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03 教育服務部
教育服務總監: 鄭啟員博士
代禱
1. 感謝主賜給救世軍皇后山學校這份禮物，求主帶領我們順利開校。
2. 在疫情期間，求主保守本軍幼兒學校和各校教職員和學生平安。

02/03 九龍中央堂
部隊軍官: 林李內欣上尉
代禱
1. 為今年本堂七十周年堂慶祈禱，願弟兄姊妹上下一心，生命連於基督，效法主愛人和服侍人。
2. 今年會舉辦兩個新的外展事工：「青少年音樂班」及「家長英語班」，求主指引每一步，在策劃﹑預備﹑軍兵

同工的委身、參加者的得著方面，都有聖靈同工。
3. 在疫情下，求主保守大家身心靈都健康。

03/03 三聖幼兒學校
校長: 司徒綺雯女士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4/03 全球祈禱日
斯里蘭卡地域
地域總指揮: 夏理孝准將
地域秘書長: 馬紹文上校
軍官146(在職94/退休52) 部隊44 學員1 

軍兵 4,359 青年兵 863

代禱
1. 為候補員祈禱
2. 為將要開展新植堂祈禱—漢班托塔及努沃勒埃利耶
3. 一對一使命 (今年地域的主題)

4. 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人祈禱
5. 為反人口販賣祈禱
6. 為所有軍官及軍兵祈禱
7. 分隊—瓦武尼亞、基利諾奇和拉加拉

05/03 海裕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隊長：胡緻心女士
代禱
1. 主呀！疫情至今一年有多，同事總會擔心自己、家人、以致會員，會否受到感染，近期中心所屬社區成為疫

情高危區，大家生活更加戰戰兢兢。感謝祢賜我們一班好同工，每天緊守崗位，滿有信心和力量地克服一切
畏懼，專心一致照顧長者。

2. 最近，我們中心有長期患病會員身體轉差，甚至有會員離逝，實在令我們痛心。求主讓我們在祢的懷裡得到
慰藉，感受到祢所賜的無比平安，並讓每一位同工都明白神的旨意，蒙神感召，好好事奉我們的每一位長者
朋友。奉主名求，阿們！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8/03 財務部
財務總監: 黃麗茵女士
代禱
1. 求主保守同工伍文莊女士。
2. 為主保守各人身體健康，滿有喜樂獻上讚美！
3. 祈求我們時刻緊記，面對困難和挑戰時尋求神的幫助，並信靠祂。

09/03 九龍城隊
部隊軍官:張婉薇少校
代禱
1. 請為疫情下的牧養工作代禱，求神幫助部隊找到一套適切的牧養模式。
2. 請為教友的身心靈健康祈禱，求神堅固我們的信心，並常存盼望。

10/03 大窩口幼兒學校
校長：陳嘉怡女士
代禱
1. 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續一年多，求主繼續保守全體教職員、學生及家長有健康的身體，堅固各人的生命及信心。

求主讓學校團隊成員能積極正面面對，在困難與挑戰中，切實感受主的恩典。又求主賜予學生聰明智慧，能夠
適應網上學習模式，並同樣得到最好的學習果效。家長在照顧子女及工作模式上也受着疫情影響而改變，求主
讓各人在不安和焦慮中得著主賜下的平安。

2. 為高班升小選校進入統一派位階段禱告，求主帶領每位學生能獲派心儀及合適的小學，並在等候結果公佈和
「預備叩門」期間，賜平安及智慧予各家長。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1/03 全球祈禱日
港澳軍區
總指揮: 李光秋上校
秘書長: 陳喜威少校
軍官50(在職31/退休19) Corps 16 學員2 

軍兵 2,477 青年兵 406

代禱
1. 感謝神！雖然受限於限聚令，但我們於2020年仍能以不一樣的方式慶祝軍區服務香港90周年。
2. 感謝神給我們發展的機會。(2021年軍區將會進行新的社會服務計劃。)

