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為兒女禱告文 
(禱文中「我的兒女」、「我的孩子」或「他」、「他們」的部分可換成自己兒女的名字 ) 

 

第一日 

天父，我祈禱我的兒女愛祢及接受耶穌為他們

的救主，他們要明白祢如此深愛他們，差耶穌為他

們捨了生命，且因他們信靠祢，他們將永遠與祢同

住 (約三 16)。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我祝福我的兒女要將他們

的生命歸給祢，而且要被聖靈充滿。我祈禱他們要

承認祢的名超乎萬名之上，且要承認祢是萬王之

王、萬主之主，他們要以全心信靠祢，不倚靠自己

的聰明，相信祢是萬物的主宰，祢要引導他們走最

美善的道路 (彼前二 9-11；箴三 5-6)。 

第二日 

天父，求祢保護我的兒女遠離災害，若其中任

何一人迷失，求祢不要將祢的眼目向他挪去，倒要

領他回到祢的眷顧中。在危險中求主守護他們，並

賜他們健康的心思和身體，使他們常在祢的愛中。 

全能的父神，求祢對我的兒女及他們的世代，

以大能的方式啟示祢自己，以至於在他們一生的年

日中，他們要更多地將注目、尊崇和榮耀歸於祢，

更勝過在歷史上的任何世代。給這世代的兒童一顆

像大衛的心，因著他們對祢的信心，使他們能打敗

所面對的歌利亞。 

第三日 

主啊！求祢使我的兒女深深地堅信與委身於個

人的聖潔，他們是祢的殿。我祈禱他們對真理不妥

協，唯獨在祢眼中保持聖潔、遠離罪惡。求主引導

他們走正直的道路，並賜他們能力勝過誘惑。 

父神，牽住我兒女的手，使他們不害怕，領他

們經過困難的時刻，並讓他們明白祢與他們同在；

祢是他們的神，使他們不驚惶。祢必幫助他們，必

用祢公義的右手扶持他們 (賽四十一 10)。 

第四日 

主啊，求祢使我的兒女全心信靠祢，在他們一

切所行的事上都認定祢，祢必修直他們的路。 

耶穌，我祈禱我的兒女心中的眼睛能被照明，

知道他們所得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們在聖徒中

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願我兒女知道祢向我

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弗一 18-19) ，

使他們得著全然的啟示，得見祢是誰及祢的受死與

復活在他們生命中的意義 (加一 12)。 

第五日 

求主幫主我的兒女能原諒那些傷害他們的人，

賜給他們有饒恕的能力，愛他們的仇敵(太五 44)。

我感謝祢，因他們能在窄路及掙扎中喜樂，因這些

試驗就生忍耐(雅一 2-3)。求主堅固我的兒女能打那

美好的仗並守住信心(提後四 7)。 

耶穌，祢說：「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

也當信我……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

給你們。」(約十四 27) 求主使我的兒女知道祢對他

們的計畫，是豐盛、有指望及有未來的計畫。(耶廿

九 11) 

