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3/05 策划部
策划部长: 陈徐香凝少校
代祷
1. 感谢神垂听祷告及带领开路，救世军成功申请改建屯门前救世军三圣邨刘伍英学校为过渡性房

屋。此过渡性房屋计划预期在2022年第二季投入服务，盼望不单为有需要人士提供相宜之住屋
及全人服侍，更为区内居民提供服务，共建和谐社区。请为此项目之筹款、改建工程及服务运
作代祷。

2. 为军区整全使命代祷，愿每位服务使用者都经历神的爱，并活出神所赐的丰盛生命。

04/05 荃葵队
部队军官: 曹蔡英齐少校
助理部队军官: 曹锦成少校
代祷
1. 为荃葵队3-5年策略计划祷告：灵命塑造-每日读经计划，祈祷操练，布道及栽培训练。在新常

态下，部队需要调较牧养模式及福音策略。
2. 为弟兄姊妹在疫情下，心志不改，仍紧紧追随神，多花时间思考神的话，爱护家庭，活出见证，

使人得益，领人归主；也为队长及干事们并军兵同仁祈祷。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5/05 韦理夫人纪念学校
校长：马启能先生
代祷
1. 为学校在停课期间面对不少新挑战，例如教学模式的转变等，同事间仍保持积极，互相提示和支持，维持教学

质素祷告。
2. 求神保守各人(包括教职员、学生及家长们)身心灵平安，并以正向的思维互相信赖，让学生体验更多的爱与关怀，

各人以顺服平静的心迎接未来的逆境及考验。
3. 疫情下，保守师生与家长健康。

06/05 全球祈祷日
中东分区
区长: 韦洛拔上尉
军官 4 部队 8  
军兵 381 青年兵 38
代祷
1. 祈求新任科威特队部队军官施捷夫及施格兰少校伉俪，能顺利来到国家开始事奉。
2. 祈求新任命的分区领袖可顺利进入阿联酋，开始他们的领导工作。
3. 虽然在疫情下，聚会的次数减少了，但祈求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及巴林的救世军人因信心及见证受到鼓励。
4. 虽然区内教会工作面对很多限制，但祈求上帝会继续带领本分区。

07/05 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关顾计划
高级主任：黄建慧女士
代祷
1. 请为服务使用者代祷，希望他们面对身体病患和临终阶段，可以保持内心平安；亦为其家人祷告，因为他们在

疫情下也会自责未能陪伴长者渡过晚晴。
2. 请为团队同事加力，给予他们智慧和身心灵健康，迎接2021年的工作挑战。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0/05 物业部
物业总监: 曾纪峰先生
代祷
1. 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竭尽所能，在我们的范畴中展现诚信和专业精神。
2. 祈求部门同工有健康和智慧应付工作。

11/05 东涌队
部队军官: 王煜发少校
副部队军官: 王黎洪娇少校
感恩
有两位妇女参与了「初信成长八课」，其中叶太在疫情中经历耶稣的同在，她因疫情的影响要靠服用安眠药才可入睡，
但信耶稣后她藉着祷告的力量，心里有了依靠，即使不吃药也能入睡。

12/05 中原慈善基金学校
校长：黄顺娥女士
代祷
1. 在疫情下，全体家长、学生和校内员工都蒙保守，各人得健康与平安。
2. 为学校的发展祷告，祈求收生理想，继续以神的爱和引导，为主在区内服事更多家庭。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3/05 全球祈祷日
肯尼亚西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翟斯特中将
地域秘书长: 卡路加上校
军官 1,094(在职859/退休235) 部队 566 学员 31 

军兵 128,874 青年兵 126,888

代祷
1. 为我们的福音事工祈祷，希望我们通过传福音去接触一些过往未曾触及的地方。
2. 有部份的军官健康出现问题，祈祷他们得到治疗，可以继续有效率地进行神的工作。
3. 由于出现了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大部份部队都已关闭，军兵都不能聚会及在经济上对军官给予支持。祈求尽快回

复正常。
4.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生活水平，很多人的生活都变得艰苦。祈求情况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善。
5. 祈求在这段困难的时间，军兵的灵命得以成长，继续信靠主。

14/05 辅助医疗服务
辅助医疗服务主任：陈凯萍女士
代祷
1. 保守所有员工和服务对象身体健康，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2. 祈求辅助医疗服务队能有足够、稳定的人手，好能提供最佳服务。



怀热心 行使命 同服待 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7/05 循环再用计划
循环再用计划总监: 陈国明先生
代祷
1. 计划送递工人张圣聪数星期前在送货期间伤及手指，需放病假至五月中。求神赐福张同工早日康复。
2. 计划推广同工吴天豪于4月份到医院进行一整晚的全面身体检查，感恩现在一切安好。求神赐福给及保守他。

