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4/05 行政办公室

总指挥 : 李光秋上校
代祷事项 :
1. 求主保守各部门首长，让他们有健康、有智慧与能力带领他们的团队。
2. 求主保守军官同仁实践使命。
3. 求主祝福救世军成为祝福他人的军队。

05/05 将军澳队
部队军官: 陈国威少校
代祷事项 :
1. 为全球COVID-19的疫情祷告，求主保守各国领袖、医护及人民，大家通力合作，做好防御及医
治的工作。愿主怜悯世上所有人民，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2. 为在疫情下的部队及院牧事工祷告，求主透过我们使用各种科技，在社交网络和非实体的信息
分享，在疫情期间仍保守各人的心，常存爱与盼望。

3. 为部队患病的肢体祷告，求主医治及赐下平安给各人及其家庭。也为所有学生及公开试的考生
祷告，求主带领他们的学业及升学安排。

4. 为部队来年的计划及财务预算工作祷告，叫部队众弟兄姊妹均一同参与，同心计划，为福音一
起努力。

06/05 乐民幼儿学校
校长 : 谭玉珍女士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7/05 全球祈祷日

俄罗斯军区
总指挥: Alexander Kharkov上校
秘书长 : Svetlana Sharova少校
军官 (A16/R7) 部队 15 学员 4 
军兵 284 青年兵 26
代祷事项 :
1. 为新的军兵及候补员祈祷
2. 为部队的灵命成长祈祷。希望所有部队都成为强大勇敢，与他们所处的小区分享神的恩典、爱
及喜乐。

3. 期望俄罗斯人对救世军有正面的看法，能与其他教会、机构和政府当局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4. 能更多接触到年青人,用不同的方法服侍他们及带他们到神的面前。
5. 为SPATEX二手店发展，使其成为其中一项收入来源而祈祷。

08/05 德田长者之家(长者服务)
高级主任 : 陈皓明女士、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1. 为所有院友和职员的健康和平安祷告，特别为各位同工祷告，好让全体同工能一同服务院友。
2. 祈求疫症早日结束，生活回复正常。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1/05 财务部

财务总监 : 黄丽茵女士
代祷事项：
1. 求主赐我们力量，在要求我们达至最佳表现的领域中，展现我们的诚信和专业精神。
2. 求主保守同工有健康和智慧，应付我们的工作。
3. 面对困难与挑战时，祈求我们紧记寻求神的帮助，并信靠祂。

12/05 东涌队
部队军官: 王煜发少校及王黎洪娇少校
代祷事项 :
1. 在新的财政年度，军兵及弟兄姊妹奉献有增长！我们在三月份，已多次多方的按着圣经教导和分享，
劝勉以蒙爱，蒙主拣选的身份，以信心履行当纳的职分。求主帮助军兵及弟兄姊妹，实行什一奉献
时，是按着真理，不从自己的意思。

2. 求主在复课之后，仍施予在校园及小区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已经错过学校的福音周，以及复活节在
本军幼儿园、小区的布道机会。在暑假之前，求主打开传福音之门，让我们有合适的机会和方式，
传颂耶稣基督的福音。

13/05 明德幼儿学校
校长 : 张雯丽女士
代祷事项 :

1. 为到现时香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祷告，祈求主保守幼儿、家长及教职员的身体及心灵健康，并
让各人能持正面的态度面对及对抗疫情。

2. 为到幼儿复课的日期祈祷，盼疫情能尽快受控，让幼儿能重返学校，继续他们愉快而充实的团
体学习生活。

3. 为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港以至世界各地，于生命、经济及生活各层面上的影响祷告，求主
让患病的得医治，并让疫情能受控及停止。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14/05 全球祈祷日

巴基斯坦地域
地域总指挥: Geoff Webb 准将
地域秘书长 : Washington Daniel上校
军官 (A327/R101) 部队 132 
军兵 41,361 青年兵 9,601
代祷事项 :
赞美 : 在疫情下，军官及救世军人都安全健康。感谢神，地域总指挥及地域妇女事工会长的工作签
证终于得到批核。
祈祷事项 :
1. 为即将上任的新地域秘书长及地域妇女事工秘书长的交接工作祈祷 (虽然新的地域总指挥及地域
妇女事工会长仍然未到达巴基斯坦)。

2. 祈求所有军官及救世军人在COVID19疫情下，能保持健康，因为他们都希望能服侍有需要的人。
3. 为部队军官能继续以创新的方法接触部队中的人祈祷。

15/05 华富长者中心(长者服务)
主任 : 黄河南先生、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
1. 华富邨不少长者都表示在疫症期间，生活受到各种影响，例如难以搜购足够防疫物资，而大幅
减少社交活动也令他们感到苦闷。求神赐福予区内长者，让他们平安度过疫情，并保持内心喜
乐。

