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結合一 以愛服侍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4/05 行政辦公室

總指揮 : 李光秋上校
代禱事項 :
1. 求主保守各部門首長，讓他們有健康、有智慧與能力帶領他們的團隊。
2. 求主保守軍官同仁實踐使命。
3. 求主祝福救世軍成為祝福他人的軍隊。

05/05 將軍澳隊
部隊軍官: 陳國威少校
代禱事項 :
1. 為全球COVID-19的疫情禱告，求主保守各國領袖、醫護及人民，大家通力合作，做好防禦及醫
治的工作。願主憐憫世上所有人民，早日回復正常生活。

2. 為在疫情下的部隊及院牧事工禱告，求主透過我們使用各種科技，在社交網絡和非實體的信息
分享，在疫情期間仍保守各人的心，常存愛與盼望。

3. 為部隊患病的肢體禱告，求主醫治及賜下平安給各人及其家庭。也為所有學生及公開試的考生
禱告，求主帶領他們的學業及升學安排。

4. 為部隊來年的計劃及財務預算工作禱告，叫部隊眾弟兄姊妹均一同參與，同心計劃，為福音一
起努力。

06/05 樂民幼兒學校
校長 : 譚玉珍女士



團結合一 以愛服侍

第一周
日期 代禱單位
07/05 全球祈禱日

俄羅斯軍區
總指揮: Alexander Kharkov上校
秘書長 : Svetlana Sharova少校
軍官 (A16/R7) 部隊 15 學員 4 
軍兵 284 青年兵 26
代禱事項 :
1. 為新的軍兵及候補員祈禱
2. 為部隊的靈命成長祈禱。希望所有部隊都成為強大勇敢，與他們所處的社區分享神的恩典、愛
及喜樂。

3. 期望俄羅斯人對救世軍有正面的看法，能與其他教會、機構和政府當局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4. 能更多接觸到年青人,用不同的方法服侍他們及帶他們到神的面前。
5. 為SPATEX二手店發展，使其成為其中一項收入來源而祈禱。

08/05 德田長者之家(長者服務)
高級主任 : 陳皓明女士、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1. 為所有院友和職員的健康和平安禱告，特別為各位同工禱告，好讓全體同工能一同服務院友。
2. 祈求疫症早日結束，生活回復正常。



團結合一 以愛服侍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1/05 財務部

財務總監 : 黃麗茵女士
代禱事項：
1. 求主賜我們力量，在要求我們達至最佳表現的領域中，展現我們的誠信和專業精神。
2. 求主保守同工有健康和智慧，應付我們的工作。
3. 面對困難與挑戰時，祈求我們緊記尋求神的幫助，並信靠祂。

12/05 東涌隊
部隊軍官: 王煜發少校及王黎洪嬌少校
代禱事項 :
1. 在新的財政年度，軍兵及弟兄姊妹奉獻有增長！我們在三月份，已多次多方的按著聖經教導和分享，
勸勉以蒙愛，蒙主揀選的身份，以信心履行當納的職分。求主幫助軍兵及弟兄姊妹，實行什一奉獻
時，是按著真理，不從自己的意思。

2. 求主在復課之後，仍施予在校園及社區傳福音的機會！我們已經錯過學校的福音周，以及復活節在
本軍幼稚園、社區的佈道機會。在暑假之前，求主打開傳福音之門，讓我們有合適的機會和方式，
傳頌耶穌基督的福音。

13/05 明德幼兒學校
校長 : 張雯麗女士
代禱事項 :

1. 為到現時香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禱告，祈求主保守幼兒、家長及教職員的身體及心靈健康，並
讓各人能持正面的態度面對及對抗疫情。

2. 為到幼兒復課的日期祈禱，盼疫情能盡快受控，讓幼兒能重返學校，繼續他們愉快而充實的團
體學習生活。

3. 為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全港以至世界各地，於生命、經濟及生活各層面上的影響禱告，求主
讓患病的得醫治，並讓疫情能受控及停止。



團結合一 以愛服侍

第二周
日期 代禱單位
14/05 全球祈禱日

巴基斯坦地域
地域總指揮: Geoff Webb 准將
地域秘書長 : Washington Daniel上校
軍官 (A327/R101) 部隊 132 
軍兵 41,361 青年兵 9,601
代禱事項 :
讚美 : 在疫情下，軍官及救世軍人都安全健康。感謝神，地域總指揮及地域婦女事工會長的工作簽
證終於得到批核。
祈禱事項 :
1. 為即將上任的新地域秘書長及地域婦女事工秘書長的交接工作祈禱 (雖然新的地域總指揮及地域
婦女事工會長仍然未到達巴基斯坦)。

