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06 英語隊
部隊軍官 : 高善麗上尉
代禱
1. 為部隊現時透過網上研經、每日靈修和輔導服務進行的牧養關懷事工禱告。願這些工作能在疫

情期間照顧到部隊同仁的需要。
2. 祈求各同仁在面對不確定情況時，特別是在他們失去摯親或家人在新冠疫情期間染病時，仍能

保持堅定不移。

02/06 田家炳學校
校長：陳志斌先生
代禱
1. 求上帝保守帶領「田小」學生和他們的家庭。在疫情期間，有健康的身心靈，以及家庭經濟上

的穩定。
2. 感恩學校已全面復課，求上帝繼續保守教職員團隊有健康的身體，有智慧應對急速多變的疫情，

讓學校能提供適切而安全的環境給學生學習，在主愛中成長。
3. 學校正擬籌備申請在邨內鄰近的中學校舍重置本校校舍，希望有更完善的設備及更充足的空間，

讓學生發展更多元化、更全面。求上帝賜予智慧及保守，開我們的心智及意念，按著主的旨意
而行，得著恩典。



懷熱心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3/06 全球祈禱日
南美洲東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尼艾力准將
地域秘書長：查毅加上校
軍官 145(在職101/退休44) 委員 6 部隊 51 學員 10 
軍兵1554 青年兵470
代禱
1. 為阿根廷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中受到嚴重影響的住屋發展項目祈禱。
2. 為在烏拉圭的事工擴展祈禱，使我們把握上帝已給我們的機會，並為我們已有工作的社區尋找教育和發展的機

會。
3. 為巴拉圭盧克市的新工作祈禱，使之即使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仍有可能增長，並為這事工能擴展到巴拉圭的

其他城市禱告。
4. 祈求軍兵同仁的祈禱生活有力，並且在疫情之後，部隊的祈禱會可以繼續進行，並對使命有強烈的承擔感。
5. 祈禱初信的成年人和兒童，對上帝和救世軍有進一步的委身，加入軍兵行列。為新的候補員招募禱告，使神的

工作可以繼續發展。
6. 祈求兒童和青年的事工可以得到加強和更新，參加我們活動的青少年可以認識基督為他們的救主，並對未來充

滿盼望，有更好的學習和成就個人理想的機會。為我們教會較為弱勢的兒童和青少年的福祉和靈命成長禱告，
因他們在某些情況下無能力參加聚會。

04/06 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服務主任：孫海東先生
代禱
1. 為我們的服務使用者禱告。求主的恩典及平安臨在他們身上，保守他們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下平安及健康。
2. 為我們的同事禱告。求主賜給我們智慧及力量去克服疫情下種種的困難及挑戰。
3. 為新同事的適應禱告。願單位的工作環境可以讓新同事得著靈命及精神健康方面成長的機會，並在工作中得到

造就，讓大家可以緊密協作並享受當中的喜悅及滿足。



懷熱心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7/06 婦女事工部
軍區婦女事工會長: 李張錦玲上校
代禱
1. 感謝神！政府公布容許再次舉行實體聚會，祈求所有部隊的婦女事工活動和聚會都能恢復，並得到同仁的支持和

參與。
2. 軍區總部婦女事工早前計劃的活動亦能夠繼續如期舉行。

08/06 港島東隊
部隊軍官: 林少威學員中尉
副部隊軍官: 林蔡沚妡學員中尉
代禱
1. 為部隊青年人工作的開展禱告，求神祝福新成立「中學生團契」的牧養，以及青年軍工作。
2. 為兩所小學，堂校能更同心合一發展禱告。

09/06 卜維廉中學
校長：洪楚英校長
感恩事項
1. 為所有中六應屆文憑試考生的健康，以及卜維廉中學所有持分者（教職員、學生和家長）得力禱告。
2. 保守全校免受新冠肺炎感染，學校運作順利。



