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6 资讯科技部

资讯科技总监 : 植国权先生
代祷事项：
1. 请为资讯科技部员工及家人的健康祷告。
2. 我们正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求神赐恩典及智慧。

02/06 港岛东队
部队军官: 余基甸上尉
代祷事项 :
1. 求神给港岛东队，早日可以有实体的崇拜。
2. 在疫情中，港岛东队曾接触超过100个家庭，部份的基层家庭因疫情而受到打击（包括经济上和
心灵上），求神怜悯和帮助，让他们早日脱离困境。

03/06 大元幼儿学校
校长 : 叶翠如女士
代祷事项 :
1. 请为学校家长代祷，由于疫情持续，部份家长于经济方面出现困难。而且停课已有三个多月，
部份家长对缴交学费方面感到有压力，正在抉择是否应该退学。

2. 请为校内各幼儿及教职员身体祈祷，求神赐健康与平安给他们，让他们在主的爱里感到喜乐、
满足。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4/06 全球祈祷日

美国西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贺建林中将
地域秘书长 : 韦德格准将
军官 (A678/R477) 部队 254 学员 29 
军兵 16,887 青年兵 4,776
代祷事项 :
1. 为我们的军官、同工、军兵及志愿者祈祷，他们在疫情中，仍继续服事。另外，为我们得到更
多资源及人员去事奉需要帮助的人而祈祷。

2. 为我们地域持续复兴祈祷。我们寻求上帝的指引，以祂的智慧为祂的事工作出指示。
3. 祈求继续有机会服事身边迷失、破碎及受伤的人。

05/06 白普理营 (青年、家庭及社区服务)
高级主任 : 曾永康先生、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
1. 香港对抗疫情。
2. 我们所有同工的健康。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8/06 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经理 : 伍慧燕女士
代祷事项 :
1. 顺利推行新批核的审计计划2020/21。
2. 我们要往不同地点工作，求主保守健康。

09/06 锦田队
部队军官: 姜美义上尉
代祷事项 :
1. 为着耆隽乐活长者空间的发展祷告，项目已进行了一年多，还有一半时间进行，现需要计划如何
承接。

2. 为着部队暑期活动策略祷告。
10/06 天平幼儿学校

校长 : 洪美英女士
代祷事项 :
1. 请继续为上年患乳癌的学生妈妈之身体健康祷告，她在接受标靶治疗时间曾一度好转，惟于新
年期间再度复发，请为她及其家庭祈祷，求主继续保守。

2. 为高班幼儿能顺利复课祈祷，并为小部份因家长失业而出现经济问题的家庭祷告，求主纪念。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1/06 全球祈祷日

挪威、冰岛及法罗群岛地域
地域总指挥: 葛威廉中将
地域秘书长 : 靳布迪准将
军官 (A147/R205) 部队 103 学员 5
军兵 4,249 青年兵 46
代祷事项：
1. 为未能参加因疫情而被取消的统一家庭营的人祈祷。部队会在当地安排家庭营，让弱势边缘家
庭参与。

2. 新的策略计划和进程为本地域带来增长动力。
3. 希望更多人回应神的呼召，成为救世军军官。
4. 为青少年及儿童工作有新的力量及增长祈祷。
5. 因着今次的疫情能唤起国家及教会更大力地去寻求神和祂的旨意。

12/06 柴湾青少年综合服务 (青年、家庭及社区服务)
队长 : 邝家辉先生、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1. 为所有同事及家人的健康祷告，盼望我们有健康的身心以应付挑战。
2. 为所有服务使用者及家人的健康祷告，朌望他们有健康的身心以面对挑战。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三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15/06 澳门地区

地区军官 : 谭美顺少校
代祷事项：
1. 受疫情爆发延误了的儿童事工。
2. 言语治疗服务能顺利推行。

16/06 九龙中央堂
部队军官: 叶金源少校
副部队军官 : 林李内欣中尉
代祷事项 :
1. 部队即将恢复各项聚会，求神赐我们聪明智慧，能够将复会的安排处理得妥善；也求主激励弟
兄姊妹的心，让他们有热切的心返回神的殿中一起敬拜。

2. 因K1及K2班将不会在今个学期复课，求主让小孩子在身体和心志上都能够不断成长，亦让照顾
他们的家长们能够得力，一起面对这个不一样的处境。

17/06 荃湾幼儿学校
校长 : 招美玉女士
代祷事项 :
1. 感谢神赐我们有殷勤的团队，过去一直为孩子、家长、学校努力付出，愿神赐福他们，让他们
有足够的智慧和活泼的心灵面对困难，一起共度时艰。

2. 感谢神！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在这疫情期间，仍默默支持学校和教师，愿神赐他们有健康的
身体和平安的心，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和困难。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三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18/06 全球祈祷日
印度北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戴丹尼准将
地域秘书长 : 黎丹尼上校
军官 (A401/R103) 部队 171 学员 20
军兵 72,808 青年兵 5,385

19/06 竹园长者中心(青年、家庭及社区服务)
中心主任 : 侯淑敏女士、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
1. 祷告在疫症期间长者及家人仍有健康。
2. 为我们的同事和伙伴有智慧地携手向有需要长者提供支持祷告。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四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22/06 内阁人事部
内阁人事部长: 叶简明真少校
代祷事项：
1. 求主赐福军官同事们，在疫情期间，身心灵保持健康。
2. 求主加力，让人事部的工作得以有效地完成。

23/06 九龙城队
部队军官: 张婉薇少校
副部队军官 : 马健东少校
代祷事项 :
1. 请为在疫情下受影响的肢体和部队聚会祈祷，求神帮助我们在逆境中仍然怀着信心，亦祈求疫
情尽快受控，部队可回复聚会。

2. 请为部队的肢体祈求，求神保守各人身心灵都健康，事主得力。
24/06 华富幼儿学校

校长 : 劳小慧女士
代祷事项 :
1. 为6月15日将复课的K3幼儿祈祷，求主让他们有准备及期待的心情，迎接学校生活，顺利过度小
学。

2. 为校内教职员的健康祈祷，让他们有充分的休息，有智慧为在停课中的幼儿安排有趣的学习活
动，并迎接复课后的挑战。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四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26/06 竹园青少年中心(青年、家庭及社区服务)
高级主任 : 马泽淳先生、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
1. 祷告我们的同工有健康及力量来帮助区内有需要的家庭，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面对经济困难及压
力的家庭。

2. 祷告我们的同工有智慧，能规划不同的服务来祝福社区，让更多人得帮助。
3. 求主祝福与部队及其他伙伴的合作，以服务社区人士并为他们带来平安及希望。
4. 本地青年服务面对来自经济、政府和社会环境转变带来的巨大挑战，求主带领未来发展。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五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代祷单位

29/06 物业部
物业总监: 曾纪峰先生
代祷事项 :
1. 求主赐福各同事智慧，解决近期同事离职后仍有大量尚未解决的工作。
2. 愿主能赐给物业部各同事健康和动力面对各项挑战和困难。

30/06 东九龙队
部队军官: 谭振辉少校
代祷事项 :
1. 为今届应考DSE的两位少年人祷告，求主赐他们平安的心等待发榜。
2. 为在疫情下工作受影响的弟兄姊妹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