2. 华富中心职员近期尝试以不同方式关顾区内长者，求神引领及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足够力
量做到适切工作，并保持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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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 救世军领袖培训中心

救世军领袖培训中心总监 : 马杨武少校
代祷事项：
1. 祈求所有职员身、心、灵健康。
2. 为历史档案中心的新发展祷告。
3. 全球华人事工训练中心于2020年4月1日易名救世军领袖培训中心，求主继续带领。

19/05 湾仔队
部队军官: 余李彩玲中尉
代祷事项 :
1. 为湾仔队重建计划代祷，求主带领。
2. 为湾仔队弟兄姊妹合一的心代祷。

20/05 三圣幼儿学校
校长 : 司徒绮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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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5 全球祈祷日
印度尼西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Yusak Tampai准将
地域秘书长 : Cedric Hills上校
军官 (A645/R412) 部队 282 学员 36 
军兵 39,741 青年兵 7,469
代祷事项 :
1. 为2020年的愿景计划可伸延至2025年祈祷。祈求上帝带领我们制定此计划和策略。
2. 为印度尼西亚政府减轻Covid-19疫情扩散的政策祈祷。
3. 为救世军于7个区部及2个区域所进行的四种服侍祈祷,包括社会服务、医疗/健康、教育及灵命。
4. 为两个大区部的发展及扩展祈祷，为东印度尼西亚(马鲁古和西巴布亚群岛)的事工发展祈祷。
5. 为中苏拉威西省的设施及基建持续恢复祈祷。
6. 为所有区部和地区的家庭辅导和康复工作祈祷。
7. 为所有在职及退休军官的健康祈祷，希望有几位军官早日康复。
8. 为年青人的成长祈祷。

22/05 油尖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长者服务)
助理高级主任 : 邱文俊先生、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
1. 为区内的长者及护老者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在是次疫情中有健康的身体及主所赐的平安在心内。
2. 为单位同事的工作祷告，求主保护同事的出入平安，叫我们常怀着感恩的心服务有需要的人；
另外，也求主使同事所作的蒙福，叫受助者能感受到神的爱及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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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5 人力资源部
机构人力资源总监: 徐颜皓女士
代祷事项 :
1. 求主保守和保护所有救世军同工们的身心健康，并赐予我们更多的平安和力量。
2. 求主预备合适及热诚的人才来填补救世军的空缺，并让我们的团队重新得力。

26/05 卜维廉队
部队军官: 谭罗惠芳少校
代祷事项 :
1. 为部队任职医护的弟兄姊妹及他们的家人祈祷，求神带领他们的工作及保守他们的健康。
2. 为中学文凭试(DSE)祷告，求神保守部队应届考生及卜维廉中学考生，带领他们日后的前路。

27/05 大窝口幼儿学校
校长 : 陈嘉怡女士
代祷事项 :
1. 为幼儿、家长及全体教职员的身心灵健康祈祷，在现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幼儿需要暂
停学校的生活；家长要面对家庭经济与照顾孩子的压力；而教职员亦需要为停课、复课作准备。
求主赐平安予各人，坚固各人的信心，共同度过这严峻的时刻。

2. 为高班幼儿及家长祈祷，有部份幼儿还未分配到小一学位，求主引领他们在六月的统一派位中，
获得合适的小学学位。又使每个高班幼儿在智能及爱心上有所增长，让孩子顺利及愉快地升上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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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5 全球祈祷日
非洲南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Daniel Kasuso准将
地域秘书长: Kelly Igleheart上校
军官 (A149/R96) 部队 93 学员 20
军兵 18,538 青年兵 2,776
代祷事项 :
1. 为新冠肺炎疫情放缓祷告。
2. 救世军为3个无家者营地提供食物，为帮忙的军官和志愿者祈祷。
3. 获得更多资源/资金来维持供餐。
4. 为感到沮丧的部队军官的祈祷，我们仍处于封锁状态，军官只能通过网上讲道接触军兵，但不
是每个人都收到信息。

29/05 油麻地长者小区服务中心(长者服务)
高级主任 : 萧裕扬先生、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
1. 求主保守我们的长者、护老者及职员有健康的身体及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疫情带来的挑
战和困难。

2. 求平静风浪的主让疫情尽快过去，并带领各级同工为恢复服务作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