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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R A P S的模式

这个材料适⽤于每个家庭，⼀周⼀次。选择合适的时间与地点，让⼀家

⼈每周聚在⼀起⾄少30分钟（例如：每个周五晚上7点⽤餐后在饭桌上
聚会）。每次聚会都会⽤WRAPS的字⺟缩写来作提纲，每周遵循这个
模式，主必⽤祂的亮光与美物罩住你，并驱除⿊暗以转化你的家庭。

当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主（奉献的脂油），主就会把上好的福分倾倒在你

家（丰盛的肥⽢ ）。理想的做法，是由⽗亲召集并带领聚会。如果⽗亲
不能做到这⼀点，可由⺟亲代替。

带领⼈最好每天读经10章，作为10x10⼩组的⼀部分。

如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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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104:2  
披上亮光（WRAPS HIMSELF IN LIGHT），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
幔⼦。

 
诗篇103:5  
他⽤美物  (WRAPS YOU IN GOODNESS），使你所愿的得以知⾜，以致
你如鹰返⽼还童。

（按：特别括注 WRAPS，是英⽂原稿要表达的⼀种属灵的遮盖，这个字
有包裹、外套与罩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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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建⽴⽽不是拆毁的时候。

— 是时候⿎励⽽不是说教了。

— 这是祝福时间，⽽不是责备时间。

— 是时候⼀起寻求神的同在，⽽不是解决问题。

— 是时候⼀起读经与讨论，⽽不是⼀起⼋卦了！

— 这应该是⼀个欢喜的时光，不要⽆聊或太严肃，以免家⼈

反感。

— 如果家⼈不愿参加，请不要强迫他们，好好为他们作认同

性悔改的祷告（⻅第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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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祭坛时间带领⼈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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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敬拜  Worshipping（7分钟*）

使⽤提供的YouTube链接与崇拜视频，⼀起赞美歌唱（如果可以的

话，最好投影到⼤电视屏幕上）。怀着感恩的⼼，充满信⼼和热情地

唱诗敬拜；像这样在你家中宣扬赞美神，会使邪灵逃跑，主的同在降

临。

 

2.    R: 读经  Reading（5分钟*）

全家⼀起⼤声朗读经⽂，包括那⼀周的经⽂（可以阅读打印纸或使⽤

电⼦⼿册）。读经要信⼼满满，情真意切，全⼼投⼊其中。这样做是

对你的家宣告神话语的能⼒，并通过⼤量读经建⽴⾃⼰的灵命，使神

的话语充满你的⼼。

 

3.    A: 应⽤  Applying（10分钟*）

请家庭成员诚实⽽简短地回答⼀些问题。带领⼈应事先快速准备好以

熟悉经⽂，但并不意味着要深⼊查经，只是透过这个灵修时间，让神

的话语实际应⽤到我们的⽣活，以带来转变。我们要做到提问时间⼜

短⼜棒！

 

4.    P: 祷告  Praying（5分钟*）

轮流为彼此祷告，也为家族祷告（使⽤从经⽂学习到的祷告）。祷告

要简短有⼒，不要⻓篇⼤论，尤其是使⽤认同性的悔改祷告。（⽰

例：主啊，赦免我们，我们因______违背了祢的约，求祢施恩怜悯，

宽恕我们，⽤祢的宝⾎洁净，将我们从⿊暗的权势中救出，通过

______帮助我们的灵回转归向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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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APS 的模式



⼀⽉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5. S 祝福  Speaking Blessing（3分钟*）

⽗⺟（尤其是⽗亲）需要时间先来祝福你的⼉⼥；⼉⼥也可以为⽗⺟祝

福，并彼此祝福。你可以使⽤亚伦⼤祭司在⺠数记6:24-26的祝福祷告：

6:24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6:25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6:26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这⾥加上另⼀种特殊的祝福，包含：⾼评价的肯定、描绘未来的愿景及

重申个⼈的承诺。可以使⽤这样的格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愿天⽗......。”

 

⼀个祝福的范例：“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愿天⽗赐福与你。我祝

福你，神的平安与喜乐降在你⾝上，洁净你的⾝⼼灵与社交⽣活的每⼀

部分。阿们！”

