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湧泉行動～21 天為貧童代禱 

「夜間，每逢交更的時候要起來呼喊，在主面前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餓發昏； 你要

為他們的性命向主舉手禱告。」 

－耶利米哀歌 2：19 

 

兒童，是世界的未來；然而在世界各個角落，許多孩子正日夜飽受貧窮、疾病、失學與暴力之苦，

急待您的代禱與關懷。 

 

一直以來，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正是世界展望會的核心工作，而與教會合作更是世界展望會的事

奉重點之一。台灣世界展望會發起湧泉行動，正是希望與眾教會成為夥伴，一起站在世界最需要的

地方，回應上帝憐憫貧窮與受壓迫者的旨意，讓更多貧困兒童擁有上帝所賜的豐盛生命。 

 

邀請教會弟兄姊妹透過這份「湧泉行動～21 天為貧童代禱」說明，以禱告關懷中南美洲及非洲的

孩子，從兒童的生存權、受保護權、發展權三大層面所遇到的問題出發，將孩子迫切的需要交在上

帝手中，懇求上帝親自帶下轉化與祝福。 

 

感謝您的代禱支持，也邀請您加入台灣世界展望會資

助兒童計畫，透過每個月 700 元或 1200 元的定期捐

款奉獻，幫助中南美洲、非洲的兒童改善貧困生活，

並透過書信關懷及代禱，為兒童帶來生命轉變的盼望。

奉獻響應湧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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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為非洲、中南美洲兒童的生存權益禱告 

Day 1 為非洲整體情況禱告 

 經文： 

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凶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嗎？

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

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以賽亞書 58：6-7) 

 禱告： 

親愛的天父，謝謝祢把我們安置在和平安穩的國家，使我們可以認識祢，並且為世界上其他

有需要的人代求禱告。也求祢在接下來每一天的禱告中，將對這些需要幫助國家與兒童的負

擔放在我們心裡，藉著我們的代禱，將恩典與福音帶給他們。 

 背景資料： 

非洲是全球僅次於亞洲的第二大洲，氣候普遍暖熱，雖然富有天然資源，但因為經濟結構不

健全、許多小國政治不穩定並且種族複雜，以至於多國處在貧窮狀態。在糧食保障、兒童健

康、水資源暨衛生等方面皆急需協助。 

 

Day 2 為中南美洲整體情況禱告 

 經文：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 4：18-19) 

 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翻轉這塊土地，因為這裡的人民和其中的兒童都是屬於祢的，看顧他們的

身、心、靈，不光是滿足他們基本的生存需求、遠離貧窮與疾病，更懇求您降下聖靈觸摸他

們的心，讓他們在苦難之中依然長存盼望，得著從祢而來的自由。 

 背景資料： 

拉丁美洲雖然是有高度都市化的區域，但卻有 44%的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當地的兒童、

青年、婦女都因為貧窮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急需賦予公平的生存機會，使其可以活出豐富

的生命。 

 

 

 

 

 

 

 

 

 

 



Day 3 為賴索托兒童能遠離愛滋及各樣疾病威脅禱告 

 經文：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

肥犢。(瑪拉基書 4：2) 

 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指教孩子該如何為萬人禱告，並為這地的兒童與婦女代求，也祝福世界展

望會在當地服事的同工能有從祢而來的智慧，提供婦女正確的母嬰健康知識，幫助賴索托的

孩子們能遠離愛滋與各樣疾病的威脅。 

 背景資料： 

在賴索托，世界展望會與教會一同在計畫區進行衛教宣導，教導兒童有關愛滋防治、兒童保

護等議題，讓孩子懂得保護自己。教會牧者也會定期拜訪受愛滋影響的家庭，適時給予關懷。 

 

Day 4 為瓜地馬拉、賴索托兒童能脫離營養不良的景況禱告 

 經文：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祂憑真實將公理傳開。(以賽亞書 42：3) 

 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恢復這地與其中的百姓，讓這地的孩子們不再因為營養不良而失掉生命，

願上帝親自看顧每個孩子，讓他們都能健康地活過 5 歲，也求上帝使用他們的生命，讓這些

孩子有一天也能成為別人的祝福。 

 背景資料： 

在瓜地馬拉，由台灣愛心資助的巴勒斯廷納(Palestina de los Altos)計畫區由於貧困和醫療資源

嚴重不足，兒童營養不良率高達 61.5%，世界展望會在社區推動媽媽營養教室、醫療衛生倡

導等服務工作，協助降低兒童營養不良的比例；教會牧者也會鼓勵媽媽們要帶孩子定期接受

健康檢查和疫苗注射。而在賴索托，世界展望會透過與當地農業主管機關合作，培訓農家種

植多元作物，為社區兒童提供充足的營養食物。 

 

