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04 全球祈禱日
墨西哥地域
地域總指揮: 辛傲嘉中將
地域秘書長: 艾大衛上校
軍官 181(在職130/退休51) 部隊 44 學員 7 

軍兵 1,306 青年兵 573

代禱
1. 為本地域領導更替祈禱。
2. 為於墨西哥邊境無人陪伴並易受傷害的兒童祈禱。
3. 為全國面對新冠疫情的反應，及疫苗計劃推行的挑戰祈禱。
4. 為即將接受按立及任命的恩惠使者班學員祈禱。
5. 我們面對法律問題，需要極大的洞察力及介入技巧。
6. 這片土地及救世軍現在都需要強大的靈命復興。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6/04 蘇屋植堂
植堂軍官: 馬健東少校
副植堂軍官 : 馮素玲上尉
代禱
1. 3月15-29日在幼稚園舉行復活節福音週活動，求主祝福，讓福音在每位小朋友心裏扎根成長。
2. 為實體聚會預備參加者及事奉人員。

07/04 華富幼兒學校
校長：勞小慧女士
代禱
1. 為每一位幼兒祈禱，祝福他們恢復學校生活之時，有健康的身體、靈巧的小腦袋及充滿愛和喜樂的心靈，延續

學習的旅程。
2. 為本校各教職員祈禱，感謝天父在過去一年的看顧及保守，雖然當中遇到很多不穩定的情況，令我們的工作有

所轉變，但學校內的每一位同工亦能抱着盼望的心，勇於面對挑戰，堅守本份，做好教導及照顧孩子的工作。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8/04 全球祈禱日
利比里亞及塞拉利昂軍區
總指揮: 卡森姆上校
秘書長: 洛杜當少校
軍官80(在職74/退休6) 部隊 35 學員 12 

軍兵 5,419 青年兵 1,010

代禱
1. 為幾內亞的工作得以擴展祈禱及感恩。
2. 祈求救世軍可於幾內亞完成永久註冊。
3. 為幾內亞因新冠肺炎及伊波拉病毒所帶來的困難祈禱。
4. 為幾內亞、利比里亞及塞拉利昂因戰事、伊波拉病毒及現在的新冠肺炎所影響的經濟復甦禱告。
5. 為恩惠使者班的學員祈禱，他們將會接受第二年的訓練。
6. 為我們的學校祈禱，在長期封城後，仍能滿足利比里亞人的需求。
7. 在疫情下，祈求神保守本軍區、軍官及軍兵。

09/04 隆亨長者之家
院長：黃溎鑫女士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2/04 澳門地區
地區軍官: 譚美順少校
代禱
1. 為救世軍睿禧長者綜合服務中心的籌備工作祈禱，中心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提供住院及日間護理服務。求神讓我們

聘得合適員工。
2. 為救世軍兒童合唱團的發展禱告，讓更多兒童加入合唱團，並從音樂事工得到裨益。期望能招募15至20名兒童。

13/04 大坑東隊
部隊軍官: 曹錦華少校
副部隊軍官: 曹莫麗清少校
代禱
1. 祈求主，讓軍兵同仁們在疫症當下，仍堅心仰望主，依靠主。
2. 祈求主，在我們中間感動我們的心，賜給我們動力，也去關心主所愛的生命，也讓他們能得著主耶穌的恩惠。

14/04 禾輋幼兒學校
校長：梁肅賢女士
代禱
1. 感恩本校由3月8日起已可全面恢復半天面授課堂。
2. 求主繼續保守一切順利，幼兒可持續每天回校上課，不受疫情影響。
3. 各幼兒及教職員的身體健康及平安。
4. 由於現時只可進行半天面授課堂，課堂時間較為有限，求主在教學工作的編排上，賜予教師聰明智慧。



懷熱心行使命同服待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5/04 全球祈禱日
孟加拉軍區
總指揮: 卡祖雲上校
秘書長: 白理查上尉
軍官 98(在職93/退休5) 部隊 32 學員 6 

軍兵1,306 青年兵194

代禱
1. 遣返羅興亞人對國家政府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因此我們祈求神賜智慧予國家的領導，以解決問題及為國家帶來和

平。
2. 請為孟加拉全國教會理事會及孟加拉基督教神學院祈禱，因為我們是聯繫團體，一起實踐基督教使命。
3. 為本軍區21/50使命祈禱 (已邁向目標)。
4. 祈求本軍土地物業問題得到解決，特別是孟加拉總部的土地。
5. 在與非政府組織/政府的工作上面對挑戰。
6. 為2021年本軍區推行新管治系統祈禱。
7. 為所有軍官、員工、軍兵及副兵及其家人祈禱。
8. 為人們的靈命發展祈禱。
9. 為外國來到孟加拉的軍官（特別是總指揮及軍區婦女事工會長）的簽證問題祈禱。
10.為成立新的部隊/中心的福音工作祈禱。
11.為長期患病的白莉莉和白依理少校祈禱。

16/04 南明婦女之家
高級主任：黃淑嫻女士
代禱
1. 為院友、同工及其家人的健康祈禱，讓他們免受新型冠狀病毒病感染，保持身體健康。
2. 為同工祈禱，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讓他們在執行日常工作中免於恐懼，亦讓其家人明白及支持他們繼續為院舍服

務的決定。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9/04 軍官訓練學院
訓練軍官: 曹錦昌少校
代禱
1. 為林少威學員中尉和蔡沚妡學員中尉在軍校和衛道神學研究院的學習，及港島東隊與牧區的實習代禱。
2. 為2021年9月有新學員代禱，現階段未有申請，求神繼續感動人心。