第六日 

主我神，願我的兒女在各樣事上剛強，大大壯

膽。求祢裝備他們，成就祢對他們生命的計畫，也

教導他們倚靠祢而不靠自己的能力，使他們成為全

心尋求祢的人。 

天父，請為我的兒女穿上全副的屬靈軍裝，用

真理給他們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腳穿平安福音的鞋，手拿信德當作盾牌，給他們戴

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使他們靠著聖靈

隨時多方地禱告祈求、儆醒不倦，得以抵擋魔鬼的

詭計，站立得穩 (弗六 10-18)。 

第七日 

父神，求祢使我的孩子們常常去經歷祢的信

實，並以認識主基督耶穌為至寶，且持守起初愛主

的心，使他們的靈魂體都向祢火熱，求祢使他們愛

祢勝過一切 (腓三 8；路十 27)。 

主，當我的兒女長大學會花時間安靜與祢交通

時，讓他們能以明白你對他們的愛是何等廣闊(弗三

18)。藉著祢的恩典幫助他們明白祢的犧牲是何等

深，對他們的心說到關於祢對他們生命的每一個細

節。祢造他們是獨特而珍貴的，求主以祢的聖靈教

導他們如何像萬王之王的兒女來生活的意義。 

第八日 

父神！願祢賜福我的孩子常在喜樂中，認識祢

並與祢同行，祢是他們的喜樂和平安，求祢用祢的

喜樂充滿他們，好叫他們不追求也不隨從世界的俗

樂(腓四 4；尼八 10)。 

主，祢說：「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

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書一 8)

主啊，祢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詩一一九

105) ，求祢使我的兒女渴慕祢的話語，而且晝夜思

想，祢的話要成為他們行事為人的準則。 



第九日 

天父，求祢讓我的孩子在思想上和行為上常常

尋求祢，得祢的喜悅而非人的喜悅，讓他們有服事

的心，像耶穌一樣，不求被服事而是樂意服事人、

為人付出 (太四 10；可十 43-45)。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

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弗五 8)、「不可

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

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四 12) 主

啊，求祢使我的孩子成為世上的光、世上的鹽，讓

他榮耀祢的名，他的思想、言語和行為都要榮耀

祢。奉耶穌的名，我祝福我的兒女在言語、生活、

愛心、信心、聖潔上，都成為眾人的榜樣。 

第十日 

天父，求祢保護我的孩子不受同儕錯誤的性關

係和道德觀念的影響，幫助他們過聖潔的生活，曉

得如何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帖前四 4)。求祢

使他們逃避少年人的私慾，賜他們有清心禱告主的

同伴，可以一同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 (提後

二 22)。願主賜福他們日日順服與祢同行，求祢將耶

穌的品格做成在他們裡面，使他們的生命愈來愈像

祢。 

主啊，求祢賜我和 (配偶)有智慧，知道

如何按著你的心意來教導孩子，也求祢使我們的心

意更新而變化，不按著己意、憑著血氣來管教兒

女。 

第十一日 

主啊，求祢教導我的孩子誰是敵人，要如何抵

擋得勝。求祢給他們謙卑向祢的心，也給他們屬靈

的智慧能看穿魔鬼的詭計，以免陷入惡者的謊言與

陷阱中。求祢在每場屬靈的爭戰中讓他們看見祢復

活的大能 (林後二 11；雅四 7；弗六 10)。 

主，求祢引導我的兒女，使他們在祢裡面長大成

熟。我祈禱他們要在耶穌基督裡建造穩固的根基，並

感受到祢的同在，而在祢的恩典中成長。願他們持續

在祢的智慧、喜愛、真理、愛、生命、信心、能力及

感恩中得蒙建造。(路二 52；弗四 15；西二 6-7) 

