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結合一 以愛服侍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1/06 資訊科技部

資訊科技總監 : 植國權先生
代禱事項：
1. 請為資訊科技部員工及家人的健康禱告。
2. 我們正面對巨大的工作壓力，求神賜恩典及智慧。

02/06 港島東隊
部隊軍官: 余基甸上尉
代禱事項 :
1. 求神給港島東隊，早日可以有實體的崇拜。
2. 在疫情中，港島東隊曾接觸超過100個家庭，部份的基層家庭因疫情而受到打擊（包括經濟上和
心靈上），求神憐憫和幫助，讓他們早日脫離困境。

03/06 大元幼兒學校
校長 : 葉翠如女士
代禱事項 :
1. 請為學校家長代禱，由於疫情持續，部份家長於經濟方面出現困難。而且停課已有三個多月，
部份家長對繳交學費方面感到有壓力，正在抉擇是否應該退學。

2. 請為校內各幼兒及教職員身體祈禱，求神賜健康與平安給他們，讓他們在主的愛裡感到喜樂、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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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4/06 全球祈禱日

美國西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賀建林中將
地域秘書長 : 韋德格准將
軍官 (A678/R477) 部隊 254 學員 29 
軍兵 16,887 青年兵 4,776
代禱事項 :
1. 為我們的軍官、同工、軍兵及志願者祈禱，他們在疫情中，仍繼續服事。另外，為我們得到更
多資源及人員去事奉需要幫助的人而祈禱。

2. 為我們地域持續復興祈禱。我們尋求上帝的指引，以祂的智慧為祂的事工作出指示。
3. 祈求繼續有機會服事身邊迷失、破碎及受傷的人。

05/06 白普理營 (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
高級主任 : 曾永康先生、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
1. 香港對抗疫情。
2. 我們所有同工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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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代禱單位
08/06 內部審計

內部審計經理 : 伍慧燕女士
代禱事項 :
1. 順利推行新批核的審計計劃2020/21。
2. 我們要往不同地點工作，求主保守健康。

09/06 錦田隊
部隊軍官: 姜美義上尉
代禱事項 :
1. 為著耆雋樂活長者空間的發展禱告，項目已進行了一年多，還有一半時間進行，現需要計劃如何
承接。

2. 為著部隊暑期活動策略禱告。
10/06 天平幼兒學校

校長 : 洪美英女士
代禱事項 :
1. 請繼續為上年患乳癌的學生媽媽之身體健康禱告，她在接受標靶治療時間曾一度好轉，惟於新
年期間再度復發，請為她及其家庭祈禱，求主繼續保守。

2. 為高班幼兒能順利復課祈禱，並為小部份因家長失業而出現經濟問題的家庭禱告，求主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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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1/06 全球祈禱日

挪威、冰島及法羅群島地域
地域總指揮: 葛威廉中將
地域秘書長 : 靳布迪准將
軍官 (A147/R205) 部隊 103 學員 5
軍兵 4,249 青年兵 46
代禱事項：
1. 為未能參加因疫情而被取消的統一家庭營的人祈禱。部隊會在當地安排家庭營，讓弱勢邊緣家
庭參與。

2. 新的策略計劃和進程為本地域帶來增長動力。
3. 希望更多人回應神的呼召，成為救世軍軍官。
4. 為青少年及兒童工作有新的力量及增長祈禱。
5. 因著今次的疫情能喚起國家及教會更大力地去尋求神和祂的旨意。

12/06 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
隊長 : 鄺家輝先生、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1. 為所有同事及家人的健康禱告，盼望我們有健康的身心以應付挑戰。
2. 為所有服務使用者及家人的健康禱告，朌望他們有健康的身心以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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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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 澳門地區

地區軍官 : 譚美順少校
代禱事項：
1. 受疫情爆發延誤了的兒童事工。
2. 言語治療服務能順利推行。

16/06 九龍中央堂
部隊軍官: 葉金源少校
副部隊軍官 : 林李內欣中尉
代禱事項 :
1. 部隊即將恢復各項聚會，求神賜我們聰明智慧，能夠將復會的安排處理得妥善；也求主激勵弟
兄姊妹的心，讓他們有熱切的心返回神的殿中一起敬拜。

2. 因K1及K2班將不會在今個學期復課，求主讓小孩子在身體和心志上都能夠不斷成長，亦讓照顧
他們的家長們能夠得力，一起面對這個不一樣的處境。

17/06 荃灣幼兒學校
校長 : 招美玉女士
代禱事項 :
1. 感謝神賜我們有殷勤的團隊，過去一直為孩子、家長、學校努力付出，願神賜福他們，讓他們
有足夠的智慧和活潑的心靈面對困難，一起共度時艱。

2. 感謝神！讓我們的家長和孩子們在這疫情期間，仍默默支持學校和教師，願神賜他們有健康的
身體和平安的心，面對疫情帶來的挑戰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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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 全球祈禱日
印度北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戴丹尼准將
地域秘書長 : 黎丹尼上校
軍官 (A401/R103) 部隊 171 學員 20
軍兵 72,808 青年兵 5,385

19/06 竹園長者中心(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
中心主任 : 侯淑敏女士、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
1. 禱告在疫症期間長者及家人仍有健康。
2. 為我們的同事和伙伴有智慧地攜手向有需要長者提供支援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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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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 內閣人事部
內閣人事部長: 葉簡明真少校
代禱事項：
1. 求主賜福軍官同事們，在疫情期間，身心靈保持健康。
2. 求主加力，讓人事部的工作得以有效地完成。

23/06 九龍城隊
部隊軍官: 張婉薇少校
副部隊軍官 : 馬健東少校
代禱事項 :
1. 請為在疫情下受影響的肢體和部隊聚會祈禱，求神幫助我們在逆境中仍然懷著信心，亦祈求疫
情儘快受控，部隊可回復聚會。

2. 請為部隊的肢體祈求，求神保守各人身心靈都健康，事主得力。
24/06 華富幼兒學校

校長 : 勞小慧女士
代禱事項 :
1. 為6月15日將復課的K3幼兒祈禱，求主讓他們有準備及期待的心情，迎接學校生活，順利過度小
學。

2. 為校內教職員的健康祈禱，讓他們有充分的休息，有智慧為在停課中的幼兒安排有趣的學習活
動，並迎接復課後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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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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6 竹園青少年中心(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
高級主任 : 馬澤淳先生、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
1. 禱告我們的同工有健康及力量來幫助區內有需要的家庭，特別是在疫情期間面對經濟困難及壓
力的家庭。

2. 禱告我們的同工有智慧，能規劃不同的服務來祝福社區，讓更多人得幫助。
3. 求主祝福與部隊及其他伙伴的合作，以服務社區人士並為他們帶來平安及希望。
4. 本地青年服務面對來自經濟、政府和社會環境轉變帶來的巨大挑戰，求主帶領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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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代禱單位

29/06 物業部
物業總監: 曾紀峰先生
代禱事項 :
1. 求主賜福各同事智慧，解決近期同事離職後仍有大量尚未解決的工作。
2. 願主能賜給物業部各同事健康和動力面對各項挑戰和困難。

30/06 東九龍隊
部隊軍官: 譚振輝少校
代禱事項 :
1. 為今屆應考DSE的兩位少年人禱告，求主賜他們平安的心等待放榜。
2. 為在疫情下工作受影響的弟兄姊妹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