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3 教育服务部
教育服务总监: 郑启员博士
代祷
1. 感谢主赐给救世军皇后山学校这份礼物，求主带领我们顺利开校。
2. 在疫情期间，求主保守本军幼儿学校和各校教职员和学生平安。

02/03 九龙中央堂
部队军官: 林李内欣上尉
代祷
1. 为今年本堂七十周年堂庆祈祷，愿弟兄姊妹上下一心，生命连于基督，效法主爱人和服侍人。
2. 今年会举办两个新的外展事工：「青少年音乐班」及「家长英语班」，求主指引每一步，在策划﹑预备﹑军兵

同工的委身、参加者的得着方面，都有圣灵同工。
3. 在疫情下，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都健康。

03/03 三圣幼儿学校
校长: 司徒绮雯女士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4/03 全球祈祷日
斯里兰卡地域
地域总指挥: 夏理孝准将
地域秘书长: 马绍文上校
军官146(在职94/退休52) 部队44 学员1 

军兵 4,359 青年兵 863

代祷
1. 为候补员祈祷
2. 为将要开展新植堂祈祷—汉班托塔及努沃勒埃利耶
3. 一对一使命 (今年地域的主题)

4. 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人祈祷
5. 为反人口贩卖祈祷
6. 为所有军官及军兵祈祷
7. 分队—瓦武尼亚、基利诺奇和拉加拉

05/03 海裕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队长：胡致心女士
代祷
1. 主呀！疫情至今一年有多，同事总会担心自己、家人、以致会员，会否受到感染，近期中心所属小区成为疫

情高危区，大家生活更加战战兢兢。感谢祢赐我们一班好同工，每天紧守岗位，满有信心和力量地克服一切
畏惧，专心一致照顾长者。

2. 最近，我们中心有长期患病会员身体转差，甚至有会员离逝，实在令我们痛心。求主让我们在祢的怀里得到
慰藉，感受到祢所赐的无比平安，并让每一位同工都明白神的旨意，蒙神感召，好好事奉我们的每一位长者
朋友。奉主名求，阿们！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8/03 财务部
财务总监: 黄丽茵女士
代祷
1. 求主保守同工伍文庄女士。
2. 为主保守各人身体健康，满有喜乐献上赞美！
3. 祈求我们时刻紧记，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寻求神的帮助，并信靠祂。

09/03 九龙城队
部队军官:张婉薇少校
代祷
1. 请为疫情下的牧养工作代祷，求神帮助部队找到一套适切的牧养模式。
2. 请为教友的身心灵健康祈祷，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并常存盼望。

10/03 大窝口幼儿学校
校长：陈嘉怡女士
代祷
1. 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续一年多，求主继续保守全体教职员、学生及家长有健康的身体，坚固各人的生命及信心。

求主让学校团队成员能积极正面面对，在困难与挑战中，切实感受主的恩典。又求主赐予学生聪明智慧，能够
适应网上学习模式，并同样得到最好的学习果效。家长在照顾子女及工作模式上也受着疫情影响而改变，求主
让各人在不安和焦虑中得着主赐下的平安。

2. 为高班升小选校进入统一派位阶段祷告，求主带领每位学生能获派心仪及合适的小学，并在等候结果公布和
「预备叩门」期间，赐平安及智慧予各家长。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1/03 全球祈祷日
港澳军区
总指挥: 李光秋上校
秘书长: 陈喜威少校
军官49(在职27/退休22) Corps 16 学员2 

军兵 2,477 青年兵 406

代祷
1. 感谢神！虽然受限于限聚令，但我们于2020年仍能以不一样的方式庆祝军区服务香港90周年。
2. 感谢神给我们发展的机会。(2021年军区将会进行新的社会服务计划。)

