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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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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是建⽴的时候，不是拆毁的时候。

2.  现在是⿎励的时候，不是说教的时候。

3.  现在是祝福的时候，不是责备的时候。

4.  现在是寻求神同在的时候，不是解决问题的时
候。

5.  现在是⼀起读经讨论的时候，不是⼀起⼋卦的
时候。

6.  这应该是⼀段喜乐的时光，不要⽆聊或太严
肃，以免家⼈反感。

7.  如果家⼈暂时不愿参加，请不要勉强，好好为
他们作认同性悔改祷告（⻅第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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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祭坛时间带领⼈的指导原则：



⼆⽉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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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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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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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YnJQc5_RCY

我已经决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UcLmWKNQ4

针对年幼的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lSwGqqkK8)

2:1  耶和华要⽤旋⻛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

以利沙从吉甲前往。

2:2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

可以在这⾥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的耶和华，

⼜敢在你⾯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下到伯

特利。

2:3  住伯特利的先知⻔徒出来⻅以利沙，对他说：“耶

和华今⽇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 ”他

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

2:4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的耶和

华，⼜敢在你⾯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到

了耶利哥。

2:5  住耶利哥的先知⻔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

华今⽇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 ”他

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

第⼀周（2021年2⽉1⽇⾄7⽇）列王记上21章- 历代志下14章

⼆⽉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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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
 

敬拜

第⼀周

列王记下第2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YnJQc5_RC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UcLmWKNQ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lSwGqqkK8)


读经

2:6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但河去，你

可以在这⾥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的耶和华，⼜

敢在你⾯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同前往。

2:7  有先知⻔徒去了五⼗⼈，远远地站在他们对⾯；⼆

⼈在约但河边站住。

2:8  以利亚将⾃⼰的外⾐卷起来，⽤以打⽔，⽔就左右

分开，⼆⼈⾛⼲地⽽过。

2:9  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

你，你要我为你作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

的灵加倍地感动我。”

2:10 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

开你的时候，你若看⻅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

了。”

2:11 他们正⾛着说话，忽有⽕⻋⽕⻢，将⼆⼈隔开，以

利亚就乘旋⻛升天去了。

2:12 以利沙看⻅，就呼叫说：“我⽗啊！我⽗啊！以⾊列

的战⻋⻢兵啊！”以后不再⻅他了。于是以利沙把⾃⼰的

⾐服撕为两⽚。

2:13 他拾起以利亚⾝上掉下来的外⾐，回去站在约但河

边。

2:14 他⽤以利亚⾝上掉下来的外⾐打⽔，说：“耶和华，

以利亚的  神在哪⾥呢？”打⽔之后，⽔也左右分开，以

利沙就过来了。

2:15 住耶利哥的先知⻔徒从对⾯看⻅他，就说：“感动以

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前俯

伏于地。

⼆⽉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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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下第2章



1.
以利亚是以利沙的属灵⽗亲，引导他⾛神的道。

是谁在引导你⾛神的道呢？

他们给予你什么好的教导？

 

2.
以利沙有什么品德能继承以利亚的⾐钵

（能⼒和权柄）？

这给你什么启⽰？

 

3.
虽然有⼈想要拦阻以利沙，

但他却⼀直坚持紧跟以利亚直到末了，

以利沙最终获得他的传承。

你个⼈从中学习到什么？

应⽤

⼆⽉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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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好使家⼈之间有以利亚和以

利沙那样的关系。代表你的家⼈作认同性悔

改：本应尽责却没有引领好你的孩⼦。（⽰

例： “主啊，赦免我们没有树⽴好榜样以引

领别⼈⾛主的道。求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

以利亚的灵，使我们能与祢亲近，以便让别

⼈跟从祢。求祢帮助我们像以利沙⼀样，坚

持到底，不放弃。”）我凭着信⼼宣告：“我

们要像以利亚和以利沙，跟从神进⼊我们的

命定，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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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家祷告

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你的孩⼦们，彼此对

视，要有⽬光交流。请参阅指导原则中的第5
点。



主说：我们是你的百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9WIPEd22As

复兴圣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3ibf2AjR3U

读经

4:1  参巴拉听⻅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恼恨，

嗤笑犹⼤⼈。

4:2  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 “这些软弱的犹

⼤⼈作什么呢？要保护⾃⼰吗？要献祭吗？要⼀⽇成

功吗？要从⼟堆⾥拿出⽕烧的⽯头再⽴墙吗？”

4:3  亚扪⼈多⽐雅站在旁边，说： “他们所修造的⽯

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跐倒。”

4:4  我们的 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

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到之地作为

掠物。

4.5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

⾯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眼前惹动你的怒⽓。

第⼆周（2021年2⽉8⽇⾄14⽇）历代志下15章-约伯记15章

⼆⽉ (周 2)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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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记第4章

敬拜

第⼆周

读经

针对年幼的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qoB6tvR5u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9WIPEd22A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3ibf2AjR3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qoB6tvR5uQ).