第十二日 

主，我的兒女是聖靈的殿，求祢保守他們的身

子聖潔。教導他們明白他們不是自己的人，乃是被

耶穌付上重大贖價買贖回來的 (林前六 19-21) ，所

以他們要在身子上來榮耀祢。 

求主保守我的孩子藉由祢的真理心意更新而變

化，使他們將生命扎根於祢的真理，而不是撒但的謊

言，因此他們必經歷到耶穌受死所賜給他們完全的自

由。我祈禱他們要思念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

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可羨慕的、極好的

和值得稱讚的人事物 (約八 32；羅十二 2；腓四 8)。 

第十三日 

父神我感謝祢，我的孩子們能親密地認識祢

──獨一真神。我祈禱他們能全心尋求祢，且在他們

一切的需要上倚靠祢 (詩九 10)。 

當我的孩子漸漸長大，求祢使他們有智慧行在

祢的道上，並喜愛祢的智慧，他們要將一切所做的

事交託祢，並相信祢會向他們顯出順服的恩福。求

主也幫助他們與祢的性情有份，且在他們的身上顯

出祢的良善、公義、誠實及智慧，如光發出，願祢

在他們身上的旨意全然成就 (詩卅七 4-6；弗五 8-

10、15-17)。 

第十四日 

求主使我的兒女明白父神的心意，使他們能在

經驗中知道祢是何等無限度及無條件地愛他們。願

祢以祢的慈愛眷顧他們，使他們永不質疑祢在他們

生命中的工作 (約壹三 1)。 

我祈禱我的兒女要珍惜祢的話語勝過財富或地

位，也懇求主透過真理的靈教導他們愛慕祢的話

語，並以此為他們生命依據的標準。當他們謙卑尋

求祢時，求祢使他們能明白祢的旨意，並教導他們

支取祢那永不改變的應許以抵擋仇敵的謊言(詩一一

九 127-130、159-163)。 

第十五日 

主祢曾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

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他

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

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將我的救恩顯明給

他。」(詩九十一 14-16) 主啊！求祢將這些應許成就

在我兒女身上，幫助他們學會愛祢，也求你搭救、

釋放他們，並向他們顯明祢的救恩。 

主啊！求祢使我的兒女在同伴面前得蒙喜愛，

使他們遠離與他們的比較，救他們脫離虛榮的陷阱

及物質主義。願他們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超過追求

外在的美麗與物質的獎賞。 

第十六日 

主啊，祢喜愛聽小孩的禱告，我祈禱我的孩子

能學會與祢交通，求祢繼續不斷將讚美祢的話放在

他們的心中與口中，並引領他們在每件事上全然倚

靠祢。他們要與祢談論各樣的事，且在他們的生命

中凡事歸榮耀給祢。 

我禱告我的兒女能知道祢何等寶貴他們，懇求

父神幫助我們知道如何教導他們，將他們的個性及

安全感建立在耶穌基督上，給他們以基督為中心的

自信心及價值觀，使他們知道祢如何看待他們及對

他們的觀點，幫助他們全然明白他們是誰、他們在

基督裡所擁有的，以及透過祢，他們能做什麼。 



第十七日 

父啊，幫助我的孩子結出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等屬靈的果

子，因他們是屬祢的，求祢使他們順著聖靈而行，

不依著他們的罪性來活，讓他們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並且知足感恩，知道一切美

事皆從祢而來，所有的成就皆因祢的能力而得，同

時了解患難挫折都有祢的允許，為要使他們信靠

祢，生命更完全 (加五 16-26；腓四 13；彌六 8；雅

一 2-4)。 

求父神以基督耶穌的寶血來遮蓋保護我的兒

女，也叫他們知道寶血的能力以擊退惡者的作為，

藉著這能力，綑綁仇敵對於祢在他們生命中完全旨

意的干擾 (約十七 15；約壹四 4)。 

第十八日 

主耶穌，求祢使我的兒女接納他們的性別，在

逐漸成長的過程中，幫助我們與他們一同成長。求

主幫助他們知道如何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有真理的態度與異性交往，保守他們不陷入試探與

