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結合一 以愛服侍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04 海富幼兒學校

校長 : 滕鳳芝女士
代禱事項 :
1. 何校長於去年8月因家庭原因離職，由滕校長接任。面對重重挑戰，滕校長亦要學習處理行政事
宜，求主幫助她漸漸適應，賜她智慧帶領團隊，並引領學生和家長認識神。

2. 請為該校家長和兒童禱告。祈求疫情能盡快結束，讓兒童重回校園，一方面舒緩家長們在家照顧
子女的壓力，也讓兒童重拾校園生活。

3. 畢業典禮原訂於6月24日舉行，對於應屆畢業的小朋友而言，是他們期待已久、人生中首個畢業
典禮，祈求能如期舉行。

02/04 全球祈禱日
瑞典及拉脫維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倪嘉輝中將
地域秘書長 :敖傑樑上校
軍官(A142/R170)部隊 94 學員7 
軍兵 3,601 青年兵 170
代禱事項 :
瑞典
1. 為一項新的倡議向神讚美和感恩，該倡議是一所針對說阿拉伯語的人的聖經學校。
2. 為我們現在在瑞典的工作啟動新的正式願景和使命策略時，求主指引。
3. 為收割的工人禱告—新的軍官和當地的領袖。
4. 當基督教教會（包括救世軍）遇到挑戰並承受著接受社會價值觀的壓力時，求主指引和保護。
拉脫維亞
為領袖祈禱— 5月份，區域領袖將有變動，迫切需要更多的候補員、學員、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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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03/04 大埔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長者服務)

隊長 : 謝淑卿女士、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
1. 不少人因去年的社會運動，跟不同政見的家人和朋友爭吵不和，祈求他們能早日修補關係。
2.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祈求各人保持健康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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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06/04 拓展部

拓展總監 : 梁志衡先生
代禱事項 :
1. 請為拓展部團隊及2020下半年各項籌款活動的籌備工作祈禱。
2. 求主保守我們的企業夥伴，在疫情影響下仍能順利面對各種挑戰，亦為我們在各項社區服務的夥伴
協作祈禱。

07/04 美樂隊
部隊軍官: 林賢明少校
代禱事項 :
1. 為將要開始的兒童及成人主日學直播禱告，讓一切順利進行，弟兄姊妹在疫情下仍能有機會學習神
的話語。

2. 在疫情下，為著部隊中從事教育及醫護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讓他們有能力面對各樣挑戰和壓力，
求神保守他們身心靈得健康。

3. 為部隊今年應考文憑試的年青人禱告，考試將會改期及延後，希望對年青人的影響可以減到最低。
4. 部隊長者共享空間暫停了所有服務，為著長者在疫情下仍能保持心境開朗和心裡有平安禱告。

08/04 乙明幼兒學校
校長 : 周嘉燕女士
代禱事項 :
1. 為幼兒祈禱，受疫情影響幼兒經常留在家中，未能外出上學或遊玩，祈求天父保守幼兒的身心健
康。

2. 為家長祈禱，他們在疫情中，為幼兒及家人的健康而憂慮，部分家長因疫情遭扣減薪酬，甚或面
對失業的壓力，求天父給予他們力量面對逆境，保守他們的心靈。

3. 為學校同事祈禱，祈求天父讓同事有健康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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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9/04 全球祈禱日

印度西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馬毅耘中將
地域秘書長 : 范頌能上校
軍官 (A407/R228) 部隊 274 學員28 
軍兵 48,860 青年兵 1,007
代禱事項 :
1. 請為我們的地域祈禱，我們可以一齊為2020年主題「關懷與分享」共同努力。
2. 為我們的青年和兒童們祈禱，希望他們將來能成為新的候補員。
3. 為地域實施新的管治祈禱。
4. 為提供給各事工/自供自給/財政可持續性的財務發展禱告。
5. 請為地域的屬靈成長禱告 -軍官和軍兵們的靈命發展。
6. 請為各軍官訓練學院和學員戰役訓練任命祈禱。
7. 為地域項目 - Aatmapur的Fakir Singh教堂和退修中心禱告，這是我們在印度救世軍的歷史地標，以
紀念印度救世軍工作15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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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14/04 沙田隊

部隊軍官: 曹錦昌上尉及曹譚玉珍上尉
代禱事項 :
1. 感謝神，沙田隊與牧區的單位合力把防疫物資送到有需要家庭手上。
2. 為部隊的學生會眾(大學生、文憑試考生、中小幼學童)代禱，求神保守他們的心靈，在這非常時期仍能保持有規律
的學習生活。