2. 祈求所有軍官及救世軍人在COVID19疫情下，能保持健康，因為他們都希望能服侍有需要的人。
3. 為部隊軍官能繼續以創新的方法接觸部隊中的人祈禱。

15/05 華富長者中心(長者服務)
主任 : 黃河南先生、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
1. 華富邨不少長者都表示在疫症期間，生活受到各種影響，例如難以搜購足夠防疫物資，而大幅
減少社交活動也令他們感到苦悶。求神賜福予區內長者，讓他們平安度過疫情，並保持內心喜
樂。

2. 華富中心職員近期嘗試以不同方式關顧區內長者，求神引領及賜給我們智慧，讓我們有足夠力
量做到適切工作，並保持身體健康。



團結合一 以愛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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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 救世軍領袖培訓中心

救世軍領袖培訓中心總監 : 馬楊武少校
代禱事項：
1. 祈求所有職員身、心、靈健康。
2. 為歷史檔案中心的新發展禱告。
3. 全球華人事工訓練中心於2020年4月1日易名救世軍領袖培訓中心，求主繼續帶領。

19/05 灣仔隊
部隊軍官: 余李彩玲中尉
代禱事項 :
1. 為灣仔隊重建計劃代禱，求主帶領。
2. 為灣仔隊弟兄姊妹合一的心代禱。

20/05 三聖幼兒學校
校長 : 司徒綺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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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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5 全球祈禱日
印尼地域
地域總指揮: Yusak Tampai准將
地域秘書長 : Cedric Hills上校
軍官 (A645/R412) 部隊 282 學員 36 
軍兵 39,741 青年兵 7,469
代禱事項 :
1. 為2020年的願景計劃可伸延至2025年祈禱。祈求上帝帶領我們製定此計劃和策略。
2. 為印尼政府減輕Covid-19疫情擴散的政策祈禱。
3. 為救世軍於7個區部及2個區域所進行的四種服侍祈禱,包括社會服務、醫療/健康、教育及靈命。
4. 為兩個大區部的發展及擴展祈禱，為東印尼(馬魯古和西巴布亞群島)的事工發展祈禱。
5. 為中蘇拉威西省的設施及基建持續恢復祈禱。
6. 為所有區部和地區的家庭輔導和康復工作祈禱。
7. 為所有在職及退休軍官的健康祈禱，希望有幾位軍官早日康復。
8. 為年青人的成長祈禱。

22/05 油尖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長者服務)
助理高級主任 : 邱文俊先生、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
1. 為區內的長者及護老者禱告，求主保守他們在是次疫情中有健康的身體及主所賜的平安在心內。
2. 為單位同事的工作禱告，求主保護同事的出入平安，叫我們常懷著感恩的心服務有需要的人；
另外，也求主使同事所作的蒙福，叫受助者能感受到神的愛及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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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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5 人力資源部
機構人力資源總監: 徐顏皓女士
代禱事項 :
1. 求主保守和保護所有救世軍同工們的身心健康，並賜予我們更多的平安和力量。
2. 求主預備合適及熱誠的人才來填補救世軍的空缺，並讓我們的團隊重新得力。

26/05 卜維廉隊
部隊軍官: 譚羅惠芳少校
代禱事項 :
1. 為部隊任職醫護的弟兄姊妹及他們的家人祈禱，求神帶領他們的工作及保守他們的健康。
2. 為中學文憑試(DSE)禱告，求神保守部隊應屆考生及卜維廉中學考生，帶領他們日後的前路。

27/05 大窩口幼兒學校
校長 : 陳嘉怡女士
代禱事項 :
1. 為幼兒、家長及全體教職員的身心靈健康祈禱，在現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下，幼兒需要暫
停學校的生活；家長要面對家庭經濟與照顧孩子的壓力；而教職員亦需要為停課、復課作準備。
求主賜平安予各人，堅固各人的信心，共同度過這嚴峻的時刻。

2. 為高班幼兒及家長祈禱，有部份幼兒還未分配到小一學位，求主引領他們在六月的統一派位中，
獲得合適的小學學位。又使每個高班幼兒在智慧及愛心上有所增長，讓孩子順利及愉快地升上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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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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5 全球祈禱日
非洲南部地域
地域總指揮: Daniel Kasuso准將
地域秘書長: Kelly Igleheart上校
軍官 (A149/R96) 部隊 93 學員 20
軍兵 18,538 青年兵 2,776
代禱事項 :
1. 為新冠肺炎疫情放緩禱告。
2. 救世軍為3個無家者營地提供食物，為幫忙的軍官和志願者祈禱。
3. 獲得更多資源/資金來維持供餐。
4. 為感到沮喪的部隊軍官的祈禱，我們仍處於封鎖狀態，軍官只能通過網上講道接觸軍兵，但不
是每個人都收到信息。

29/05 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長者服務)
高級主任 : 蕭裕揚先生、職員及受惠人士
代禱事項 :
1. 求主保守我們的長者、護老者及職員有健康的身體及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面對疫情帶來的挑
戰和困難。

2. 求平靜風浪的主讓疫情盡快過去，並帶領各級同工為恢復服務作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