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1/04 海富幼儿学校

校长 : 滕凤芝女士
代祷事项 :
1. 何校长于去年8月因家庭原因离职，由滕校长接任。面对重重挑战，滕校长亦要学习处理行政事
宜，求主帮助她渐渐适应，赐她智慧带领团队，并引领学生和家长认识神。

2. 请为该校家长和儿童祷告。祈求疫情能尽快结束，让儿童重回校园，一方面舒缓家长们在家照顾
子女的压力，也让儿童重拾校园生活。

3. 毕业典礼原订于6月24日举行，对于应届毕业的小朋友而言，是他们期待已久、人生中首个毕业
典礼，祈求能如期举行。

02/04 全球祈祷日
瑞典及拉脱维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倪嘉辉中将
地域秘书长 :敖杰梁上校
军官(A142/R170)部队 94 学员 7 
军兵 3,601 青年兵 170
代祷事项 :
瑞典
1. 为一项新的倡议向神赞美和感恩，该倡议是一所针对说阿拉伯语的人的圣经学校。
2. 为我们现在在瑞典的工作启动新的正式愿景和使命策略时，求主指引。
3. 为收割的工人祷告—新的军官和当地的领袖。
4. 当基督教教会（包括救世军）遇到挑战并承受着接受社会价值观的压力时，求主指引和保护。
拉脱维亚
1. 为领袖祈祷— 5月份，区域领袖将有变动，迫切需要更多的候补员、学员、军官。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一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3/04 大埔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长者服务)

队长 : 谢淑卿女士、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
1. 不少人因去年的社会运动，跟不同政见的家人和朋友争吵不和，祈求他们能早日修补关系。
2.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祈求各人保持健康的身体。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6/04 拓展部

拓展总监 : 梁志衡先生
代祷事项 :
1. 请为拓展部团队及2020下半年各项筹款活动的筹备工作祈祷。
2. 求主保守我们的企业伙伴，在疫情影响下仍能顺利面对各种挑战，亦为我们在各项小区服务的伙伴
协作祈祷。

07/04 美乐队
部队军官: 林贤明少校
代祷事项 :
1. 为将要开始的儿童及成人主日学直播祷告，让一切顺利进行，弟兄姊妹在疫情下仍能有机会学习神
的话语。

2. 在疫情下，为着部队中从事教育及医护工作的弟兄姊妹祷告，让他们有能力面对各样挑战和压力，
求神保守他们身心灵得健康。

3. 为部队今年应考文凭试的年青人祷告，考试将会改期及延后，希望对年青人的影响可以减到最低。
4. 部队长者共享空间暂停了所有服务，为着长者在疫情下仍能保持心境开朗和心里有平安祷告。

08/04 乙明幼儿学校
校长 : 周嘉燕女士
代祷事项 :
1. 为幼儿祈祷，受疫情影响幼儿经常留在家中，未能外出上学或游玩，祈求天父保守幼儿的身心健
康。

2. 为家长祈祷，他们在疫情中，为幼儿及家人的健康而忧虑，部分家长因疫情遭扣减薪酬，甚或面
对失业的压力，求天父给予他们力量面对逆境，保守他们的心灵。

3. 为学校同事祈祷，祈求天父让同事有健康的身体。



团结合一 以爱服侍

第二周
日期 代祷单位
09/04 全球祈祷日

印度西部地域
地域总指挥: 马毅耘中将
地域秘书长 : 范颂能上校
军官 (A407/R228) 部队 274 学员28 
军兵 48,860 青年兵 1,007
代祷事项 :
1. 请为我们的地域祈祷，我们可以一齐为2020年主题「关怀与分享」共同努力。
2. 为我们的青年和儿童们祈祷，希望他们将来能成为新的候补员。
3. 为地域实施新的管治祈祷。
4. 为提供给各事工/自供自给/财政可持续性的财务发展祷告。
5. 请为地域的属灵成长祷告 -军官和军兵们的灵命发展。
6. 请为各军官训练学院和学员战役训练任命祈祷。
7. 为地域项目 - Aatmapur的Fakir Singh教堂和退修中心祷告，这是我们在印度救世军的历史地标，以
纪念印度救世军工作1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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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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 沙田队

部队军官: 曹锦昌上尉及曹谭玉珍上尉
代祷事项 :
1. 感谢神，沙田队与牧区的单位合力把防疫物资送到有需要家庭手上。
2. 为部队的学生会众(大学生、文凭试考生、中小幼学童)代祷，求神保守他们的心灵，在这非常时期仍能保持有规律
的学习生活。