3. 祈求神引領及指導軍區在拯救靈魂、培育聖徒及事奉社區方面邁向新一頁。
4. 於這個困難時間，請繼續為於院舍服務的同工祈禱。他們都擔心感染到院友及自己的家人。
5. 請為兩個新成立的植堂事奉祈禱。一個是學前教育單位(蘇屋幼稚園)，另一個是小學(救世軍皇后山學校)。為兩個植

堂的人事、財務及營運祈禱。
6. 為軍區的軍官祈禱(退休及有新發展的)。

12/03 錦田長者之家
高級主任：朱淑華女士
代禱
1. 請為各院友及其家人心靈代禱，因疫情關係，家人不能陪伴左右，雙方非常掛念對方。也特別為一些病患的院友代

禱，他們有各種的傷病，有的身體疼痛、有的身體虛弱，希望他們得到合適治療，舒緩不適。
2. 請為一眾同事有合一的心禱告，縱然工作繁重，加上面對疫情的不穩定，仍堅守崗位，為院友提供一個温暖的家。



懷熱心行使命同服待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5/03 人力資源部
機構人力資源總監: 徐顏皓女士
代禱
1. 祈求眾軍官和僱員有健康的體魄和堅強的意志，繼續服侍我們的內部及外部客戶／服務使用者。
2. 求神保守我們與各部門緊密合作，滿有喜樂和感恩的心。

16/03 東九龍隊
部隊軍官: 譚振輝少校
代禱
1. 為召開「事奉人員分享會」禱告，將今年部隊的主題「重見重建」向他/她們傳遞講解。
2. 為院牧的事工禱告，求神預備人手作工。

17/03 大元幼兒學校
校長：葉翠茹女士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8/03 全球祈禱日
馬拉維地域
地域總指揮: 彭毅法准將
地域秘書長: 巴森姆上校
軍官137(在職125/退休12) 部隊100 學員 10 

軍兵 10,711 青年兵 3,347

代禱
1. 神保守地域新上任的領袖彭毅法及彭曾美娜准將伉儷，讓他們在新任命中安定下來。
2. 請為我們新的地域秘書長及地域婦女事工秘書長巴森姆及巴顧麗莎上校伉儷祈禱，讓他們在新任命中安定下來，

並與領袖為地域發展共同努力。
3. 祈求本地域能在財務上支援地域總部由布蘭太爾遷到利隆圭市，以增強溝通網絡。
4. 為於2020年12月調任的軍官安定下來祈禱，希望他們盡快適應，並在目前的任命中更有效事奉。
5. 祈求上帝能干預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對生命及經濟的影響，而疫苗即將運抵，求神幫助馬拉維人處理有關疫苗陰謀

論的恐慌及焦慮的情緒。
6. 祈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各種限制下，救世軍在馬拉維不會被動搖。上帝會保守地域所做的一切，使本地域在各方

面繼續發展。
7. 最後，請為恩惠使者班的學員祈禱。由於在新冠肺炎疫情封城的情況下，他們的訓練受到嚴重的影響。祈求上帝

幫助他們，即使在疫情過後，仍堅守對神的呼召，常存信心。

19/03 廣華醫院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救世軍家居支援隊
項目經理：陳鳳霞女士
代禱
1. 求主保守在疫情下之服務運作。
2. 未來社工將有人事變動, 求主保守招聘過程順利,並請到合適人選。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2/03 內部審計
內部審計經理: 伍慧燕女士
代禱
1. 祈求與各部門合作順利。
2. 祈求新冠肺炎對部門的工作影響減至最低。

23/03 美樂隊
部隊軍官: 葉大衛少校
代禱
1. 在疫情仍然流行期間，祈求神繼續賜平安和健康予每位弟兄姊妹，亦帶領每次網上聖潔會、團契和聚會得以順利

進行，能夠繼續牧養弟兄姊妹的屬靈生命。
2. 今年是美樂隊五周年，重點主題是「同讀聖經，齊心禱告，凝聚相愛」，祈求主帶領我們能夠按著這目標前進，

祝福所計劃的每項活動，都能夠順利推行。

24/03 天平幼兒學校
校長：洪美英女士
代禱
1. 為一位高班學生的媽媽禱告，她剛知悉自己懷有第三胎。原是喜悅的消息，但因其家人身體欠佳，在未來未能協

助照顧這個小生命，而他們亦不想再聘請工人，致使該名母親心裡不安。求天父賜家人有智慧及平安的心，保守
這小生命的來臨。

2. 為低班一名幼兒禱告，他在家中跌傷右腳腳掌，現需打上石膏，求天父醫治及祝福幼兒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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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25/03 全球祈禱日
丹麥及格陵蘭地域
地域總指揮: 齊智麗上校
地域秘書長: 利頌賢少校
軍官81(在職35/退休46) 部隊23  