读经

4:6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连络，⾼⾄⼀

半，因为百姓专⼼作⼯。

4:7  参巴拉、多⽐雅、阿拉伯⼈，亚扪⼈，亚实突

⼈，听⻅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进⾏，堵塞破裂的

地⽅，就甚发怒。

4:8  ⼤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

4:9  然⽽我们祷告我们的  神，⼜因他们的缘故，就

派⼈看守，昼夜防备。

4:10 犹⼤⼈说： “灰⼟尚多，扛抬的⼈⼒⽓已经衰

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

4:11 我们的敌⼈且说： “趁他们不知不⻅，我们进⼊

他们中间，杀他们，使⼯作⽌住。”

4:12 那靠近敌⼈居住的犹⼤⼈，⼗次从各处来⻅我们

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

4:13 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拿枪、拿⼸，站

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

4:14 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和其余的⼈

说：“不要怕他们，当记念主是⼤⽽可畏的。你们要为

弟兄、⼉⼥、妻⼦、家产争战。”

4:15 仇敌听⻅我们知道他们的⼼意，⻅ 神也破坏他

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各作各

的⼯。

⼆⽉ (周 2)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1 1

 尼希⽶记第4章



1
上帝呼召尼希⽶带领归回的犹太⼈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你们蒙召要重建你们的家，

好使你们的家因着耶和华⽽坚固。

你家⾥需要重建的城墙是什么呢？

2
在这个事件⾥，什么敌⼈试图阻⽌重建⼯程？

敌⼈使⽤了什么策略？

什么敌⼈试图阻⽌你的家庭变得更坚固？

他们使⽤什么伎俩？

3
当敌⼈试图阻⽌重建⼯程时，

尼希⽶带领犹太⼈做了什么？

有鉴于此，你该怎么做？

应⽤

⼆⽉ (周 2)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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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愿你的家在主⾥得坚固，靠

着主能抵挡⼀切仇敌的攻击。⽰例： “主
啊，请赦免我们听信仇敌的谎⾔，跌落仇敌

的陷阱，以致家庭的墙垣被毁。求主怜悯我

们，恢复我们，让我们能定期地参与家庭祷

告祭坛。我们宣告：我们家庭的城墙被重

建，我们要服事主，⾛在主得胜的道路上；

我们宣告：我们在基督⾥不仅仅是得胜者，

我们的家庭将有坚固的救恩墙，我们因此得

以遵⾏祂的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

们！”

1 3

为你的家祷告

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你的孩⼦们，彼此对

视，要有⽬光交流。请参阅指导原则中的第5
点。

祝福⼉⼥



安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JgoRRW5sg

祢是我藏⾝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gViG8k8x0

读经

针对年幼的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eXU0AaXFA

42:1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42:2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42:3 谁⽤⽆知的⾔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

的，是我不明⽩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42:4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我。

42:5 我从前⻛闻有你，现在亲眼看⻅你。

42:6 因此我厌恶⾃⼰(“⾃⼰”或作“我的⾔语”)，在尘⼟

和炉灰中懊悔。”

42:7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以利法

说：“我的怒⽓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

我，不如我的仆⼈约伯说的是。

第三周（2021年2⽉15⽇⾄21⽇） 约伯记16章-诗篇47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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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第42章

敬拜

第三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JgoRRW5s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gViG8k8x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3uIsFW7OA


读经

42:8 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七只公⽺，到我仆⼈约

伯那⾥去，为⾃⼰献上燔祭，我的仆⼈约伯就为你们

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

议论我，不如我的仆⼈约伯说的是。”

42:9 于是提幔⼈以利法，书亚⼈⽐勒达，拿玛⼈琐

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耶和华就悦纳约伯。

42:10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

转回(“苦境”原⽂作“掳掠”)。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42:11 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都来⻅

他，在他家⾥⼀同吃饭，⼜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

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也送他⼀块银⼦和

⼀个⾦环。

42:12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先前更多。

他有⼀万四千⽺，六千骆驼，⼀千对⽜，⼀千⺟驴。

42:13 他也有七个⼉⼦，三个⼥⼉。

42:14 他给⻓⼥起名叫耶⽶玛，次⼥叫基洗亚，三⼥

叫基连哈朴。

42:15 在那全地的妇⼥中，找不着象约伯的⼥⼉那样

美貌。她们的⽗亲使她们在弟兄中得产业。

42:16 此后，约伯⼜活了⼀百四⼗年，得⻅他的⼉

孙，直到四代。

42:17 这样，约伯年纪⽼迈，⽇⼦满⾜⽽死。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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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记上 3:1-15 



