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2 机构传讯部 

机构传讯部总监: 周紫桦女士 

代祷 

1. 感谢主保守，让部门能够在充满挑战的2020年里顺利完成各项有关90周年的计划项目 

2. 求主继续带领部门2021年透过各项传讯工作，加强与外界及内部的沟通。 

3. 机构传讯部最近有新同事加入，求主帮助新同事尽快适应工作环境，保守团队合一；同时祝福同事身体健康，更
有力服侍神。 

02/02 卜维廉队 

部队军官: 谭罗惠芳少校 

代祷 

1. 为部队弟兄姊妹一同学习「成为门徒．灵命倍增」祷告。 

2. 为疫情期间部队仍能于社区(慈云山区、东头、竹园及卜维廉中学)服侍及代祷感恩。 

03/02 荔枝角幼儿学校 

校长: 黄婉儿女士 

代祷 

1. 保守校内教职员和幼儿身体健康。给予智慧校长和老师，为幼儿安排合适的课程和方法，维持他们学习的兴趣，
在疫情下继续学习成长。 

2. 全校家长在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幼儿的情况下，经济及情绪两方面都蒙保守。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4/02 全球祈祷日 

欧洲东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柏启文准将 

地域秘书长: 布力察上校 

军官 103(在职94/退休9) 部队 36 学员 12  

军兵 1,248 青年兵 303 

代祷 

1.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祈求神继续保守仍然在社区事奉的军官及军兵。 

2. 请为我们于保加利亚开始建立救世军事工祈祷，特别我们面对法律及行政问题，还有于当地建立重要的关系。 

3. 祈求神给我们智慧及指导，让我们完成地域未来5年的策略计划。 

4. 为最近引入的筹募策略成功祈祷。地域可以减少依赖外来的经济援助。 

5. 为军官训练学院的军官及正在恩惠使者班及复和使者班接受训练的学员祈祷。他们来自4个不同国家。虽然现
在的训练受阻，但祈求不会对他们有太大的影响。 

6. 神会继续兴起各人，让他们委身成为军官。 

7. 为我们的青年及儿童事工，包括所有与年青人一起事奉的人祈祷。祈求神继续为他们作新事，让青年及儿童
事工得以蓬勃发展。达。 

05/02 健康及护理服务 

健康及护理服务主任：陈玉婵女士 

代祷 

1. 愿护理团队继续为服务使用者提供专业、挚诚的照顾服务，特别是在新冠肺炎期间，长者之家的「不准探访」
政策已实施接近一年。 

2. 求神预备合适的前线护理人员（护士、个人护理员和工人），为本军几间长者之家填补重要岗位的空缺。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8/02 拓展部 

拓展总监: 梁志衡先生 

代祷 

1. 请为拓展部团队及2021年各项筹款及协作活动的筹备工作祈祷。 

2. 求主保守我们的企业及社区伙伴，能在疫情影响下面对各种挑战，亦为我们在各项小区服务的伙伴协作祈祷。 

09/02 英语队 

部队军官: 高善丽上尉 

代祷 

1. 军区为英语队的未来计划。 

2. 部队同仁的属灵生命和财政稳健。 

10/02 梨木树幼儿学校 

校长：陈家仪女士 

代祷 

1. 各人在长达一年的抗疫路上，精神和心理上都有着软弱的时候，我们诚心祈求主赐平安，求主医治受感染和安
慰受病困扰的病人，保守每位医护人员的精神和能力。求主一直与我们同行，让各人心存盼望，使我们有坚定
的信心，一同跨过这疫情。 

2. 愿我们各人在不同单位的事奉工作上得着主加力，在不同困难中，在主里有平安和健康的身体。感恩主的带领，
让我们满有能力，除为幼儿和家长提供教育外，更传扬主恩，让人认识主慈爱的机会。阿们 ！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1/02 

 

全球祈祷日 

尼日利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利伟达准将 

地域秘书长: 谭艾萨克上校 

军官486(在职382/退休104) 部队192 学员49  

军兵 21,685 青年兵 8,259 

代祷 

1. 请与我们一起赞颂神，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全国骚乱期间，很多人都失去了生命。神保守我们的军官及同工健康及安
全。 

2. 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我们的百周年庆典由2020年10月，改为2021年8月24-29日。我们把这个日子、筹备委员会，
及我们的特别嘉宾大将伉俪摆上，在神面前祈祷。 

3. 求神带领我们地域领袖实施五年策略计划。 

4. 现在正有两班学员接受训练。我们将训练同工带在神面前，祈求神给他们充满精神及知识，培育出未来的领袖。 

5. 本地域2021年的主题是「在基督无尽的可能中成长」。祈求我们的同工被圣灵充满，以遵从救世军的教导及做法。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6/02 港岛东队 