Day 5 為賴索托的愛滋遺孤能獲得照料禱告 

 經文： 

上帝在祂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上帝叫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詩

篇 68：5-6) 

 禱告： 

親愛的天父，保護每一個破碎家庭的孩子，讓他們無論出入都有祢的同在，溫暖他們的心，

讓他們知道有一位愛他們的天父，不再有孤兒的心，時刻與祢同享平靜安穩。 

 背景資料： 

位於非洲南部的賴索托，全國有 40%人口處於極度貧窮，青壯年人口愛滋感染率高達全球第

三的景況，更使該國陷入糧食不足、發展落後的窘境，許多愛滋遺孤正面臨生存威脅。 

 



Day 6 為馬利的婦女兒童能獲得良好的醫療保全生命禱告 

 經文：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詩篇 146：9) 

 禱告： 

親愛的天父，孤兒寡婦是祢看雇、所憐惜的，他們因一無所有就專注倚靠祢，求祢成為他們

的力量，將他們的家庭重新建立在磐石上，賜下幫助，讓他們因祢得著榮耀的見證。 

 背景資料： 

在馬利的法拉耶(Faladje)地區，因為醫療資源不足同時缺乏合格的醫護人員，且藥品昂貴，

導致許多孕婦在來不及送醫的情況下，只好在路邊或田野生產，許多寶貴的小生命因而喪失。 

 

Day 7 為自己與弟兄姊妹能以行動關懷貧童禱告 

 經文：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地多知道上帝。(歌

羅西書 1：10) 

 禱告： 

主阿，孩子願能與祢同心，在祢看為美善的事上多多結果，以祢的喜樂為樂、以祢的憂愁為

憂，幫助窮苦困乏之人，讓他們透過這樣的善事，充充實實感受祢對他們的愛是何等長闊高

深，也讓我們透過行出美善而更多像祢，更深體會天父對我們無瑕的愛。 

 

 

  



第二週：為非洲、中南美洲兒童的受保護權益禱告 

Day 8 為瓜地馬拉兒童能遠離暴力威脅禱告 

 經文： 

因為，窮乏人呼求的時候，祂要搭救；沒有人幫助的困苦人，祂也要搭救。祂要憐恤貧寒和

窮乏的人， 拯救窮苦人的性命。祂要救贖他們脫離欺壓和強暴；他們的血在祂眼中看為寶貴。

(詩篇 72：12-14) 

 禱告： 

親愛的天父，孩子感謝祢，因祢挪去受壓迫者的眼淚，賜給他們全新的生命，讓他們的生命

不再被暴力帶來的恐懼挾制，每個孩子都能重拾起初的愛心彼此相愛。 

 背景資料： 

每年，中南美洲有 2 萬 5 千名青少年因為幫派鬥毆及暴力威脅，喪失寶貴生命；其中，瓜地

馬拉為全球前三名青少年凶殺案發生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不安全的生活環境，讓當地兒童長

期生活在恐懼之中。 

 

Day 9 為莫三比克兒童能領受從上帝而來的愛與保護禱告 

 經文：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詩篇 121：5) 

 禱告： 

天父，孩子感謝祢，謝謝祢隨時與衣索比亞的孩子們同在。在他們面對時，祢是他們的幫助

者與扶持者。謝謝祢大能膀臂的護衛和顧惜。 

 背景資料： 

莫三比克童婚的比率非常高，名列全球前十。害怕女童婚前生子、遭到性侵甚至因家庭貧窮

而造成的飢餓，都可能是造成童婚的因素。為了遏止童婚現象，世界展望會結合當地社區和

社會服務組織的力量，幫助少女，遠離童婚並繼續升學。 

 

Day 10 為參與瓜地馬拉兒童保護事工的教會及展望會同工禱告 

 經文：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啟

示錄 7：17) 

