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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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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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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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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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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btjMHE1XSY 

我將你铭刻在掌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O_e49cYhjw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r5V4v9V34

5:1 以⾊列众⽀派来到希伯仑⻅⼤卫，说：“我们原是你的
⻣⾁。

5:2 从前扫罗作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列⼈出⼊的是
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以⾊列，作以

⾊列的君。”
5:3 于是以⾊列的⻓⽼都来到希伯仑⻅⼤卫王，⼤卫在希
伯仑耶和华⾯前与他们⽴约，他们就膏⼤卫作以⾊列的

王。

5:4 ⼤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岁，在位四⼗年。
5:5 在希伯仑作犹⼤王七年零六个⽉；在耶路撒冷作以⾊
列和犹⼤王三⼗三年。

5:6 ⼤卫和跟随他的⼈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的
耶布斯⼈。耶布斯⼈对⼤卫说：“你若不赶出瞎⼦、瘸⼦，
必不能进这地⽅。”⼼⾥想⼤卫决不能进去。
5:7 然⽽⼤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卫的城。
5:8 当⽇⼤卫说：“谁攻打耶布斯⼈，当上⽔沟攻打我⼼⾥
所恨恶的瘸⼦、瞎⼦。”从此有俗语说：“在那⾥有瞎⼦、
瘸⼦，他不能进屋去。”

第⼀周（2021年6⽉1⽇⾄7⽇）

 六⽉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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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
 

敬拜

第⼀周

撒⺟⽿记下(撒下)第5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btjMHE1XS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btjMHE1XS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O_e49cYhj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603oH33G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r5V4v9V34


读经

5:9 ⼤卫住在保障⾥，给保障起名叫⼤卫城。⼤卫⼜从⽶

罗以⾥，周围筑墙。

5:10 ⼤卫⽇⻅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

5:11 推罗王希兰将⾹柏⽊运到⼤卫那⾥，⼜差遣使者和

⽊匠、⽯匠，给⼤卫建造宫殿。

5:12 ⼤卫就知道耶和华坚⽴他作以⾊列王，⼜为⾃⼰的

⺠以⾊列使他的国兴旺。

5:13 ⼤卫离开希伯仑之后，在耶路撒冷⼜⽴后妃，⼜⽣

⼉⼥。

5:14 在耶路撒冷所⽣的⼉⼦，是沙⺟亚、朔罢、拿单、

所罗⻔、

5:15 益辖、以利书亚、尼斐、雅⾮亚、

5:16 以利沙玛、以利雅⼤、以利法列。

 六⽉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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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记下(撒下)第5章



1.
根据这段经⽂，

是哪些因素促成⼤卫成功统治整个以⾊列，

使以⾊列得蒙祝福，

使国兴旺呢？

 

2.
按照这段经⽂，

是什么能使你和你的家在主⾥兴旺呢？

3.
从这段经⽂当中，

你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呢？

应⽤

 六⽉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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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愿他们合⼀尊崇主，不仅

与神有⽴约的关系，⽽且彼此按真理相待。

（例如， “求主赦免我们，我们缺乏⼀个家
庭应有的合⼀，我们既没有尊崇祢，也没有

彼此按真理相待。求祢怜悯我们，使我们的

⼼合⼀来敬畏祢的名。求祢帮助我们⽴约，

彼此相爱，互相尊重；敬畏祢并且遵⾏祢的

道。阿们！）

我们凭信⼼宣告：我们______家，将合⼀

尊崇神，彼此相爱，互相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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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为要敬拜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_HqOFsr210

遇⻅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GQC-nLHqHE 

我的⼀举⼀动（⼉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PvnZILn6EY

读经

13:1 ⼤卫与千夫⻓、百夫⻓，就是⼀切⾸领商议。

13:2 ⼤卫对以⾊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这

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遍以⾊列

地，⻅我们未来的弟兄，⼜⻅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

利未⼈，使他们都到这⾥来聚集。

13:3 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来，因为在扫罗

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

13:4 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这事在众⺠眼中，

都看为好。”

第⼆周（2021年6⽉8⽇⾄14⽇）

 六⽉ (周 2)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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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志上第13章
 

敬拜

第⼆周

读经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C_-5DENde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_HqOFsr2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GQC-nLHqH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GQC-nLHqH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PvnZILn6E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C_-5DENdeE


读经

13:5 于是⼤卫将以⾊列⼈，从埃及的西曷河，直到哈⻢

⼝，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琳将神的约柜运来。

13:6 ⼤卫率领以⾊列众⼈上到巴拉，就是属犹⼤的基列耶

琳，要从那⾥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基路伯上耶

和华神留名的约柜。

13:7 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拿达的家⾥抬出来，放在新

⻋上，乌撒和亚希约赶⻋。

13:8 ⼤卫和以⾊列众⼈，在神前⽤琴、瑟、锣、⿎、号作

乐，极⼒跳舞歌唱。

13:9 到了基顿的⽲场 (“基顿 ”撒⺟⽿下六章六节作 “拿

⾉”)，因为⽜失前蹄(或作“惊跳”)，乌撒就伸⼿扶住约柜。

13:10 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

死在 神⾯前。

13:11 ⼤卫因耶和华击杀(原⽂作“闯杀”)乌撒，⼼⾥愁烦，

就称那地⽅为毗列斯乌撒，直到今⽇。

13:12 那⽇，⼤卫惧怕神，说：“ 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

⾥来？”

