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3/05 策劃部
策劃部長: 陳徐香凝少校
代禱
1. 感謝神垂聽禱告及帶領開路，救世軍成功申請改建屯門前救世軍三聖邨劉伍英學校為過渡性房

屋。此過渡性房屋計劃預期在2022年第二季投入服務，盼望不單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相宜之住屋
及全人服侍，更為區內居民提供服務，共建和諧社區。請為此項目之籌款、改建工程及服務運
作代禱。

2. 為軍區整全使命代禱，願每位服務使用者都經歷神的愛，並活出神所賜的豐盛生命。

04/05 荃葵隊
部隊軍官: 曹蔡英齊少校
助理部隊軍官: 曹錦成少校
代禱
1. 為荃葵隊3-5年策略計劃禱告：靈命塑造-每日讀經計劃，祈禱操練，佈道及栽培訓練。在新常

態下，部隊需要調較牧養模式及福音策略。
2. 為弟兄姊妹在疫情下，心志不改，仍緊緊追隨神，多花時間思考神的話，愛護家庭，活出見證，

使人得益，領人歸主；也為隊長及幹事們並軍兵同仁祈禱。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5/05 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校長：馬啟能先生
代禱
1. 為學校在停課期間面對不少新挑戰，例如教學模式的轉變等，同事間仍保持積極，互相提示和支持，維持教學

質素禱告。
2. 求神保守各人(包括教職員、學生及家長們)身心靈平安，並以正向的思維互相信賴，讓學生體驗更多的愛與關懷，

各人以順服平靜的心迎接未來的逆境及考驗。
3. 疫情下，保守師生與家長健康。

06/05 全球祈禱日
中東分區
區長: 韋洛拔上尉
軍官 4 部隊 8  
軍兵 381 青年兵 38
代禱
1. 祈求新任科威特隊部隊軍官施捷夫及施格蘭少校伉儷，能順利來到國家開始事奉。
2. 祈求新任命的分區領袖可順利進入阿聯酋，開始他們的領導工作。
3. 雖然在疫情下，聚會的次數減少了，但祈求科威特、阿聯酋、阿曼及巴林的救世軍人因信心及見證受到鼓勵。
4. 雖然區內教會工作面對很多限制，但祈求上帝會繼續帶領本分區。

07/05 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劃
高級主任：黃建慧女士
代禱
1. 請為服務使用者代禱，希望他們面對身體病患和臨終階段，可以保持內心平安；亦為其家人禱告，因為他們在

疫情下也會自責未能陪伴長者渡過晚晴。
2. 請為團隊同事加力，給予他們智慧和身心靈健康，迎接2021年的工作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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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0/05 物業部
物業總監: 曾紀峰先生
代禱
1. 求主賜給我們力量，讓我們能竭盡所能，在我們的範疇中展現誠信和專業精神。
2. 祈求部門同工有健康和智慧應付工作。

11/05 東涌隊
部隊軍官: 王煜發少校
副部隊軍官: 王黎洪嬌少校
感恩
有兩位婦女參與了「初信成長八課」，其中葉太在疫情中經歷耶穌的同在，她因疫情的影響要靠服用安眠藥才可入睡，
但信耶穌後她藉着禱告的力量，心裏有了依靠，即使不吃藥也能入睡。

12/05 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校長：黃順娥女士
代禱
1. 在疫情下，全體家長、學生和校內員工都蒙保守，各人得健康與平安。
2. 為學校的發展禱告，祈求收生理想，繼續以神的愛和引導，為主在區內服事更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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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 全球祈禱日
肯尼亞西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翟斯特中將
地域秘書長: 卡路加上校
軍官 1,094(在職859/退休235) 部隊 566 學員 31 

軍兵 128,874 青年兵 126,888

代禱
1. 為我們的福音事工祈禱，希望我們通過傳福音去接觸一些過往未曾觸及的地方。
2. 有部份的軍官健康出現問題，祈禱他們得到治療，可以繼續有效率地進行神的工作。
3. 由於出現了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大部份部隊都已關閉，軍兵都不能聚會及在經濟上對軍官給予支援。祈求盡快回

復正常。
4.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生活水平，很多人的生活都變得艱苦。祈求情況能在短時間內得以改善。
5. 祈求在這段困難的時間，軍兵的靈命得以成長，繼續信靠主。

14/05 輔助醫療服務
輔助醫療服務主任：陳凱萍女士
代禱
1. 保守所有員工和服務對象身體健康，特別是在疫情期間。
2. 祈求輔助醫療服務隊能有足夠、穩定的人手，好能提供最佳服務。