 

记住在祝福时要彼此保持眼神的接触，如果有⼈不注视你，你可以这样

问：“我是否有做过伤害你的事情，使你不看我？” 如果有得罪过他们，

就请他们原谅（如此说：“请原谅我因着_____伤害了你。”）。只要他们

肯原谅你，就可以为他们祝福；否则，就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你

的祝福。

 

*建议时间：可以根据最适合你与家⼈的⽅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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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晨到夜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vfB1-FpfWk

与你更亲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32XOGh27g

针对年幼的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7e8OE17YK4

1 摩西牧养他岳⽗⽶甸祭司叶忒罗的⽺群。⼀⽇，领⽺

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就是何烈⼭。 

2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

看，不料，荆棘被⽕烧着，却没有烧毁。

3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

坏呢？”

4  耶和华神⻅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呼叫说： “摩

西！摩西！”他说：“我在这⾥。”

5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

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6  ⼜说：“我是你⽗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

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7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

⻅了；他们因受督⼯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第⼀周（2021年1⽉1⾄10⽇）- 创世记1-利未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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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

敬拜

第⼀周

出埃及记 3:1-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vfB1-FpfW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32XOGh27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7e8OE17YK4


读经

8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的⼿，领他们出了那

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赫

⼈、亚摩利⼈、⽐利洗⼈、希未⼈、耶布斯⼈之地。

9  现在以⾊列⼈的哀声达到我⽿中，我也看⻅埃及⼈

怎样欺压他们。

10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法⽼，使你可以将我的百

姓以⾊列⼈从埃及领出来。”

11  摩西对  神说：“我是什么⼈，竟能去⻅法⽼，将

以⾊列⼈从埃及领出来呢？”

12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

后，你们必在这⼭上事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

据。”

13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列⼈那⾥，对他们说： ‘你

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来。’他们若问我说：‘他

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14  神对摩西说：“我是⾃有永有的。”⼜说：“你要对

以⾊列⼈这样说：‘那⾃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来。’”

15  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列⼈这样说： ‘耶和华

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

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来。 ’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

永远，这也是我的记念，直到万代。

出埃及记 3:1-15 (CSV)

⼀⽉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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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 3:1-15  



1
在这经⽂中，摩西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这⾥？

你现在所⾯对的⼜是什么情况？

2
摩西如何遇⻅神，神对他说了什么？

你怎样才能遇到神，祂会告诉你什么？

3
摩西的反应是什么？

你今天对这经节有何反应？

应⽤

⼀⽉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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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祈求你的家⼈可以遇⻅神，代表家⼈认罪悔

改，由于忙碌或其他原因⽆法在燃烧的荊棘

中与神相遇，求主向每个⼈显明祂的呼召。

（⽰例：主啊，赦免我们，忙到没时间经历

祢的同在；赦免我们将其他事情优先摆在祢

和祢的话语之前；怜悯我们，叫我们每天都

渴慕祢的话语，并寻求祢的⾯；帮助我们，

在燃烧的荊棘中遇到祢，听到祢的声⾳，以

便我们能够遵⾏祢的旨意。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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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你的家⼈可以遇⻅神

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彼此要有⽬光

交流。请参阅指导原则中的第5点。



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YOV7A6hxA

耶稣是弥赛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nVCy8B-OnE

主你真伟⼤ How Awesome You are 
(针对年幼的⼉童版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4FDL1eMI_8

读经

1  “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

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

2  好叫你和你⼦⼦孙孙，⼀⽣敬畏耶和华你的  神，

谨守他的⼀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

的⽇⼦得以⻓久。

3  以⾊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使你可以在那流

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

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

4  “以⾊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的主。

5  你要尽⼼、尽性、尽⼒爱耶和华你的神。

6  我今⽇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上，

7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论你坐在家⾥，⾏在路

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第⼆周（2021年1⽉11⽇⾄17⽇）- 利未记11-申命记17

⼀⽉ (周 2)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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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 6:1-15  

敬拜

第⼆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YOV7A6hx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nVCy8B-O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4FDL1eMI_8


读经

8  也要系在⼿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

9  ⼜要写在你房屋的⻔框上，并你的城⻔上。”

