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4 全球祈祷日
墨西哥地域
地域总指挥: 辛傲嘉中将
地域秘书长: 艾戴维上校
军官 181(在职130/退休51) 部队 44 学员 7 

军兵 1,306 青年兵 573

代祷
1. 为本地域领导更替祈祷。
2. 为于墨西哥边境无人陪伴并易受伤害的儿童祈祷。
3. 为全国面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及疫苗计划推行的挑战祈祷。
4. 为即将接受按立及任命的恩惠使者班学员祈祷。
5. 我们面对法律问题，需要极大的洞察力及介入技巧。
6. 这片土地及救世军现在都需要强大的灵命复兴。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6/04 西九龙分队
部队军官: 马健东少校
助理部队军官 : 冯素玲上尉
代祷
1. 3月15-29日在幼儿园举行复活节福音周活动，求主祝福，让福音在每位小朋友心里扎根成长。
2. 为实体聚会预备参加者及事奉人员。

07/04 华富幼儿学校
校长：劳小慧女士
代祷
1. 为每一位幼儿祈祷，祝福他们恢复学校生活之时，有健康的身体、灵巧的小脑袋及充满爱和喜乐的心灵，延续

学习的旅程。
2. 为本校各教职员祈祷，感谢天父在过去一年的看顾及保守，虽然当中遇到很多不稳定的情况，令我们的工作有

所转变，但学校内的每一位同工亦能抱着盼望的心，勇于面对挑战，坚守本份，做好教导及照顾孩子的工作。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8/04 全球祈祷日
利比里亚及塞拉利昂军区
总指挥: 卡森姆上校
秘书长: 洛杜当少校
军官80(在职74/退休6) 部队 35 学员 12 

军兵 5,419 青年兵 1,010

代祷
1. 为几内亚的工作得以扩展祈祷及感恩。
2. 祈求救世军可于几内亚完成永久注册。
3. 为几内亚因新冠肺炎及伊波拉病毒所带来的困难祈祷。
4. 为几内亚、利比里亚及塞拉利昂因战事、伊波拉病毒及现在的新冠肺炎所影响的经济复苏祷告。
5. 为恩惠使者班的学员祈祷，他们将会接受第二年的训练。
6. 为我们的学校祈祷，在长期封城后，仍能满足利比里亚人的需求。
7. 在疫情下，祈求神保守本军区、军官及军兵。

09/04 隆亨长者之家
院长：黄溎鑫女士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2/04 澳门地区
地区军官: 谭美顺少校
代祷
1. 为救世军睿禧长者综合服务中心的筹备工作祈祷，中心将为认知障碍症长者提供住院及日间护理服务。求神让我们

聘得合适员工。
2. 为救世军儿童合唱团的发展祷告，让更多儿童加入合唱团，并从音乐事工得到裨益。期望能招募15至20名儿童。

13/04 大坑东队
部队军官: 曹锦华少校
副部队军官: 曹莫丽清少校
代祷
1. 祈求主，让军兵同仁们在疫症当下，仍坚心仰望主，依靠主。
2. 祈求主，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的心，赐给我们动力，也去关心主所爱的生命，也让他们能得着主耶稣的恩惠。

14/04 禾輋幼儿学校
校长：梁肃贤女士
代祷
1. 感恩本校由3月8日起已可全面恢复半天面授课堂。
2. 求主继续保守一切顺利，幼儿可持续每天回校上课，不受疫情影响。
3. 各幼儿及教职员的身体健康及平安。
4. 由于现时只可进行半天面授课堂，课堂时间较为有限，求主在教学工作的编排上，赐予教师聪明智慧。



怀热心行使命同服待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5/04 全球祈祷日
孟加拉国军区
总指挥: 卡祖云上校
秘书长: 白理查德上尉
军官 98(在职93/退休5) 部队 32 学员 6 

军兵1,306 青年兵194

代祷
1. 遣返罗兴亚人对国家政府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此我们祈求神赐智慧予国家的领导，以解决问题及为国家带来和

平。
2. 请为孟加拉国全国教会理事会及孟加拉国基督教神学院祈祷，因为我们是联系团体，一起实践基督教使命。
3. 为本军区21/50使命祈祷 (已迈向目标)。
4. 祈求本军土地物业问题得到解决，特别是孟加拉国总部的土地。
5. 在与非政府组织/政府的工作上面对挑战。
6. 为2021年本军区推行新管治系统祈祷。
7. 为所有军官、员工、军兵及副兵及其家人祈祷。
8. 为人们的灵命发展祈祷。
9. 为外国来到孟加拉国的军官（特别是总指挥及军区妇女事工会长）的签证问题祈祷。
10.为成立新的部队/中心的福音工作祈祷。
11.为长期患病的白莉莉和白依理少校祈祷。

16/04 南明妇女之家
高级主任：黄淑娴女士
代祷
1. 为院友、同工及其家人的健康祈祷，让他们免受新型冠状病毒病感染，保持身体健康。
2. 为同工祈祷，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让他们在执行日常工作中免于恐惧，亦让其家人明白及支持他们继续为院舍服