懷熱心 行使命 同服待 齊影響

第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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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 循環再用計劃
循環再用計劃總監: 陳國明先生
代禱
1. 計劃送遞工人張聖聰數星期前在送貨期間傷及手指，需放病假至五月中。求神賜福張同工早日康復。
2. 計劃推廣同工吳天豪於4月份到醫院進行一整晚的全面身體檢查，感恩現在一切安好。求神賜福給及保守他。

18/05 灣仔隊
部隊軍官: 余基甸上尉
副部隊軍官: 余李彩玲上尉
代禱
1. 請為灣仔隊未來重建計劃禱告，求主帶領，預備合乎神心意的地方，擴展神的國度。
2. 為著領袖禱告，求神賜聰明智慧給領袖們作出合乎神心意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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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全球祈禱日
芬蘭及愛沙尼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勞柏德准將
地域秘書長: 聶世嘉少校
軍官 121(在職 38/退休 83) 部隊 28 學員 4  

軍兵 714 青年兵 26

代禱
1. 為屬靈成熟及聖潔，為生命及心靈受聖靈感動而敞開，深深地復興。

a) 為所有人員專注於使命，有熱誠及勇氣分享耶穌喜樂的信息，能對他們身邊的人產生強大的屬靈/天國的影響，
進而邀請身邊的人與耶穌建立愛的關係，成為祂的門徒。

b) 為信仰的創新表達，成立新部隊及分隊，歡迎新家庭、兒童及年青人。
c) 為新成員，包括軍兵、青年兵、幹事及救世軍之友。
d) 為社會服務的領袖及員工: 感謝他們的服務及投入使命。

2. 我們讚美神！我們的學員和其他回應神的呼召，成為軍官作全職事奉的人。我們祈求有更多救世軍人會回應神的呼
召，成為候補員及未來的學員。

3. 在疫情下，我們在生活上不斷面對不同的挑戰，祈求那些在生活中掙扎，經歷著各種巨變的人、我們所愛的人、家
人及朋友、同事及鄰居，都會感受到神的愛，找到慰藉及新的希望。

21/05 寶林長者之家
助理高級主任：區以德先生
代禱
1. 請為院友及家屬祈禱，求主繼續保守看顧，願大家在疫情的各種限制下，仍能彼此扶持，心靈獲得平安。
2. 請為患病的院友、家屬及職員祈禱，求主引領他們在病困中仍常存希望，並早日康復。
3. 請為寶林長者之家全體職員祈禱，求主帶領他們努力面對日常工作挑戰，為長者帶來一個舒適衛生的居住環境，有

尊嚴且豐盛的晚年生活。
4. 請為寶林長者之家榮休院長徐潔芬姑娘祈禱，求主祝福徐姑娘退休生活順遂無憂，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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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4/05 救世軍領袖培訓中心
救世軍領袖培訓中心經理：劉培基先生
代禱
1. 求主保守各員工身體健康，事主更加得力，在疫情影響下靠主得勝。
2. 求主加力於員工，悉心整理資源中心的館藏文物，引領更多人前來參觀，使用這些文物，讓救世軍人得知先賢們

的貢獻，從歷史文物中領略神的旨意。
3. 求主加力於各項培訓中心的事工，讓中心各人能更好地事奉主。

25/05 卜維廉隊
部隊軍官: 譚羅惠芳少校
代禱
1. 求主讓弟兄姊妹願意「成為門徒．靈命倍增」。
2. 求主繼續使用我們祝福社區(派發物資及分享神的愛)。

26/05 林拔中紀念學校
校長：勞耀基先生
代禱
1. 為學校的候任新校長祈禱。
2. 為疫情中學生及其家庭的身心靈健康代禱。



懷熱心 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7/05 全球祈禱日
菲律賓地域
地域總指揮: 敖大衛准將
地域秘書長: 沙魯多上校
軍官 243(在職 159/退休 84) 部隊 86 學員 7  

軍兵 9,628 青年兵 1,112

代禱
1. 祈求有更多青年人委身於神，成為軍官。
2. 為2021年7月份生效的軍官任命變更祈禱。
3. 在疫情下，地域所面對的挑戰：

a) 崇拜及聚會；
b) 經濟困難；
c) 不同項目的推行；
d) 保護人們免受病毒影響，包括情緒的影響

4.   在疫情下，救世軍教育服務的持續性。
5.   福音及門徒訓練。

28/05 西貢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主任：陳秀慧女士
代禱
本單位是為住在社區中的長者提供家居到戶服務，在這疫情肆虐的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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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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 社會服務部
社會服務總監: 李少芬女士
代禱
1. 求天父祝福社會服務部各同工有健康的身體及穩定的團隊，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下，齊心協力，實踐「心向神手助

人」的信念，關懷及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社群。
2. 為疫情下身、心、靈、經濟受影響或感困苦的人禱告，求天父親自保守及安慰他們，並賜智慧予同工提供適切的

服務助他們渡過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