10  “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

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有城⾢，⼜⼤⼜

美，⾮你所建造的；

11  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你所装满的；有凿成

的⽔井，⾮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你

所栽种的；你吃了⽽且饱⾜。

12  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

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

13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事奉他，指着他的名起

誓。

14  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的神；

15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惟

恐耶和华你神的怒⽓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申命记 6:1-15 (CSV)

⼀⽉ (周 2)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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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记 6:1-15



1
神在这经⽂中告诉以⾊列⼈必须做什么？

请列出来。

2
这些都适⽤于你今天的家吗？

你可以做哪些实际的事情来回应？

3
如果他们都做了这些事情，会有什么结果？

这些结果对今天你的家来说会是什么样的？

应⽤

⼀⽉ (周 2)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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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祈求你的家⼈可以进⼊你在第1点所列举的
实际情况；为家⼈不能达到这些境界向神

认罪悔改（⽰例：“主啊，赦免我们没敬畏
祢，没有遵守祢的诫命！怜悯我们，并⽤

祢的宝⾎洗净我们！”）同时，宣告你将履
⾏承诺，实现这些领域。（例⼦：“我们宣
告我们这个家庭，将通过我们的⾔⾏遵守

祢的道，尽⼼、尽意、尽⼒地爱祢和事奉

祢。阿们！”）

1 3

祈求你的家⼈

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彼此要有⽬

光交流。请参阅指导原则中的第5点。

祝福⼉⼥



求充满这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7daezGohs

奔跑不放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tNKXsR-H_E

天⽗的花园（⼉童版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5NB4bcPWIk

读经

针对年幼的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3uIsFW7OA

1  童⼦撒⺟⽿在以利⾯前事奉耶和华。当那些⽇⼦，
耶和华的⾔语稀少，不常有默⽰。

2  ⼀⽇，以利睡卧在⾃⼰的地⽅，他眼⽬昏花，看不
分明。

3  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还没有熄灭，撒
⺟⽿已经睡了。

4  耶和华呼唤撒⺟⽿。撒⺟⽿说：“我在这⾥。”
5  就跑到以利那⾥，说：“你呼唤我，我在这⾥。”以利
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
6  耶和华⼜呼唤撒⺟⽿。撒⺟⽿起来，到以利那⾥，
说：“你呼唤我，我在这⾥。”以利回答说：“我的⼉，我
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
7  那时撒⺟⽿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
⽰。

第三周（2021年1⽉18⽇⾄24⽇）- 申命记18-撒⺟⽿记上6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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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记上 3:1-15 

敬拜

第三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7daezGo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tNKXsR-H_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5NB4bcPWI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3uIsFW7OA


读经

8  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撒⺟⽿起来，到以利那
⾥，说： “你⼜呼唤我，我在这⾥。 ”以利才明⽩是耶
和华呼唤童⼦。

9  因此，以利对撒⺟⽿说： “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
你，你就说： ‘耶和华啊！请说。仆⼈敬听。 ’”撒⺟⽿
就去仍睡在原处。

10  耶和华⼜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啊！
撒⺟⽿啊！”撒⺟⽿回答说：“请说，仆⼈敬听！”
11  耶和华对撒⺟⽿说：“我在以⾊列中必⾏⼀件事，
叫听⻅的⼈都必⽿鸣。

12  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
验在以利⾝上。

13  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
作孽，⾃招咒诅，却不禁⽌他们。

14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
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
15  撒⺟⽿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不敢将
默⽰告诉以利。

撒⺟⽿记上 3:1-15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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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记上 3:1-15 



1
撒⺟⽿⼩时候以⾊列的属灵状况如何？

今天你家的属灵状况如何？

2
撒⺟⽿为何认不出神的声⾳？

你怎样才能听⻅神的声⾳？

3
神告诉撒毌⽿什么？

神今天要告诉你的家什么？

应⽤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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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祈求你的家⼈能听到主的声⾳，有属灵的觉