15/04 錦田幼兒學校
校長 : 黎慧紅女士

16/04 全球祈禱日
巴布亞新幾內亞及所羅門群島地域
地域總指揮: 艾嘉勳准將
地域秘書長 : 高迪坦上校
軍官(A324/R89) 部隊63 學員24 
軍兵 5,982 青年兵 1,349
代禱事項 :
1. 地域的婦女聖經大會。
2. 領導層的過度。
3. 在所羅門群島擴展上帝的工作。
4. 地域的社區服務和安置事工。
5. 部隊和團契經歷部族戰鬥。
6. 因所任命到的地方沒有學校而導致軍官子女難以上學。

17/04 大埔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長者服務)
隊長 : 黎惠明女士、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
禱告機構各同事身體健康，免受新型冠狀病毒威脅，堅守服務使命，為服務使用者提供適切服務。
香港及各地受災者能平安度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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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20/04 區總部
區長: 陳徐香凝少校
代禱事項 : 
1. 為救世軍同仁祈禱。在這個新冠肺炎肆虐、部隊暫停實體崇拜和團契的時期，求天父保守每一位
弟兄姊妹有健康的身體及活潑的屬靈生命，緊緊連於主耶穌基督，並將主的愛與身邊有需要的人
分享。

2. 為每一位應屆文憑試考生祈禱，在這個重要的時期，求天父保守他們的健康，並賜他們堅毅及平
安的心應付考試。

21/04 大坑東隊
部隊軍官: 曹錦華少校及曹莫麗清少校
代禱事項 :
1. 求主保守，透過今年軍區的主題，藉著神的愛幫助我們有一個合而為一的心，並同心以愛去實
踐使命。

2. 繼續為部隊的牧養、拯救靈魂、社區服侍等事工禱告，求主加力。
22/04 荔枝角幼兒學校

校長 : 黃婉兒女士
代禱事項 :
1. 新型冠狀肺炎肆虐，全港陷入一片恐慌、焦慮與不安的情緒中，願天父施恩賜全港市民平安。
特別保守及看顧一班在前線的醫護人員。

2. 保守及看顧救世軍荔枝角幼兒學校的教職員，能有健康的身體及智慧去應付工作上的轉變，包
括行政和教學。同時亦為學校送上祝褔，讓學校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依然順利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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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 全球祈禱日
坦桑尼亞地域
地域總指揮: 賓韋恩准將
地域秘書長: 祁丹尼上校
軍官(A246/R6) 部s 84學員 17
軍兵9,840 青年兵5,667
代禱事項 :
1. 調任的軍官及其家人
2. Vijay和Param Gundabatini少校在等待來自坦桑尼亞的居留許可，以便擔任地域財務部長和教育/
項目的任命。

3. 軍校2021-2022屆學員的候補員。
4. 明年，學員們的任命禮將在距離地域總部超過900公里的姆貝亞區部進行，這將是第二次在地
域總部以外舉行的任命禮。請為我們明年的任命禮祈禱。

24/04 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長者服務)
隊長 : 尹淑霞女士、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
1. 為香港的長者代禱，求主賜他們平安，在疫情困境下，使他們有勇氣、力量及希望面對未來。
2. 求主保守大埔長者綜合服務員工身心靈健康，好能謹守崗位，團結一致為長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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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27/04 教育服務部
教育服務總監 : 鄭啟員博士
代禱事項 :
1. 求神賜各校老師智慧，在停課期間支援學生透過不同的平台和渠道進行學習。
2. 求神保護我們的學生及職員，在疫症時期給予他們身體和精神健康。

28/04 大埔隊
部隊軍官: 馮素玲上尉
代禱事項 :
1. 為大埔隊青年軍未有足夠導師及地方發展禱告。
2. 為石湖學校年青校友能繼續回來教會感恩及禱告，讓部隊能接納他們及栽培他們成長禱告。
3. 為大埔隊計劃裝修，增加一間房用作小組及隊長室之用禱告，求主預備資金。

29/04 梨木樹幼兒學校
校長 : 陳家儀女士
代禱事項 :
1. 為我們的幼兒、家長和教職員在嚴峻的疫情下，仍能持守保護身體健康，亦有互相關懷問候，向
主頌讚感恩。在這段困難時刻，有家長為着生計和緊絀的防疫用品而不安，禱告他們有著神的憐
憫和保守，能得到及時幫助，平安度過。

2. 為學校同工預備各種停課和復課工作安排，全然交託主，盼望主的大能看顧，靠著主賜予的智慧，
為幼兒和家長設計合適的安排。祈求主早日平息疫症，使大家能回復平常健康的生活和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