3. 祈求神引领及指导军区在拯救灵魂、培育圣徒及事奉小区方面迈向新一页。
4. 于这个困难时间，请继续为于院舍服务的同工祈祷。他们都担心感染到院友及自己的家人。
5. 请为两个新成立的植堂事奉祈祷。一个是学前教育单位(苏屋幼儿园)，另一个是小学(救世军皇后山学校)。为两个植

堂的人事、财务及营运祈祷。
6. 为军区的军官祈祷(退休及有新发展的)。

12/03 锦田长者之家
高级主任：朱淑华女士
代祷
1. 请为各院友及其家人心灵代祷，因疫情关系，家人不能陪伴左右，双方非常挂念对方。也特别为一些病患的院友代

祷，他们有各种的伤病，有的身体疼痛、有的身体虚弱，希望他们得到合适治疗，舒缓不适。
2. 请为一众同事有合一的心祷告，纵然工作繁重，加上面对疫情的不稳定，仍坚守岗位，为院友提供一个温暖的家。



怀热心行使命同服待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5/03 人力资源部
机构人力资源总监: 徐颜皓女士
代祷
1. 祈求众军官和雇员有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继续服侍我们的内部及外部客户／服务使用者。
2. 求神保守我们与各部门紧密合作，满有喜乐和感恩的心。

16/03 东九龙队
部队军官: 谭振辉少校
代祷
1. 为召开「事奉人员分享会」祷告，将今年部队的主题「重见重建」向他/她们传递讲解。
2. 为院牧的事工祷告，求神预备人手作工。

17/03 大元幼儿学校
校长：叶翠茹女士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8/03 全球祈祷日
马拉维地域
地域总指挥: 彭毅法准将
地域秘书长: 巴森姆上校
军官137(在职125/退休12) 部队100 学员 10 

军兵 10,711 青年兵 3,347

代祷
1. 神保守地域新上任的领袖彭毅法及彭曾美娜准将伉俪，让他们在新任命中安定下来。
2. 请为我们新的地域秘书长及地域妇女事工秘书长巴森姆及巴顾莉萨上校伉俪祈祷，让他们在新任命中安定下来，

并与领袖为地域发展共同努力。
3. 祈求本地域能在财务上支持地域总部由布兰太尔迁到利隆圭市，以增强沟通网络。
4. 为于2020年12月调任的军官安定下来祈祷，希望他们尽快适应，并在目前的任命中更有效事奉。
5. 祈求上帝能干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对生命及经济的影响，而疫苗即将运抵，求神帮助马拉维人处理有关疫苗阴谋

论的恐慌及焦虑的情绪。
6. 祈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各种限制下，救世军在马拉维不会被动摇。上帝会保守地域所做的一切，使本地域在各方

面继续发展。
7. 最后，请为恩惠使者班的学员祈祷。由于在新冠肺炎疫情封城的情况下，他们的训练受到严重的影响。祈求上帝

帮助他们，即使在疫情过后，仍坚守对神的呼召，常存信心。

19/03 广华医院离院长者综合支持计划 –救世军家居支援队
项目经理：陈凤霞女士
代祷
1. 求主保守在疫情下之服务运作。
2. 未来社工将有人事变动, 求主保守招聘过程顺利,并请到合适人选。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2/03 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经理: 伍慧燕女士
代祷
1. 祈求与各部门合作顺利。
2. 祈求新冠肺炎对部门的工作影响减至最低。

23/03 美乐队
部队军官: 叶戴维少校
代祷
1. 在疫情仍然流行期间，祈求神继续赐平安和健康予每位弟兄姊妹，亦带领每次网上圣洁会、团契和聚会得以顺利

进行，能够继续牧养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
2. 今年是美乐队五周年，重点主题是「同读圣经，齐心祷告，凝聚相爱」，祈求主带领我们能够按着这目标前进，