醒，为主⼤发热⼼。（⽰例：“主啊，赦免我
们，我们的⼼没有做到应当渴慕及听到祢的

话语，求祢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有⽿的都当

听祢的话，有⼀颗听懂祢的⼼，正当地⾛在

祢对我们⽣命中的呼召。求祢的宝⾎洁净我

们，唤醒我们，叫我们对祢有⽕热的⼼，祢

的话语在我们⼼⾥如同⽕⼀样燃烧！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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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你的家⼈能听到主的声⾳

祝福
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彼此要有⽬光

交流。请参阅指导原则中的第5点。



满有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GPl8f-reQ

⼤⼭为我挪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z3k1g9taU

I Believe 我相信（⼉童⻘年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2Fv0XPu0Yo

读经

针对年幼的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CHO50wOE0

40  他⼿中拿杖，⼜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放
在袋⾥，就是牧⼈带的囊⾥；⼿中拿着甩⽯的机弦，

就去迎那⾮利⼠⼈。

41  ⾮利⼠⼈也渐渐地迎着⼤卫来，拿盾牌的⾛在前
头。

42  ⾮利⼠⼈观看，⻅了⼤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
轻，⾯⾊光红，容貌俊美。

43  ⾮利⼠⼈对⼤卫说：“你拿杖到我这⾥来，我岂是
狗呢？”⾮利⼠⼈就指着⾃⼰的神，咒诅⼤卫。
44  ⾮利⼠⼈⼜对⼤卫说：“来吧！我将你的⾁给空中
的⻜⻦，⽥野的⾛兽吃。”
45  ⼤卫对⾮利⼠⼈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枪和
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

你所怒骂带领以⾊列军队的 神。
 

第四周（2021年1⽉25⽇-31⽇）- 撒⺟⽿记上7-列王纪上20

⼀⽉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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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记上17:40-51 

敬拜

第四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GPl8f-re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z3k1g9ta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2Fv0XPu0Y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CHO50wOE0)


读经

46  今⽇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我必杀你，斩你

的头；⼜将⾮利⼠军兵的⼫⾸，给空中的⻜⻦地上的

野兽吃，使普天下的⼈都知道以⾊列中有神。

47  ⼜使这众⼈知道耶和华使⼈得胜，不是⽤⼑⽤

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

我们⼿⾥。”

48  ⾮利⼠⼈起⾝，迎着⼤卫前来；⼤卫急忙迎着⾮

利⼠⼈，往战场跑去。

49  ⼤卫⽤⼿从囊中掏出⼀块⽯⼦来，⽤机弦甩去，

打中⾮利⼠⼈的额；⽯⼦进⼊额内，他就仆倒，⾯伏

于地。

50  这样，⼤卫⽤机弦甩⽯，胜了那⾮利⼠⼈，打死

他。⼤卫⼿中却没有⼑。

51  ⼤卫跑去，站在⾮利⼠⼈⾝旁，将他的⼑从鞘中

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利⼠众⼈看⻅他们

讨战的勇⼠死了，就都逃跑。

撒⺟⽿记上 17:40-51

⼀⽉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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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记上 17:40-51 



1     

对⼤卫和以⾊列⼈来说歌利亚是谁？

你今天的⽣活中有哪些歌利亚？

2      

⼤卫是如何胜过歌利亚的，

他的真正武器是什么（⻅第45节）？

你今天如何胜过⼼中的歌利亚？

3      

神赐给你什么武器来战胜⽣活和家庭中的每个巨⼈，

你应该如何加以使⽤？

应⽤

⼀⽉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2 1



⼀⽉ (周 4)  2021FAT - 包满了脂油 //

祷告

 

祈求你的家⼈和家族，不要害怕阻碍你前

进的巨⼈，⽽要充满信⼼和勇⽓，宣告战

胜从巨⼈⽽来的疾病，财务问题与抑郁症

等。（⽰例：“主啊，赦免我们因惧怕阻挡

我们的巨⼈，我们要向祢⽀取应许。怜悯

我们，洗净我们⼀切污秽，我们奉耶稣的

名凭信⼼宣告：______的巨⼈现在已被击

败了，他们就倒在地上，我们已从他们的

权势中解救出来，可以⾃由地⾏在祢的应

许中！阿们！”）

2 2

祈求你的家⼈和家族

祝福
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彼此要有

⽬光交流。请参阅指导原则中的第5点。



此⼿册仅供内部使⽤，不得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