網羅裡，求主在他們所行的路上派使者保護他們，

不容惡人有機可趁。願祢賜福他們的婚姻，賜他們

敬虔愛主、能同心同行的伴侶。 

主啊，我要稱謝祢對我兒女的應許，祢說：

「至於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加給你的

靈、傳給你的話，必不離你的口，也不離你後裔與

你後裔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遠，這是耶和華說

的。」(賽五十九 21) 願主使我兒女的口常充滿祢的

話，且遵行祢的話。 

第十九日 

奉主耶穌的名我宣告：那些負面的自我評價、

悖逆的靈及不知感恩的心都沒有權柄支配我的兒

女。同伴的壓力不能使他們離棄祢聖潔的標準，罪

惡、嫉妒和羞愧都被投入海中，而祢對我兒女的計

畫要全然成就！ 

主啊，求祢保守我的孩子免於生命中試探與掙

扎的恐懼。我感謝祢使他們不因周遭環境而陷於悲

觀，因為他們在祢裡面有盼望和豐盛的生命。幫助

他們定睛在看不見的永恆生命上，憑信心而不是憑

眼見過每一日的生活 (林後四 8-9、16-18)。 

第廿日 

主，賜與我的兒女有健康的友誼，我祈禱他們

會與聖靈所引領來的正直的同伴建立友誼，願主賜

他們真誠、敬虔和相互鼓勵的朋友，並賜他們智慧

選擇能榮耀祢的關係 (詩一一九 63；約十五 13-

14)。 

當我的兒女受傷時，求主成為他們的安慰與藏

身處，使他們能饒恕傷害他們的人，叫他們的靈魂

甦醒，每日以恩惠慈愛隨著他們，使他們的福杯滿

溢，主啊，我感謝祢，他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華

的殿中，直到永遠 (詩廿三 3-6)。 

第廿一日 

求主耶穌幫助我的兒女領受祢的言語、存記祢

的命令，傾耳聽智慧、專心求聰明，幫助他們不忘

記祢的法則，心裡謹守你的誡命，不使慈愛和誠實

離開他們，要繫在他們的頸項上、刻在他們的心版

上，使他們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寵。求主幫助他

們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他們所

行的一切路上都認定祢，祢必指引他們的路。願主

保守我的兒女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求主天天遮蓋

保護他們 (箴三 1-7)。 

第廿二日 

主，求祢將祢對每一個孩子獨特的愛放在我與

 (配偶)裡面，使我們知道如何待每一個孩

子。求祢加給我們愛，使我們的兒女感到自己是獨

特的、有個別的地位，幫助我們不對任何一個孩子

有偏心。願主使他們在父親面前為孝子，是母親面

前獨一的寵兒 (箴四 3)。 

求主使我的兒女留心祢的言辭，傾耳聽祢的話

語，都不離開他們的眼目，要存在他們的心中，使

他們得著生命，又得著醫全體的良藥 (箴四 20-22)。 

第廿三日 

主啊，求祢將祢的話語刻在我孩子的心版上，

使他們能選擇遵守、恨惡罪惡及愛慕祢的聖潔，求

祢在他們生命中做成敬畏神的心，使他們不是單單

遵守一些教條，而是樂意在他們所行的事上討祢的

喜悅。願主在他們裡面創造清潔的心，使他們在善

上聰明，在惡上愚拙。求主幫助他們逃避少年人的

誘惑，能結交敬虔和清心的朋友 (詩一一九 9、11；

羅十六 19；提後二 22)。 

第廿四日 

主啊，祢應允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

乾旱之地，要將祢的靈澆灌我的後裔，將祢的福澆

灌我的子孫。他們要發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

樹。 

這個要說：我是屬耶和華的；那個要以雅各的

名自稱；又一個要親手寫：歸耶和華的，並自稱為

以色列(賽四十四 3-5)。願這些經文的應許都歸給我

的兒女，好叫他們常在主的賜福之中，多多經歷聖

靈的澆灌。 



第廿五日 

天父，願我的兒女認識祢，也認識他們自己，

對自己有正確的評價。願主賜給他們堅強的挫折容

忍力，使他們在軟弱或懼怕時，能靠主剛強；在失

敗中，不灰心喪志。願主幫助他們在無花果樹不發

旺、葡萄樹不結果、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的

