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9 油麻地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 李群英女士
代祷
1. 祈求神带领疫情早日结束，世界恢复正常运作。
2. 祈求各人身体健康，身心灵满足快乐。

02/09 全球祈祷日
加勒比地域
总指挥: 贺迪云中将
秘书长: 温莫力上校
军官 318(在职238, 退休80) 辅助上尉 8  部队 131  学员24  
军兵 12,451  青年兵 3,765  救世军之友 2,241
代祷
1. 为我们的地域、分区和地区领导人祈祷，继续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使福音在加勒比地域继续火热燃烧。
2. 为地域战略计划的有效性祷告。
3. 为地域的年轻人，尤其是说英语国家的年轻人，能响应全时间事奉的呼召祷告。
4. 为新一届「圣洁彰显者班」 9名学员祷告，祈求他们从训练中得以在灵性上成长，并发展他们的领导能力，也为

需要提高英语能力的学员祷告。
5. 为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持续影响祷告—地域的16 个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以下人士祷告：
-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以及染疫待康复的人。
-为疫苗的可及性祷告—尤其是在海地。
-因疫情在各自的事工单位面对挑战的军官们。
6. 为家庭事工单位得到增援，在策略上能发挥积极影响祈祷，使困境中的家庭得着帮助。
7. 为陷于混乱时期的海地，和本军在该分区的事工祷告。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3/09 就业支持服务
主任：黎施懿女士
代祷
1. 为因疫情而失业、开工不足的市民祈祷，希望他们能在困境下找到出路，尽快寻找到有薪工作，自力更生。
2. 中心于八月回复面谈，同工们工作量大增，希望同工们能一直互相信任和合作，在未来能携手迎难而上，继续为

屯门区的综援家庭提供服务，协助他们自力更生。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6/09 澳门地区办事处
地区军官：林贤明少校
代祷
1. 救世军睿禧长者综合服务中心场地正式移交给救世军，同事正在筹备各项工作，期望在12月可以开始接收长者入

住。为筹备期各项工作及招聘工作祷告。
2. 为着佑汉堂的职青事工祷告，希望他们能得到适切的牧养和教导。

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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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部队所在建筑将要面临清拆代祷，求主带领部队日后的安排，赐领袖们属天的智慧，早日决定部队去向。
2. 为部队干事和弟兄姊妹们有合一的心，继续为主而战祷告。纵然前路灰暗，仍坚心仰赖主的引领。

08/09 黄埔家品店
店铺主任: 陈婉玲女士
代祷
1. 祈求疫症快过去，学校能稳定地正常复课，让小朋友可以恒常回校跟老师和同学见面。
2. 祈求所有人身体健康。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9/09 全球祈祷日
澳洲地域
总指挥: 董诺拔中将
秘书长: 梅永森准将
军官1,690(在职843, 退休847) 辅助上尉 39  部队 292  Cadets 20 
军兵 12,526  青年兵 1,695 救世军之友 3,901
代祷
1. 我们为地域前线宣教有簇新的表达模式，并因此让初信者成功得着门徒训练而感谢上帝。上帝确实做了一件新事。

哈利路亚！
2. 本地域由 8 月 22 日展开为期 22 天的祈祷计划，现已完成了一部分。地域领袖呼吁我们一起投入这祈祷季度，特

别专注于军队整体的团结和合一，当中的关键是每日在线祷告会。请祈祷同仁们拥抱、支持并委身为各祈祷事项
代祷。我们相信大事就在眼前，并且上帝将要做的事会远远超出我们所求所想。

3. 9 月 9 日是我们的大调动的发布日。我们特别为有关军官及其家人祈祷，并希望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影响。
4. 新冠疫情继续影响我们宣教的方式。疫情导致各州边界封锁及关闭，请为因而持续受影响并疲惫不堪的所有军官

和同工祷告，祈求他们有持续抗疫能力。

10/09 潜危青年支持服务
主任：田家溥先生
代祷
1. 不少青少年受困于亲密关系，因而衍生性与滥药的问题。祈求上帝在我们帮助青少年时给予我们智慧、力量和信

心。
2. 团队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发生重大变化，并于本月开始实施一项为期两年 项目。愿上帝赐予我们毅力和勇气来克服

障碍，帮助团队开辟新的发展。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3/09 人事部
人事部长：叶简明真少校
代祷
1. 祈祷更多军兵听到并响应上帝呼召他们成为军官。
2. 祈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军官同工身体健康，灵性丰满。

14/09 卜维廉队
部队军官: 谭振辉少校
代祷: 