15/04 锦田幼儿学校
校长 : 黎慧红女士

16/04 全球祈祷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地域
地域总指挥: 艾嘉勋准将
地域秘书长 : 高迪坦上校
军官(A324/R89) 部队63 学员24 
军兵 5,982 青年兵 1,349
代祷事项 :
1. 地域的妇女圣经大会。
2. 领导层的过度。
3. 在所罗门群岛扩展上帝的工作。
4. 地域的小区服务和安置事工。
5. 部队和团契经历部族战斗。
6. 因所任命到的地方没有学校而导致军官子女难以上学。

17/04 大埔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 (长者服务)
队长 : 黎惠明女士、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
1. 祷告机构各同事身体健康，免受新型冠状病毒威胁，坚守服务使命，为服务使用者提供适切服务。
2. 香港及各地受灾者能平安度过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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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区总部
区长: 陈徐香凝少校
代祷事项 : 
1. 为救世军同仁祈祷。在这个新冠肺炎肆虐、部队暂停实体崇拜和团契的时期，求天父保守每一位
弟兄姊妹有健康的身体及活泼的属灵生命，紧紧连于主耶稣基督，并将主的爱与身边有需要的人
分享。

2. 为每一位应届文凭试考生祈祷，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求天父保守他们的健康，并赐他们坚毅及平
安的心应付考试。

21/04 大坑东队
部队军官: 曹锦华少校及曹莫丽清少校
代祷事项 :
1. 求主保守，透过今年军区的主题，借着神的爱帮助我们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并同心以爱去实
践使命。

2. 继续为部队的牧养、拯救灵魂、社区服侍等事工祷告，求主加力。
22/04 荔枝角幼儿学校

校长 : 黄婉儿女士
代祷事项 :
1. 新型冠状肺炎肆虐，全港陷入一片恐慌、焦虑与不安的情绪中，愿天父施恩赐全港市民平安。
特别保守及看顾一班在前线的医护人员。

2. 保守及看顾救世军荔枝角幼儿学校的教职员，能有健康的身体及智慧去应付工作上的转变，包
括行政和教学。同时亦为学校送上祝褔，让学校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依然顺利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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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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4 全球祈祷日
坦桑尼亚地域
地域总指挥: 宾韦恩准将
地域秘书长: 祁丹尼上校
军官(A246/R6) 部s 84学员 17
军兵9,840 青年兵5,667
代祷事项 :
1. 调任的军官及其家人
2. Vijay和Param Gundabatini少校在等待来自坦桑尼亚的居留许可，以便担任地域财务部长和教育/
项目的任命。

3. 军校2021-2022届学员的候补员。
4. 明年，学员们的任命礼将在距离地域总部超过900公里的姆贝亚区部进行，这将是第二次在地
域总部以外举行的任命礼。请为我们明年的任命礼祈祷。

24/04 大埔长者小区服务中心(长者服务)
队长 : 尹淑霞女士、职员及受惠人士
代祷事项 :
1. 为香港的长者代祷，求主赐他们平安，在疫情困境下，使他们有勇气、力量及希望面对未来。
2. 求主保守大埔长者综合服务员工身心灵健康，好能谨守岗位，团结一致为长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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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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4 教育服务部
教育服务总监 : 郑启员博士
代祷事项 :
1. 求神赐各校老师智慧，在停课期间支持学生透过不同的平台和渠道进行学习。
2. 求神保护我们的学生及职员，在疫症时期给予他们身体和精神健康。

28/04 大埔队
部队军官: 冯素玲上尉
代祷事项 :
1. 为大埔队青年军未有足够导师及地方发展祷告。
2. 为石湖学校年青校友能继续回来教会感恩及祷告，让部队能接纳他们及栽培他们成长祷告。
3. 为大埔队计划装修，增加一间房用作小组及队长室之用祷告，求主预备资金。

29/04 梨木树幼儿学校
校长 : 陈家仪女士
代祷事项 :
1. 为我们的幼儿、家长和教职员在严峻的疫情下，仍能持守保护身体健康，亦有互相关怀问候，向
主颂赞感恩。在这段困难时刻，有家长为着生计和紧绌的防疫用品而不安，祷告他们有着神的怜
悯和保守，能得到及时帮助，平安度过。

2. 为学校同工预备各种停课和复课工作安排，全然交托主，盼望主的大能看顾，靠着主赐予的智能，
为幼儿和家长设计合适的安排。祈求主早日平息疫症，使大家能回复平常健康的生活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