光景中，仍能因耶和華歡喜，因救他們的神喜樂 (哈

三 17-18)。 

主，我也求祢使我的兒女永遠記著，真正的偉

大是單純、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溫

和。願主使他們在光明的勝利中仍保持謙遜溫和、

不驕傲自誇。 

第廿六日 

我奉主的名祝福我的兒女有悟性，能明白老師

的話，祝福他們有好的記憶能回答問題、有穩定的

心，遇事不緊張，能清楚地表達自己。求主賜福他

們與老師和同學的關係，是清潔和平沒有凶惡的，

也求祢教導我的兒女，篤實力行，而不流於空想。 

我祈求祢不要將他們引上逸樂之途，而要將他

們置於挑戰的磨練之下，使他們學著在風暴中站起

來，並因此學會憐憫那些跌倒的人。主，讓我的孩

子在學習領導別人之前，先學會自制與服事人；在

邁向未來之時，不忘記過去所學的教訓。 

第廿七日 

主啊，願我的兒女學會尊重權柄及順服祢安置

在他們之上的權柄，使他們明白你為他們著想，藉

著父母、師長及其他的權柄為他們所設立慈愛和智

慧的遮蓋，使他們從幼年至年老都能順服神所設立

的權柄，並學會順服神。願主幫助他們孝敬父母、

在基督裡聽從父母，使他們一生蒙福 (弗六 3；羅十

三 1)。 

求主使我的兒女聽從神的誡命，謹守遵行，不

偏左右，也不隨從事奉別神。主，除去他們心中一

切有形無形的偶像，使他們獨尊祢為大，祢就必使

他們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 (申廿八 13-14)。 

第廿八日 

天父，祈求祢使我的兒女身體系統平衡，賜給

他們身體有強的抵抗力，黑暗的瘟疫不傷害他們，

給他們健壯的身體，謝謝主耶穌！賜福他們討神的

喜悅，討人的喜悅，智慧、身量都增長。 

主啊，我的兒女都要受耶和華的教訓，願他們

在神裡面大享平安 (賽五十四 13)。求主保守我孩子

的心，幫助他們除掉邪僻的口、乖謬的嘴，使他們

的眼目向前正看、眼睛向前直觀，修平他們腳下的

路，堅定祢給他們的道路，不偏向左右，並使他們

的腳離開邪惡 (箴四 23-27) ，謝謝主。 

第廿九日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祝福我的兒女知道祢與他們

同在，使他們無所懼怕。他們要常常仰望祢，經歷

到祢是他們的保護、是他們的避難所、是他們在患

難中隨時的幫助。願主救他們脫離凶惡、危險和各

樣的試探，同時遠避一切不良嗜好和不良的同伴 (詩

四十六 1；林前十五 33)。 

主啊，求你賜給我的兒女一顆喜樂的心，使他

們凡事知足、凡事謝恩。求主除去他們與人爭競、

比較的心，幫助他們在所行的事上忠心盡力，無論

做什麼，都為榮耀主而做。 

願主賜我兒女有一顆愛人靈魂的心，而且有智

慧及聖靈的大能充滿他們，使他們知道如何與人分

享福音、領人歸主。願祢塑造他們的生命，叫他們

能用生命影響周圍的人，幫助人認識真神、信靠真

神，也求主保守他們自己追求公義、敬虔、信心、

愛心、忍耐、溫柔，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

生(提前六 11-12)。 

第卅日 

主啊，願祢名的本質，成為我兒女蒙福的應

許，也願主在他們的生命中動工，做他們的耶和華

沙龍，賜平安給他們；做他們的耶和華以勒，天天

供應他們的一切需要；做他們的耶和華尼西，用祢

得勝的旌旗覆蓋他們的生命，使他們常常靠主得勝

有餘；求主做他們的牧者，開通他們的耳朵，使他

們聽見祢的聲音，跟隨你的腳蹤行 (士六 24；創廿

二 12；出十七 15；詩廿三 1；約十 27-28)。 

耶和華拉法的神 (註：意為耶和華醫治，出十
五 26) ，當我兒女生病或犯罪得罪祢，求祢赦免他

們一切的罪，醫治他們一切的疾病 (詩一 O三 2-3)。

神啊，在祢的名字裡，包含了我兒女一切所需，想

到主對我兒女奇妙的賜福和應許，我要讚美、與詩

人一同呼喊：「你們要將能力歸給神。祂的威榮在

以色列之上，祂的能力是在穹蒼。神啊，祢從聖所

顯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將力量權能賜給祂百姓

的。神是應當稱頌的！」(詩六十八 34-35) 

 

 

改編自《如何為兒女禱告文》(靈糧堂編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