部队军官: 林少威学员中尉 

副部队军官: 林蔡沚妡学员中尉 

代祷事项 

1. 疫情下受影响之社区家庭。 

2. 新常态下弟兄姊妹之牧养。 

17/02 乐民幼儿学校 

校长：谭玉珍女士 

代祷 

1. 学校在新冠肺炎疫情而延长停止面授课程的影响下，面对更大的挑战，更要发挥团结精神，同心面对挑战。为学
校各员工能紧守工作岗位而感恩，祈求天父继续赐给我们恩慈和智慧，带领我们的家长和幼儿。 

2. 求天父保守我们学校的员工、家长和幼儿身体健康。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8/02 全球祈祷日 

加拿大及百慕大地域 

地域总指挥: 迪福临中将 

地域秘书长: 许毅华准将 

军官1,542(在职611/退休931) 部队285 学员42  

军兵 15,743 青年兵 2,102 

代祷 

1. 祈求神赐予我们勇气、信心及能量，让我们仰着头、张开眼，看看神对我们有甚么新的要求，因我们在这持续受
到挑战的时期，在神的带领下一直向前走。 

2. 祈求神不断将衪的恩典及怜悯带给衪的子民。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恢复失去了的喜乐，为本地域的人民带来深切
的希望。 

3. 为加拿大及百慕大地域的领袖祈祷，他们将会在我们起动本军时为迎接挑战作好准备。祈求他们不仅了解所有正
在发生的事情，更有强烈的渴望增加能力，在未来的重要日子领导地域。 

4. 为地域全新的「起动2.0」计划祷告。此计划是一次观点的改变，目标是建立本军的能力，把我们的使命提升至
不同的层次：一个以使命为本、力求增长的地域。 

5. 为儿童及年青人及领导他们的人祈祷 – 祈求他们有智慧、远见及活力。本地域将会寻求以基督及他人为中心。祈
求神给我们作新事。  

6. 为招募候补员祈祷。感谢神，近年都有很多人响应神的呼召，成为全职事奉的军官。我们需要更多的救世军人回
应神的呼召，以拓展神的国度。 

7. 为我们的领袖迪福临和狄鲍翠诗中将伉俪，及许毅华和许雪莉准将伉俪祈祷。他们在未来的日子，继续成为有远
见的人。使本地域不单在人数上有增长，在灵命和神命定的圣洁上也不断成长。 

19/02 
 

海岚长者中心 

中心主任：何嘉安女士 

代祷 

1. 祈求香港疫情状况能得以舒缓及受控，让大家都得到平安及健康；长者、职员及其家人都保持正面、积极态度面对
疫情。 

2. 求主赐予同工智慧响应小区及长者需要；亦保守中心两位怀孕同工能顺利诞下健康、充满喜乐的宝宝。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2/02 

 
区总部 

区长: 林贤明少校 

代祷 

1. 在新一年，为着各部队的军官及干事，不受疫情的影响，仍能继续牧养弟兄姊妹及服务社区有需要的人士祷告。 

2. 为着皇后山学校的植堂计划祷告，求神预备适合的同工和弟兄姊妹，在那里开始福音工作。 

23/02 

 

锦田队 

部队军官: 姜美义上尉 

代祷 

1. 为着弟兄姊妹的身心灵健康，对上帝有信心祷告。 

2. 为着部队能回复到在疫情前的运作祷告。 

24/02 明德幼儿学校 

校长：张雯丽女士 

代祷 

1. 新冠疫情对全港及至世界各地也带来巨大的影响，且已持续接近一年之久，求主保守各校幼儿、家长、学校教职
员及其家人也能得着健康及平安，求主保守疫情能得以控制，让各人生活能回复如常。  

2. 持续不断的疫情，对幼儿的学习、家长的工作及教师的教学也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求主保守幼儿得着从神而来
热切学习的心，求主让各个家庭的状况得着看顾，亦求主让老师们能在教学上充满智慧，带领幼儿的学习与成长。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5/02 全球祈祷日 

新加坡、缅甸及马来西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卫朗尼准将 

地域秘书长: 韩夏利上校 

军官180(在职149/退休31) 部队 63 学员C 6  

军兵 2,805 青年兵 440 

代祷 

1. 祈求在部队及社会服务事工，救世军人能培养出强大的门徒文化。 

2. 在我们的地域兴起热心的领袖，能清楚了解他们对使命的呼召。 

3. 我们已成功于泰国注册，正式成立救世军。 

4. 本地域的4个国家- 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及泰国，一起促进本地域所有事工的内部合作及统一。 

5. 救世军人开始参与社会公义事务，并于适当时机在本地小区中宣扬神的爱。 

26/02 海泰长者之家 

高级主任：黄凯恩女士 

代祷  

1. 请为各院友代祷，希望他们在寒冬保持身体健康、内心平安；亦为着院友家人祷告，因为他们都担心长者在冬天
的生活，愿他们跟院舍同事充分沟通和合作，疫境同行。 

2. 请为一众同事加力，因为在疫情及冬天来临会更加忙碌，面对更多决策，祈求他们关顾自己的身心灵健康，迎接
2021年的工作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