务的决定。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9/04 军官训练学院
训练军官: 曹锦昌少校
代祷
1. 为林少威学员中尉和蔡沚妡学员中尉在军校和卫道神学研究院的学习，及港岛东队与牧区的实习代祷。
2. 为2021年9月有新学员代祷，现阶段未有申请，求神继续感动人心。

20/04 大埔队
部队军官: 凌陈雪芳少校
代祷
1. 为永强的家庭感恩，在2 月8 日生了第一个女儿。
2. 为主日崇拜的直播感恩，有很多不能来聚会的人都有收看录像。
3. 为大埔队的会友灵命成长代祷，祈望在今年可以更往高处行。
4. 为因其居住大厦有确诊而不能来事奉，以及因要负责网上直播而感到有压力的事奉人员祷告，求主加力胜过试探。
5. 求主为我们预备新队长。

21/04 北角幼儿学校暨育婴园
校长：梁咏娟女士
代祷
1. 感谢天父，在疫情期间，校内的教职员、家长和幼儿都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受到病毒感染，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
2. 求天父祝福学前教育服务各单位的教职员有健康的体魄及稳定的团队，上下一心，同心同行，以迎接未来不同的挑

战。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2/04 全球祈祷日
荷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地域
地域总指挥: 卫杏凝中将
地域秘书长: 叶何当娜准将
军官 306(在职112/退休194) 部队 63 学员 4  

军兵3,430 青年兵367

代祷
1. 本地域正在进行一个网上工作会议，为期5个月，直至2021年6月完结。这会议是围绕着列辉立中将的著作Christ 

at the Door – Biblical Keys to Our Salvationist Future。请为200多名参加者祈祷，他们在网上聚集起来聆听，建立对彼
此的了解与联系，以新的方式表达了神的爱及信仰。

2. 祈求神向我们展示该去到社区中的哪些位置，求祂装备我们，以开始建立新的信仰群体。
3. 祈求神继续派遣服事的人，特别是带来新的军兵及军官。
4. 祈求神给予智慧，我们将要启动一个新项目，令到同工有机会在救世军内发现更多的事工机会。
5. 为我们为罗马人持续进行的工作祷告，特别是在斯洛伐克的工作祈祷。期望为这个被遗忘的社区带来盼望及光明。
6. 为儿童及青少年工作祈祷，期望新一代透过救世军委身事奉神。
7. 为我们的军官、同工及义工的安全及健康祈祷，因为他们在疫情下仍继续提供服务。
8. 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重新构想妇女事工。

23/04 南山长者之家
高级主任：黄淑娴女士
代祷
1. 为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同工及院友祈祷，希望他们早日康复，亦希望离世院友安息，其家人的心情能早日平伏。
2. 为未来接种疫苗的院友祈祷，希望疫苗接种计划能顺利地推展，进一步保障院友的完全及健康。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6/04 人事部
人事部长: 叶简明真少校
代祷
1. 祷告在疫情下，人能认识神，得着平安、喜乐和盼望。
2. 军区引入「夫妇单一军官制」，希望帮助有心志成为军官的弟兄姊妹响应军官呼召。

27/04 将军澳队
部队军官: 陈国威少校
代祷
1. 为新冠肺炎疫情祷告，求主保守所有同仁，各入自去年起一直紧守社交距离措施。
2. 为干事祈祷，求神赐予他们智慧和力量，去计划部队日后的活动。
3. 为军兵祷告，求主在经济不景的大环境下保守他们平安。

28/04 白田幼儿学校暨育婴园
校长：梁翠凤女士
代祷
1. 在社会的现况下，学校及家庭面对很多转变，愿上帝加力予家长、幼儿及校内的同工，愿大家有从上而来的力量，

克服不同的转变及挑战，心里有着平安喜乐的福气。
2. 愿天父保守全校师生有强健身体，让大家有健康体魄及稳定团队，事奉校内的家庭。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9/04 全球祈祷日
新西兰、斐济、汤加及萨摩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甘马可中将
地域秘书长: 卫颂和准将
军官 531(在职263/退休268) 部队 92 学员C 22  

军兵 5,106 青年兵 925

代祷
1. 救世军于3年前开始于萨摩亚工作，刚刚更换了分区领袖。我们赞美上帝，至今于萨摩亚的事奉，成果丰硕。
2. 特别为加强联系祈祷，因为我们于萨摩亚提供了酒精与毒品治疗计划及建立了Apia部队。
3. 斐济因疫情打击到旅游业，当地的救世军都能适应。为继续在救世军人当中加深神的工作，带来团结及在当地部

队中培养出领导而祈祷。
4. 请为新西兰、斐济、汤加及萨摩亚的儿童及青少年祷告，并为使命计划发展能使他们的生命牢固地植根在耶稣基

督身上祷告。
5. 请为本地域祈祷。我们由4个国家所组成，但因边境关闭及检疫限制而被隔断。我们寻求在使命及目标上成为团

结一致的军队。我们感恩科技能令我们彼此联系。
6. 在2021年，我们再次发现祈祷的力量，我们再次蒙召要「腾出空间；放下工作；彼此相聚」。

30/04 南泰长者中心
主任：单翠屏女士
代祷
1. 为患病和受感染的人祷告。求神医治和帮助他们，保守他们的身心。求神遏止疫情扩散。
2. 为感到孤独、焦虑和无助的长者祷告。求神供应他们各项所需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