懷熱心同服侍 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0/06 全球祈禱日
巴基斯坦地域
地域總指揮: 韋傑夫准將
地域秘書長: 岑應臨上校
軍官 445(在職322/退休123) 輔助上尉 6 部隊 132 學員 43 

軍兵 39,247 青年兵 9,121

代禱
1. 為新一班學員訓練禱告（聖潔影子班）。
2. 為新中尉及他們的第一個任命禱告。
3. 為柏培恩大將到訪巴基斯坦地域和他的入境簽證順利發出禱告。
4. 為Quetta部隊的植堂計劃禱告（尤其安全問題）。
5. 巴基斯坦的學校網絡系統並不良好，學童的學習亦因新冠疫情受影響，求神記念。
6. 部隊事工和活動均受影響，求神記念。
7. 基督徒在國內常被誣衊的情況，求神記念。

11/06 大埔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服務主任：黎惠明女士
代禱
1. 為我們的服務使用者禱告。求主的恩典及平安臨在他們身上，保守他們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下平安及健康。
2. 為我們的同事禱告。求主賜給我們智慧及力量去克服疫情下種種的困難及挑戰。
3. 為新同事的適應禱告。願單位的工作環境可以讓新同事得著靈命及精神健康方面成長的機會，並在工作中得着造就，

讓大家可以緊密協作並享受當中的喜悅及滿足。



懷熱心行使命 同服待 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4/06 卜維廉賓館
營運經理：盧嘉雯
代禱
1. 祈求疫情早日結束，所有員工和住客身體健康。
2. 祈求酒店業業務能順利回復正常。

15/06 祐漢隊
由譚美順少校監督
項目主任: 李一超先生
代禱
1. 為祐漢隊所身處澳門的平安環境獻上感恩，並求主賜下聖靈的感動，使弟兄姊妹們在這平安的環境中不懈怠，依然

火熱追求神的話語和引領。
2. 求上帝親自帶領祐漢隊在澳門的事工，讓救世軍在澳門的福音工作發揮更大的作用，求主賜予各項事工活動有聖靈

的能力同在，得以影響更多人的生命，使更多人得救。

16/06 石湖學校
校長：張慧儀女士
代禱
1. 為全體師生和家長的平安和健康的生活禱告。
2. 為疫情下學生的學習禱告。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 齊影響

第三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7/06 全球祈禱日
台灣分區
區長: 金大衛少校
軍官 18(在職14/退休4) 委員 1 部隊 5 分隊 2  

軍兵 208 青年兵 40

代禱
1. 現任軍區領袖於6月16日卸任，候任區長譚美順少校將於7月1日接任，為軍區領導能順利過度禱告。
2. 內政部正在進行的財務審計，經過十多年的努力，這一審計有望最終完成。
3. 為未來的領袖訓練，包括新的「實習生計劃」和「使命團契」禱告。願救世軍軍官職份被看重和成為選項。軍官的

缺乏是本分區的首要風險關注，但感謝上帝讓我們看到了希望的跡象。
4. 感謝上帝提供了完全出乎意料的資金，使「無家者照料中心」在未來幾年的事工需要有了保障。

18/06 大埔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隊長：謝淑卿女士
代禱
1. 為我們的服務使用者禱告。求主的恩典及平安臨在他們身上，保守他們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下平安及健康。
2. 為我們的同事禱告。求主賜給我們智慧及力量去克服疫情下種種的困難及挑戰。
3. 為新同事的適應禱告。願單位的工作環境可以讓新同事得著靈命及精神健康方面成長的機會，並在工作中有所造就，

讓大家可以緊密協作並享受當中的喜悅及滿足。



懷熱心 同服侍行使命 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1/06 業務及行政部
業務部及行政高級總監: 黃浩明先生
代禱
1. 求主醫治身體有軟弱的同事。
2. 求主在疫情中，保守帶領業務及行政部員工及家人有健康的身體。