軍兵 797 青年兵 9

代禱
1. 感恩：請與我們一起感恩 -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們只有少數同工受到感染。所以，我們在疫情期間(仍在持續)，

在靈命及社會支援方面，仍能提供跟以往一樣的服務。我們對神的保護，懷著謙虛及感恩的心。祈求在神的憐憫
下，我們的信心不會變得軟弱，反而會變得更強大。

2. 為「回復正常」祈禱：這是一個急切的祈禱要求 –只要情況容許在現實生活中相聚，使能與我們的兒童、年青人
及家庭再次聚首。兒童及青年部已很努力透過網上聚會及持續的虛擬教學，並提供創意的素材，讓小組保持聯繫。
祈求這樣令大家更期待實體互動及崇拜。雖然我們可以進行實體崇拜，但受到嚴格的規限，在兒童及青年的工作
上需要有所調節。他們已經有長時間沒有跟彼此及領袖見面。祈求可回復正常。

3. 地域使命策略計劃(2020-2024)：請與我們一起祈禱 –

我們會忠誠及擁護「藉着耶穌帶來希望及生命」背後所包含的意義。在使命宣言中，我們會針對一些關鍵因素
及範圍，祈求神給予我們智慧去展開及繼續使命，堅持及相信主會給予一個好的開始，並會持續……。

4.  使命呼召，上帝的僕人：
我們很高興得到大家祈禱支持 -

「在你的生活中尋找及接受上帝的呼召」。神的國度殷切需要更多同工、軍官及委身的軍兵/信徒。為此，我們尋
求神的創意。

5. 格陵蘭救世軍: 我們感謝大家的祈禱-

我們在格陵蘭的事奉上會邁出新一步。格陵蘭救世軍於2012年成立，並在不斷發展。現已成立了一個小小的部隊，
擁有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服務中心，為靈命及各方面提供了出色的支援。在半年前，我們終於找到了年青的同工，
跟隊長一起事奉。我們祈求突破，不只向年青的弱勢群體，甚至可以向不同人宣揚福音。吸食毒品問題很嚴重，
所以使命宣言「藉着並與耶穌一起，帶來希望及新生命」很適合當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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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26/03 觀塘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主任：陳秀慧女士
代禱
本單位為住在社區中的長者提供家居到戶服務，在疫情肆虐期間，請記念單位同事身心的平安，亦為我們服務的長
者禱告，他們多為體弱及獨居，求主保護看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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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3 資訊科技部
資訊科技總監: 植國權先生
代禱
1. 求神保守資訊科技部同工和他們的家人，當中有各自的健康問題，亦面對各項挑戰。
2. 求主賜我們力量和智慧去應付龐大的壓力和工作量。

30/03 沙田隊
部隊軍官: 曹錦昌少校
副部隊軍官: 曹譚玉珍少校
感恩事項
沙田隊與隆亨青少年中心於2月6日向隆亨邨和紅梅谷共100戶的家庭，送上賀年禮物和祝福，表達關懷。
代禱
為香港疫情代禱，希望部隊及牧區單位，很快可以恢復所有實體聚會及活動。

31/03 荃灣幼兒學校
校長：招美玉女士
代禱
1. 願神保守學校團隊在疫情下能擁有健康及平安的心，讓團隊有聰明智慧去應對現時的轉變，有堅定心志能幫助我

們的家長及孩子。
2. 願神祝福家長們及孩子們擁有平安健康，讓家庭能有智慧及信心去面對疫情帶給家庭各方面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