 禱告： 

天父，孩子感謝祢，因祢大能的手遮蓋在那地身處貧困、暴力陰影底下的孩子，讓他們得享

平安，也求祢堅固每一位為了當地兒童權益奔走的教會牧者及展望會同工，讓我們的禱告成

為他們隨時的幫助，成為孩子們艱苦中的安慰。 

 背景資料： 

在瓜地馬拉，由台灣愛心資助的巴勒斯廷納(Palestina de los Altos)計畫區共有 16 間教會參與

世界展望會的兒童保護事工，一同向社區成員宣導兒童權益，並倡議地方政府建立兒童保護

系統，營造安全的兒童成長環境。 



Day 11 為賴索托兒童能在安穩的環境下成長禱告 

 經文： 

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祂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申命記 31：8) 

 禱告： 

天父，孩子感謝祢，因為祢不撇下任何一名兒童，求祢從街頭、無人聞問的角落、破碎的家

庭裡贖回他們，讓他們看自己為寶貴，如同祢看他們一樣。也重新穩固他們的家，願這些孩

子能夠更多的認識祢。 

 背景資料： 

在賴索托的莫克約梅拉(Mokojomela)計畫區，教會牧者透過家庭探訪，照顧因愛滋受影響的

孤兒和特殊景況家庭兒童，同時透過主日學和兒童讀經活動，讓孩子能以聖經真理裝備自

己、懂得保護自己，預防受虐事件的發生。 

 

Day 12 為遭受遺棄、無法獲得良好照顧的衣索比亞兒童禱告 

 經文：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詩篇

23：1-2) 

 禱告： 

天父，孩子感謝祢，祢是安慰人的主，求祢領祢的羊群到可安歇的水池邊，以得生命的活水

餵養每一位受傷的孩子，讓他們都可以在祢的懷抱裡得著平安與喜樂。 

 背景資料： 

住在衣索比亞東部和東北部的兒童營養不良比率，因為近期乾旱直線上升。數千頭牲畜喪

命、多處水源耗盡，食物價格不斷攀升，已有將近 300 萬衣索比亞人民面臨糧食危機，急需

幫助與代禱。 

 

Day 13 為瓜地馬拉、賴索托的貧困家庭父母能卸下憂慮禱告 

 經文：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

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

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馬太福音 7：8-11) 

 禱告： 

天父，孩子感謝祢，因所有的美善由祢而出，求祢挪去貧困家庭裡父母的憂慮，無論是錢財

的憂慮、工作的憂慮、健康的憂慮。並且讓父母能以那從祢而來的愛心來愛孩子，讓他們能

夠因著被愛而成為懂得愛的人，斬斷家族中因為缺乏愛所衍伸的暴力循環。 

 背景資料： 

在瓜地馬拉，世界展望會與教會合作，鼓勵父母以聖經教導為原則來關心孩子，以溝通取代

過往體罰的管教方式，確保兒童在安全環境裡成長。在賴索托，世界展望會鼓勵父母多多參

與孩子的學習，以求進一步提升學童的學習成效。 



Day 14 為教會參與關懷世界貧童的行動禱告 

 經文：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上帝所喜悅的。(希伯來書 13：16) 

 禱告： 

親愛的天父，謝謝祢將愛心賜給我們，使我們能夠愛人如己。也求祢賜給我們更多的恩典和

信心，將這樣的愛化作行動，幫助我們踏出信心的腳步，為了孩子們的未來擺上奉獻。 

 

  



第三週：為非洲、中南美洲兒童的發展及教育權益禱告 

Day 15 為非洲童兵和脆弱兒童的未來禱告 

 經文： 

耶和華啊，你必派定我們得平安，因為我們所做的事都是你給我們成就的。(以賽亞書 26：

12) 

 禱告： 

親愛的天父，祢所賜予的一切盡都珍貴，一切事物都充滿祢美好的旨意。願上帝看顧在非洲

被迫成為童兵的兒童，親自看顧安慰他們的心靈，並且豐豐富富地領受祢的愛與恢復。 

 背景資料： 

2013 年中非共和國爆發衝突，基督徒和穆斯林各自遭不同的武裝份子攻擊，許多兒童也被迫

參加武裝團體成為童兵。世界展望會透過長期的和平建造方案，幫助孩子們重新建立破碎的

心靈。 

 

Day 16 為衣索比亞的兒童都能發展恩賜、實踐夢想禱告 

 經文： 

求祢將精明和知識賜給我，因我信了祢的命令。(詩篇 119：66) 

 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幫助衣索比亞身處弱勢的兒童仍能有聰明智慧，因為聰明智慧是從祢而