1
约伯到底发⽣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发⽣在他⾝上？

你现在有遭受任何痛苦吗？

如果有的话，这段话对你有什么意义？

2
约伯的朋友的辅导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何以沦为糟糕的辅导员？

3
约伯如何回应神对他所说的话？

这种好的回应⽅式带来什么结果？

在遭受苦难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应神及对待他⼈？

应⽤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1 6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特别是为着那些正在遭受痛

苦的⼈祷告。 （⽰例：“求主赦免我们，因为
我们对正遭受痛苦的家庭成员漠不关⼼，是

个糟糕的辅导员，尽说些⽆益的话。请赦免

我们，我们经常在遭受苦难时对神满腹抱

怨，并且指责他⼈。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

们  懂得祈求祢的介⼊，也请帮助我们永远地
信靠祢。我们请求祢安慰正在遭受苦难的

⼈，并且宣告：祢将恢复他们，让他们重新

拥有从祢⽽来的喜乐，恢复他们本该拥有的

⼀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

1 7

为你的家祷告

祝福
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你的孩⼦们，彼此对

视，要有⽬光交流。请参阅指导原则中的第5
点。



更新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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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为我造清洁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XEjzwjFk0k

读经

针对年幼的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0UymKAtU3c)

51:1 （⼤卫与拔⽰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他。他
作这诗，交与伶⻓。）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
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51:2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51:3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前。
51:4 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了这
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

候，显为清正。

51:5 我是在罪孽⾥⽣的，在我⺟亲怀胎的时候，就有
了罪。

51:6 你所喜爱的，是内⾥诚实；你在我隐密处，必使
我得智慧。

51:7 求你⽤⽜膝草洁净我，我就⼲净；求你洗涤我，
我就⽐雪更⽩。

 

第四周（2021年2⽉22⽇⾄28⽇）诗篇48-诗篇118

⼆⽉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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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第51章

敬拜

第四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wCIkTYzf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XEjzwjFk0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CHO50wOE0)


读经

51:8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使你所压伤的⻣

头可以踊跃。

51:9 求你掩⾯不看我的罪，涂抹我⼀切的罪孽。

51:10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使我⾥⾯重新有

正直的灵(“正直”或作“坚定”)。

51:11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不要从我收回

你的圣灵。

51: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

我；

51:13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罪⼈必归顺

你。

51:14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  神，求你救我脱离流⼈

⾎的罪；我的⾆头就⾼声歌唱你的公义。

51:15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便传扬赞美

你的话。

51:16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

也不喜悦。

51:17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

悔的⼼，你必不轻看。

51:18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

墙。

51:19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

祭；那时，⼈必将公⽜献在你坛上。

⼆⽉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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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记上 17:40-51 



1     
这是⼤卫犯罪后的悔改祷告。 

他犯了什么罪？ 

你有什么罪需要悔改？

2      
⼤卫能够悔改的正确态度是什么？ 

你如何进⼀步发展这种态度？

3      
⼤卫向耶和华所做的祷告是什么？ 

列出其中⼀些，并在家庭祷告中使⽤。

应⽤

⼆⽉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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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4)  2021FAT - 包满了脂油 //

祷告

祈求⾃⼰的罪得赦免，并被耶稣的宝⾎洗净

（使诗篇51：1-12成为饶恕和恢复的祷告– 根

据你承认的罪再读⼀遍）。

 

祈祷家族历代的罪孽得洁净  – 你可以使⽤以

下“洁净⾎脉”的祷告： 求主洁净我们的⾎脉。

主啊，赦免我们亵渎的罪，诸如偶像崇拜、苦

毒、骄傲、情欲、愤怒、恐惧、贪婪、嫉妒、

拒绝、叛乱、流⼈⾎、巫术等罪。 我们摈弃并

谴责这⼀切的罪，并拆毁每个虚假的祭坛。 靠

着主耶稣的宝⾎洗净⼀切的污秽和诅咒。 我现

在命令所有的罪孽，⼀切的软弱和相关的疾病

都从我的⾎统中消失，并请祢命令且赐福给我

们，医治我们，恢复我们，包括我，我的家

⼈，我的孩⼦们以及⼦孙后代。 释放我们进⼊

我们在基督⾥的⾝份和命定。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求， 阿们！

2 2

祈求⾃⼰的罪得赦免

祝福
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你的孩⼦们，彼此对

视，要有⽬光交流。请参阅指导原则中的第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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