20/04 大埔隊
部隊軍官: 凌陳雪芳少校
代禱
1. 為永強的家庭感恩，在2 月8 日生了第一個女兒。
2. 為主日崇拜的直播感恩，有很多不能來聚會的人都有收看錄影。
3. 為大埔隊的會友靈命成長代禱，祈望在今年可以更往高處行。
4. 為因其居住大廈有確診而不能來事奉，以及因要負責網上直播而感到有壓力的事奉人員禱告，求主加力勝過試探。
5. 求主為我們預備新隊長。

21/04 北角幼兒學校暨育嬰園
校長：梁詠娟女士
代禱
1. 感謝天父，在疫情期間，校內的教職員、家長和幼兒都有健康的身體，沒有受到病毒感染，我們獻上感謝和讚美。
2. 求天父祝福學前教育服務各單位的教職員有健康的體魄及穩定的團隊，上下一心，同心同行，以迎接未來不同的挑

戰。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2/04 全球祈禱日
荷蘭，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地域
地域總指揮: 衛杏凝中將
地域秘書長: 葉何當娜准將
軍官 306(在職112/退休194) 部隊 63 學員 4  

軍兵3,430 青年兵367

代禱
1. 本地域正在進行一個網上工作會議，為期5個月，直至2021年6月完結。這會議是圍繞著列輝立中將的著作Christ 

at the Door – Biblical Keys to Our Salvationist Future。請為200多名參加者祈禱，他們在網上聚集起來聆聽，建立對彼
此的了解與聯繫，以新的方式表達了神的愛及信仰。

2. 祈求神向我們展示該去到社區中的哪些位置，求祂裝備我們，以開始建立新的信仰群體。
3. 祈求神繼續派遣服事的人，特別是帶來新的軍兵及軍官。
4. 祈求神給予智慧，我們將要啟動一個新項目，令到同工有機會在救世軍內發現更多的事工機會。
5. 為我們為羅馬人持續進行的工作禱告，特別是在斯洛伐克的工作祈禱。期望為這個被遺忘的社區帶來盼望及光明。
6. 為兒童及青少年工作祈禱，期望新一代透過救世軍委身事奉神。
7. 為我們的軍官、同工及義工的安全及健康祈禱，因為他們在疫情下仍繼續提供服務。
8. 求神給我們智慧，知道如何重新構想婦女事工。

23/04 南山長者之家
高級主任：黃淑嫻女士
代禱
1. 為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同工及院友祈禱，希望他們早日康復，亦希望離世院友安息，其家人的心情能早日平伏。
2. 為未來接種疫苗的院友祈禱，希望疫苗接種計劃能順利地推展，進一步保障院友的完全及健康。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6/04 人事部
人事部長: 葉簡明真少校
代禱
1. 禱告在疫情下，人能認識神，得著平安、喜樂和盼望。
2. 軍區引入「夫婦單一軍官制」，希望幫助有心志成為軍官的弟兄姊妹回應軍官呼召。

27/04 將軍澳隊
部隊軍官: 陳國威少校
代禱
1. 為新冠肺炎疫情禱告，求主保守所有同仁，各入自去年起一直緊守社交距離措施。
2. 為幹事祈禱，求神賜予他們智慧和力量，去計劃部隊日後的活動。
3. 為軍兵禱告，求主在經濟不景的大環境下保守他們平安。

28/04 白田幼兒學校暨育嬰園
校長：梁翠鳳女士
代禱
1. 在社會的現況下，學校及家庭面對很多轉變，願上帝加力予家長、幼兒及校內的同工，願大家有從上而來的力量，

克服不同的轉變及挑戰，心裡有著平安喜樂的福氣。
2. 願天父保守全校師生有強健身體，讓大家有健康體魄及穩定團隊，事奉校內的家庭。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9/04 全球祈禱日
新西蘭、斐濟、湯加及薩摩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甘馬可中將
地域秘書長: 衛頌和准將
軍官 531(在職263/退休268) 部隊 92 學員C 22  

軍兵 5,106 青年兵 925

代禱
1. 救世軍於3年前開始於薩摩亞工作，剛剛更換了分區領袖。我們讚美上帝，至今於薩摩亞的事奉，成果豐碩。
2. 特別為加強聯繫祈禱，因為我們於薩摩亞提供了酒精與毒品治療計劃及建立了Apia部隊。
3. 斐濟因疫情打擊到旅遊業，當地的救世軍都能適應。為繼續在救世軍人當中加深神的工作，帶來團結及在當地部

隊中培養出領導而祈禱。
4. 請為新西蘭、斐濟、湯加及薩摩亞的兒童及青少年禱告，並為使命計劃發展能使他們的生命牢固地植根在耶穌基

督身上禱告。
5. 請為本地域祈禱。我們由4個國家所組成，但因邊境關閉及檢疫限制而被隔斷。我們尋求在使命及目標上成為團

結一致的軍隊。我們感恩科技能令我們彼此聯繫。
6. 在2021年，我們再次發現祈禱的力量，我們再次蒙召要「騰出空間；放下工作；彼此相聚」。

30/04 南泰長者中心
主任：單翠屏女士
代禱
1. 為患病和受感染的人禱告。求神醫治和幫助他們，保守他們的身心。求神遏止疫情擴散。
2. 為感到孤獨、焦慮和無助的長者禱告。求神供應他們各項所需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