祝福所计划的每项活动，都能够顺利推行。

24/03 天平幼儿学校
校长：洪美英女士
代祷
1. 为一位高班学生的妈妈祷告，她刚知悉自己怀有第三胎。原是喜悦的消息，但因其家人身体欠佳，在未来未能协

助照顾这个小生命，而他们亦不想再聘请工人，致使该名母亲心里不安。求天父赐家人有智慧及平安的心，保守
这小生命的来临。

2. 为低班一名幼儿祷告，他在家中跌伤右脚脚掌，现需打上石膏，求天父医治及祝福幼儿早日康复。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5/03 全球祈祷日
丹麦及格陵兰地域
地域总指挥: 齐智丽上校
地域秘书长: 利颂贤少校
军官81(在职35/退休46) 部队23  

军兵 797 青年兵 9

代祷
1. 感恩：请与我们一起感恩 -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们只有少数同工受到感染。所以，我们在疫情期间(仍在持续)，

在灵命及社会支持方面，仍能提供跟以往一样的服务。我们对神的保护，怀着谦虚及感恩的心。祈求在神的怜悯
下，我们的信心不会变得软弱，反而会变得更强大。

2. 为「回复正常」祈祷：这是一个急切的祈祷要求 –只要情况容许在现实生活中相聚，使能与我们的儿童、年青人
及家庭再次聚首。儿童及青年部已很努力透过网上聚会及持续的虚拟教学，并提供创意的素材，让小组保持联系。
祈求这样令大家更期待实体互动及崇拜。虽然我们可以进行实体崇拜，但受到严格的规限，在儿童及青年的工作
上需要有所调节。他们已经有长时间没有跟彼此及领袖见面。祈求可回复正常。

3. 地域使命策略计划(2020-2024)：请与我们一起祈祷 –

我们会忠诚及拥护「藉着耶稣带来希望及生命」背后所包含的意义。在使命宣言中，我们会针对一些关键因素
及范围，祈求神给予我们智慧去展开及继续使命，坚持及相信主会给予一个好的开始，并会持续……。

4.  使命呼召，上帝的仆人：
我们很高兴得到大家祈祷支持 -

「在你的生活中寻找及接受上帝的呼召」。神的国度殷切需要更多同工、军官及委身的军兵/信徒。为此，我们寻
求神的创意。

5. 格陵兰救世军: 我们感谢大家的祈祷-

我们在格陵兰的事奉上会迈出新一步。格陵兰救世军于2012年成立，并在不断发展。现已成立了一个小小的部队，
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服务中心，为灵命及各方面提供了出色的支持。在半年前，我们终于找到了年青的同工，
跟队长一起事奉。我们祈求突破，不只向年青的弱势群体，甚至可以向不同人宣扬福音。吸食毒品问题很严重，
所以使命宣言「藉着并与耶稣一起，带来希望及新生命」很适合当地的情况。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6/03 观塘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
主任：陈秀慧女士
代祷
本单位为住在小区中的长者提供家居到户服务，在疫情肆虐期间，请记念单位同事身心的平安，亦为我们服务的长
者祷告，他们多为体弱及独居，求主保护看顾他们。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9/03 信息科技部
信息科技总监: 植国权先生
代祷
1. 求神保守信息科技部同工和他们的家人，当中有各自的健康问题，亦面对各项挑战。
2. 求主赐我们力量和智慧去应付庞大的压力和工作量。

30/03 沙田队
部队军官: 曹锦昌少校
副部队军官: 曹谭玉珍少校
感恩事项
沙田队与隆亨青少年中心于2月6日向隆亨邨和红梅谷共100户的家庭，送上贺年礼物和祝福，表达关怀。
代祷
为香港疫情代祷，希望部队及牧区单位，很快可以恢复所有实体聚会及活动。

31/03 荃湾幼儿学校
校长：招美玉女士
代祷
1. 愿神保守学校团队在疫情下能拥有健康及平安的心，让团队有聪明智慧去应对现时的转变，有坚定心志能帮助我

们的家长及孩子。
2. 愿神祝福家长们及孩子们拥有平安健康，让家庭能有智慧及信心去面对疫情带给家庭各方面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