希望各項事工順利進行，社會服務順利發展。我們的工作能更卓越，更適切地服務有需要群眾。

26/01 灣仔隊
部隊軍官: 余基甸上尉
副部隊軍官: 余李彩玲上尉
代禱
1. 求主賜領袖們智慧，為灣仔隊未來堂址作出策略安排來禱告。
2. 求主在疫情下讓弟兄姊妹善用主的恩賜，為主作工，讓灣仔隊持續「高舉主軍旗，傳揚主大愛」。

27/01 錦田幼兒學校
校⻑：黎慧紅女⼠
1. 為團隊在停課期間都有合⼀的⼼，保持積極，維持教學及服務的質素來禱告，在學校同事間互相提⽰和⽀持，幼
兒及家⻑當中有更多的愛與關懷。

2. 求神保守各人(包括職員及幼兒們的家人)身體健康，心靈平安，並以正向的思維互相信賴，以順服平靜的心態度過
⼀次⼜⼀次的逆境及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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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28/01 全球祈禱日
津巴布韋和博茨瓦納地域
地域總指揮: 白偉恩中將
地域秘書⻑: 莫仲文上校
軍官686(在職562/退休124) 部隊443 學員19 
軍兵 132,469 青年兵 19,024
代禱
1. 津巴布韋的情況日益嚴重，我們需要加強祈禱，需要神介入我們的經濟。
2. 很多人現在都在挨餓，因為物價高漲，他們都不能負擔購買基本物品。很多人因不能負擔醫藥費用而受苦。因新
冠肺炎封城，令到情況更為嚴重。

3.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3月起，所有學校及大學都停課。最近才重新開課。有些學校正面對以下挑戰:
-在疫情下，未能作好抗疫準備，保障學生的安全。
-學費上漲，導致有些學生不能再上學。
-老師要求加薪，有些老師沒有上班，導致學生沒有受到看管，產生混亂。

4.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關係，2020年很多部隊項目都被打亂。感謝神，我們於年底時可再重新聚會，聚會的人數不多
於⼀百⼈。

祈禱重點
1. 繼續為津巴布韋的經濟、飢餓情況、健康問題及政治穩定祈禱。
2. 祈求新冠肺炎疫情盡快停止，因為疫情打亂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及部隊活動。
3. 為軍官及軍兵的生活受到挑戰而祈禱，另外也為地域領袖祈禱。
4. 為博茨⽡納和⾺達加斯加祈禱，這兩個地⽅也是津巴布韋地域的⼀部份。祈禱兩國不斷壯⼤。
5. 為⾯對學費問題的家⻑祈禱，學⽣都為此⽽受影響，另外也為⾯對挑戰的學校及老師祈禱。
6. 為新上任的地域領袖白偉恩中將及白林貝拉中將伉儷祈禱，祈求神帶領及保守他們。
7. 祈求2021年更加美好。

29/01 護老者服務
隊⻑：朱佩珊女⼠
代禱
1. 求主保守護老者服務全體同工有健康的身體，賜予我們智慧、力量和信心，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2. 求主保守服務使用者及其家人身、心、靈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