來，願他們不以自己的困乏為卑，也不因得著知識驕傲，專心倚靠祢，成為忠心有智識的管

家。 

 背景資料： 

在衣索比亞，玫圖哈(Meftuha)出生時就患有聽覺障礙，無法說話，只能用自創的手語與人溝

通，這讓她感覺挫折並且埋怨上帝。但是透過世界展望會的幫助，玫圖哈現在可以透過點字

書、拐杖、聽障輔具等特殊設備和同學溝通，家長也更知道該如何教育聽障孩子，玫圖哈的

生命因此翻轉，臉上也有了笑容。 

 

Day 17 為世界展望會在祕魯進行的教育事工禱告 

 經文： 

祢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詩篇 119：130) 

 禱告： 

親愛的天父，孩子把祕魯的兒童交在祢的手中，求祢使用在其中服事的同工，傳講祢智慧的

言語，讓聽到的兒童不僅可以明白祢的話，並且智慧與身量都能一同成長。 

 背景資料： 

在祕魯，24 歲的丹妮絲已經成為市長顧問，很難想像 9 歲剛成為世界展望會受助童的丹妮

絲，還是個害羞不敢發言的孩子，透過世界展望會的工作坊與教會共同舉辦的活動，丹尼絲

一步步打開心房，參與在社區的兒童議會之中，最終得以自立，正努力實現成為市長的夢想。 

 



Day 18 為非洲、中南美洲當地參與兒童發展事工的教會禱告 

 經文： 

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哈巴谷書 2：14) 

 禱告： 

親愛的天父，謝謝祢透過許多世界展望會裡的基督徒同工，不只幫助孩子們識字，更藉這聖

經認識神。求祢藉著祢的話，將信仰和智慧放在這些孩子心裡，成為他們生命改變的盼望。 

 背景資料： 

在非洲，世界展望會透過主日學教導孩子品格；而在中南美洲，許多青少年透過世界展望會

和教會一起成立的兒童社團，從中培養領導能力、進而為自身權益發聲。 

 

Day 19 為非洲、中南美洲的社區經濟發展禱告 

 經文：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

醒。(詩篇 127：1)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讚美祢！萬事萬物都是從祢手中而造，願祢祝福當地人民手中的工作，在社

區經濟發展上能夠凡事興盛，並賜給他們靈巧的手、願做的心，能逐步邁向自立自足的生活，

成為祢美好的見證，並能獲得豐盛的未來。 

 背景資料： 

在中南美洲，世界展望會推動儲蓄團體與微型企業培訓，以提升社區內貧困家庭的收入；在

非洲，世界展望會協助社區改善農業生產及儲存機制，以增進產量、提升家庭收入，確保孩

子不因貧窮而失去未來發展的可能。 

 

Day 20 為瓜地馬拉國家整體情況禱告 

 經文： 

求祢拯救祢的百姓，賜福給祢的產業，牧養他們，扶持他們，直到永遠。(詩篇 28：9) 

 禱告： 

親愛的天父，眷顧祢的百姓，救他們脫離兇惡刀劍，恢復他們的心，讓他們從惡者的挾制之

下回到祢的懷抱，願祢的愛一生一世與他們同在，也常存在每一個相信祢的人心中。 

 背景資料： 

位於中美洲的瓜地馬拉，歷經長達 36 年的內戰後，國內貧富差距極大，鄉村地區更缺乏教

育、醫療等基礎建設；而嚴重的幫派暴力問題，使瓜地馬拉成為全球前三名青少年凶殺案發

生率最高的國家，當地兒童與青少年長期生活在恐懼之中。 

 

 

 

 

 



Day 21 為賴索托整體情況禱告 

 經文： 

耶和華說：因為困苦人的冤屈和貧窮人的歎息，我現在要起來，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穩妥

之地。(詩篇 12：5) 

 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停止那地人民的嘆息，因為幫助是從祢而來，祢的眼目也不撇下他們，讓

他們能夠找著可安歇之處、擁有平靜的心，藉著當地同工的幫助與居民們自身渴慕祢的心，

可以重新得力。 

 背景資料： 

位於南部非洲的賴索托，全國有 40%人口處於極度貧窮，青壯年人口愛滋感染率高達全球第

三的景況，更使該國陷入糧食不足、發展落後的窘境，許多愛滋遺孤正面臨生存威脅。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