18/05 湾仔队
部队军官: 余基甸上尉
副部队军官: 余李彩玲上尉
代祷
1. 请为湾仔队未来重建计划祷告，求主带领，预备合乎神心意的地方，扩展神的国度。
2. 为着领袖祷告，求神赐聪明智慧给领袖们作出合乎神心意的决策。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0/05 全球祈祷日
芬兰及爱沙尼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劳柏德准将
地域秘书长: 聂世嘉少校
军官 121(在职 38/退休 83) 部队 28 学员 4  

军兵 714 青年兵 26

代祷
1. 为属灵成熟及圣洁，为生命及心灵受圣灵感动而敞开，深深地复兴。

a) 为所有人员专注于使命，有热诚及勇气分享耶稣喜乐的信息，能对他们身边的人产生强大的属灵/天国的影响，
进而邀请身边的人与耶稣建立爱的关系，成为祂的门徒。

b) 为信仰的创新表达，成立新部队及分队，欢迎新家庭、儿童及年青人。
c) 为新成员，包括军兵、青年兵、干事及救世军之友。
d) 为社会服务的领袖及员工: 感谢他们的服务及投入使命。

2. 我们赞美神！我们的学员和其他回应神的呼召，成为军官作全职事奉的人。我们祈求有更多救世军人会回应神的呼
召，成为候补员及未来的学员。

3. 在疫情下，我们在生活上不断面对不同的挑战，祈求那些在生活中挣扎，经历着各种巨变的人、我们所爱的人、家
人及朋友、同事及邻居，都会感受到神的爱，找到慰藉及新的希望。

21/05 宝林长者之家
高级主任：区以德先生
代祷
1. 请为院友及家属祈祷，求主继续保守看顾，愿大家在疫情的各种限制下，仍能彼此扶持，心灵获得平安。
2. 请为患病的院友、家属及职员祈祷，求主引领他们在病困中仍常存希望，并早日康复。
3. 请为宝林长者之家全体职员祈祷，求主带领他们努力面对日常工作挑战，为长者带来一个舒适卫生的居住环境，有

尊严且丰盛的晚年生活。
4. 请为宝林长者之家荣休院长徐洁芬姑娘祈祷，求主祝福徐姑娘退休生活顺遂无忧，平安喜乐。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4/05 救世军领袖培训中心
救世军领袖培训中心经理：刘培基先生
代祷
1. 求主保守各员工身体健康，事主更加得力，在疫情影响下靠主得胜。
2. 求主加力于员工，悉心整理资源中心的馆藏文物，引领更多人前来参观，使用这些文物，让救世军人得知先贤们

的贡献，从历史文物中领略神的旨意。
3. 求主加力于各项培训中心的事工，让中心各人能更好地事奉主。

25/05 卜维廉队
部队军官: 谭罗惠芳少校
代祷
1. 求主让弟兄姊妹愿意「成为门徒．灵命倍增」。
2. 求主继续使用我们祝福小区(派发物资及分享神的爱)。

26/05 林拔中纪念学校
校长：劳耀基先生
代祷
1. 为学校的候任新校长祈祷。
2. 为疫情中学生及其家庭的身心灵健康代祷。



怀热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7/05 全球祈祷日
菲律宾地域
地域总指挥: 敖戴维准将
地域秘书长: 沙鲁多上校
军官 243(在职 159/退休 84) 部队 86 学员 7  

军兵 9,628 青年兵 1,112

代祷
1. 祈求有更多青年人委身于神，成为军官。
2. 为2021年7月份生效的军官任命变更祈祷。
3. 在疫情下，地域所面对的挑战：

a) 崇拜及聚会；
b) 经济困难；
c) 不同项目的推行；
d) 保护人们免受病毒影响，包括情绪的影响

4.   在疫情下，救世军教育服务的持续性。
5.   福音及门徒训练。

28/05 西贡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
主任：陈秀慧女士
代祷
本单位是为住在小区中的长者提供家居到户服务，在这疫情肆虐的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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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31/05 社会服务部
社会服务总监: 李少芬女士
代祷
1. 求天父祝福社会服务部各同工有健康的身体及稳定的团队，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齐心协力，实践「心向神手助

人」的信念，关怀及服务社会上有需要的社群。
2. 为疫情下身、心、灵、经济受影响或感困苦的人祷告，求天父亲自保守及安慰他们，并赐智慧予同工提供适切的

服务助他们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