22/06 九龍中央堂
部隊軍官: 林李內欣上尉
代禱
1. 為今年新開辦的外展福音事工禱告：
➢ 家長英文班 – 與學前教育學校合作，讓家長學習英語，從而建立關係，認識福音；
➢ 青少年音樂事工 – 與油麻地青少年中心合辦，讓基層孩子有機會學習音樂，陶冶性情，認識真理，家庭因福音

得改變。
2. 今年是本堂的七十周年，為眾弟兄姊妹有信心連於基督，順服神的呼召承傳使命禱告。

23/06 香港仔大街家品店
高級店舖經理：陳遠如女士
代禱
1. 在疫情下感恩同工們能維持就業。
2. 願主賜福同工和他們的家人健康安好。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 齊影響

第四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4/06 全球祈禱日
肯尼亞東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申瑪麗中將
地域秘書長: 布西蒙上校
軍官 772(在職704/退休68) 部隊 547 學員 86  

軍兵94,174 青年兵 61,038

代禱
1. 為軍區的屬靈成長和為基督贏得靈魂的熱情而祈禱。
➢ 為2021年4月至2021年6月於軍區行事曆的所有軍區活動禱告，其中的活動包括：區部/地區審查、克己運動、復

活節戰役，軍官會、國家音樂節及國際兒童祈禱日，求神記念。
2. 為將於2021年9月舉行的100周年紀念的籌備活動禱告，求神記念：
➢ 為來自肯尼亞東部和肯尼亞西部的軍區領袖祈禱，他們在準備將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參加這一盛會
➢ 為所有受邀嘉賓的旅途平安祈禱
➢ 為所有參加者的身體健康祈禱
➢ 為財務上的突破，以確保所有物流都到位祈禱
➢ 為所有受邀事奉隊伍及在大會所預備的項目祈禱
➢ 為場地安全祈禱
➢ 為大會在整個慶典中得着靈性突破祈禱
3. 為所有軍官、部隊幹事、軍兵和青年人祈禱，儘管面對新冠疫情的挑戰仍堅守信仰，為基督而戰。
➢ 也為軍區所有受新冠疫情病毒感染的家庭和他們所受的影響祈禱，求神醫治，完全康復。
4. 為教會各個發展項目，在財務資源籌募上能有突破祈禱，包括正在卡貝泰(Kabete)進行的婦女事工房屋項目。
➢ 也為軍區正在進行中的所有社會工作祈禱。

25/06 德田長者之家
院長：陳天愛女士
代禱
1. 為院舍開始有限度探訪安排禱告，祈求能在配合防感染控制情況下順利進行，讓院友及親友能緩解彼此的思念。
2. 為疫情穩定代禱，祈求主繼續加力予各同工在社會放寬抗疫措施下仍保持警惕。



懷熱心同服侍行使命 齊影響

第五周

日期 代禱單位

28/06 中國事務部
行政主任: 陳美儀女士
代禱
1. 為各地受到疫情影響的人禱告，求神保守他們的安全，讓疫情盡快過去，使社會恢復正常秩序。各項工作得以適

切地、順利地開展，幫助到更多弱勢社群。
2. 為部門同工有著健康身體，每次平安出差禱告。
3. 部門能儘快聘請到合適同工以避免影響項目工作。

29/06 九龍城隊
部隊軍官: 張婉薇少校
代禱
1. 7月份張少校將調任到將軍澳隊，羅少校將監督九龍城隊，求神幫助部隊能適應，並與羅少校一同努力廣傳福音。
2. 請為教友的身心靈健康祈禱(部隊有幾位長期患病的軍兵)，求神堅固我們的信心，並常存盼望。

30/06 觀塘家品店
高級店舖經理：陳遠芬女士
代禱
1. 面對世紀疫情，一切都交給全能天父，感謝主賜福，願主賜福世人。
2. 祈求人人身體健康，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