1. 为卜维廉中学的中一收生情况理想感恩。
2. 为在七月已举行的「学生福音遍传」事工，及往后的跟进工作祷告。

15/09 观塘家品店
高级售货员: 张伟玲女士
代祷
1. 面对世纪疫情，一切都交给全能的天父，感谢主赐福，愿主赐福世人。
2. 祈求人人身体健康、平安。



怀热心行使命同服待齐影响

第三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6/09 全球祈祷日
印度东部地域
总指挥: 黎湛华中将
秘书长: 辛硕培上校
军官 374 (在职270 / 退休104)  辅助上尉15   部队 246  学员 29 

军兵 42,556   青年兵 12,533  救世军之友 130

代祷
1. 为军官透过灵命复兴、委身生命、奉献精神服事小区祈祷，并为印度东部地域现在和未来的事工祈祷。
2. 为 2020 - 2022 年复和使者班正接受军官培训的 29 名学员祷告，因为他们无法按计划被派遣到部队进行实习，而

这是课程中非常重要的训练环节。
3. 印度政府暂停了印度东部地域的「国外捐款管理法」账户，使地域无法从国际总部和国外收到任何资金。如果政

府不撤回这个暂停，印度东部地域的各项宣教活动，以至能否畅顺运作，可能要面临挑战。地域在尼泊尔的事工亦
已受影响。

17/09 露宿者综合服务
主任: 蔡玲玲女士
代祷
1. 祈求2021年人口普查有关露宿者的结果能影响社会福利政策，使露宿者得到更多支持。
2. 在疫情下，祈求露宿者和服务他们的同工健康、平安，经济能尽快恢复，无家者能平静地生活。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0/09 策划部
策划部长：陈徐香凝少校
代祷
1. 感谢神的带领，在这段疫情期间，我们的学校、服务单位及部队实践整全使命，紧密协作，为服务使用者提供身心

灵的帮助。
2. 愿神祝福及使用各部队、学校及服务单位各个富创意的计划项目，让这些项目为小区带来具影响力的改变。

21/09 英语队
部队军官: 高善丽上尉
代祷
1. 英语队95%的会众已接种疫苗，为她们得着保护和力量感恩。
2. 祈求部队创新的事工能接触小区人士，部队同人在不稳定的时间仍能保持坚定的信心。

22/09 湾仔家品店
店铺经理: 霍宝珠女士
代祷
1. 面对世纪疫情，我们自知能力有限，唯有主才能平息。
2. 祈求人人身体健康。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四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3/09 卢旺达及布隆迪军区
总指挥: 祁洛兰上校
秘书长: 戴以谋少校
军官 39 学员 9 委员 8  部队 20 分队 18  

军兵 3,494  青年兵 1,813  救世军之友 1,044

代祷
1. 为军官同工更加委身和被圣灵加能赐力祷告。
2. 为布隆迪的事工祷告。
3. 为新冠疫情止息祈祷。
4. 为我们军区的灵性复兴祷告。
5. 祈求军区可以自给自足。
6. 为我们学前班的孩子祷告。
7. 为军区拥有自己的军官训练学院祷告。

24/09 九龙城家庭支持中心
主任: 黄碧林先生
代祷
1. 保守单位同工的身心灵健康，蒙主祝福及带领。
2. 求神加力，盼望团队未来能够支持更多有需要的离异家庭，让家庭连系及互相扶持，并且我们能继续与部队合作，

推广属灵关顾。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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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9 港岛东队
部队军官: 林少威中尉
副部队军官: 林蔡沚妡中尉
代祷:

1. 弟兄姊妹灵命成长，部队为神所用。
2. 暑期活动，小学及幼儿园学生生命跟进。

29/09 西区卑路乍街家品店
高级店铺经理: 卢婉玲女士
代祷
1. 祈求主令疫情尽快过去，经济得以复苏，各行各业回复正常。
2. 求主赐世人身体健康，世界和平。



怀热心同服侍行使命齐影响

第五周

日期 代祷单位

30/09 全球祈祷日
西班牙及葡萄牙军区
总指挥: 戴菲力上校
秘书长: 赵立飞少校
军官 67(在职54, 退休13)  辅助上尉 4  部队 3  学员 9  

军兵 4,195  青年兵 910  救世军之友 152

代祷
1. 为我们部队得着智慧和创造力向外界开启多些门路祈祷，以及在疫情限制减少时，应该推出甚么事工。目前情况

还是那么复杂。
2. 从2021 年 5 月开始西班牙和葡萄牙军区已在庆祝 50 周年—我们全年都有不同的活动，最后以大将于 2022 年

9 月莅临里斯本作结束。愿这些计划能启发我们，并挑战我们在信心和人数上有所增长。
3. 青年和儿童—疫情大流行使我们强大的青年团体难以保持稳定。祈求得着智慧和方法让他们在这些日子里保持

参与。
4. 为未来的军官祈祷—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派人出外接受军官训练了，现在我们有三至五人计划在 2022 年

开始，祈求有方法实现这目标，并且因此引致更多人响应神的呼召。
5. 为军区领袖祈祷—不断有恩典和深入的理解，去跟随上帝在军区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