13:13 于是⼤卫不将约柜运进⼤卫的城，却运到迦特⼈俄

别以东的家中。

13:14 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耶和华赐福给俄

别以东的家和他⼀切所有的。

 六⽉ (周 2)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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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志上第13章



1
⼤卫将耶和华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

带回耶路撒冷的⽅式有什么不对的地⽅呢？

2
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3
作为⼀个家庭，

你要如何更多地引⼊神的同在？

应⽤

 六⽉ (周 2)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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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让他们以正确的⽅式将神

的同在引⼊家中。（例如， “求主赦免我
们，因为我们常常按着属世的⽅式做属⾁体

的敬拜。我们是祢的祭司，每天都要把祢的

同在带⼊我们的⽣活中。求主帮助我们以⼼

灵和诚实敬拜祢，在我们的思想、⾔⾏上都

尊崇祢。阿们！）

 
我们凭信⼼宣告：我们______家，⽆论⾛
到哪⾥，都要带着主的同在，在我们的思想

和⾔⾏上真实地敬拜永活的真神。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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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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献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8HtJ2GIWlY

神迹的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rrI3saQhg 

给你的礼物（⼉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g76phMf5E

读经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F90obxKWU

21:17 ⼤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

犯了罪，⾏了恶，但这群⽺作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 

神的⼿攻击我和我的⽗家，不要攻击你的⺠，降瘟疫与

他们。”

21:18 耶和华的使者吩咐迦得去告诉⼤卫，叫他上去，

在耶布斯⼈阿珥楠的⽲场上，为耶和华筑⼀座坛。

21:19 ⼤卫就照着迦得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

21:20 那时阿珥楠正打⻨⼦，回头看⻅天使，就和他四

个⼉⼦都藏起来了。

21:21 ⼤卫到了阿珥楠那⾥，阿珥楠看⻅⼤卫，就从⽲

场上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

第三周（2021年6⽉15⽇ - 21⽇）

 六⽉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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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志上第21章
 

敬拜

第三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8HtJ2GIWl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rrI3saQh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rrI3saQh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g76phMf5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k0CsX1e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F90obxKWU


读经

21:22 ⼤卫对阿珥楠说：“你将这⽲场与相连之地卖给

我，我必给你⾜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座坛，

使⺠间的瘟疫⽌住。”

21:23 阿珥楠对⼤卫说：“你可以⽤这⽲场，愿我主我

王照你所喜悦的去⾏。我也将⽜给你作燔祭，把打粮

的器具当柴烧，拿⻨⼦作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

21:24 ⼤卫王对阿珥楠说：“不然，我必要⽤⾜价向你

买。我不⽤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得之物献为

燔祭。”

21:25 于是，⼤卫为那块地平了六百舍客勒⾦⼦给阿

珥楠。

21:26 ⼤卫在那⾥为耶和华筑了⼀座坛，献燔祭和平

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从天降在

燔祭坛上。

21:27 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鞘。

21:28 那时，⼤卫⻅耶和华在耶布斯⼈阿珥楠的⽲场

上应允了他，就在那⾥献祭。

21:29 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

在基遍的⾼处。

21:30 只是⼤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

者的⼑。

 六⽉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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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作了什么错事，使瘟疫临到百姓呢？

他为什么错了？

2
谈谈你曾做过的伤害别⼈的事。

3
为了⽌住瘟疫，⼤卫做了什么？

当别⼈被你的⾏为伤害时，你能做什么？

4
这段经⽂还向你传递了什么信息？

应⽤

 六⽉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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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求主处理所有伤害他⼈的

错误态度。（例如：求主赦免我们，因我们

的思想和⾔⾏常伤害到家⼈或外⼈。求祢怜

悯我们，帮助我们谦卑地来到祢⾯前，为祢

建造我们的祷告祭坛，使祢在我们中间施⾏

医治。阿们！”）

我们凭信⼼宣告：我们______家，不仅要建
造强⽽有效的个⼈祷告祭坛，⽽且要建造强

⽽有效的家庭祷告祭坛，吸引主的同在，驱

途⿊暗权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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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tO5xCIZmLI

神的道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slvAGY6QQ 

智慧之歌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cQyWce1rWw

读经

读经（对于年幼的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eQbCklRh0I

10:1 ⽰巴⼥王听⻅所罗⻔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
就来要⽤难解的话试问所罗⻔。

10:2 跟随她到耶路撒冷的⼈甚多，⼜有骆驼驮着⾹
料、宝⽯和许多⾦⼦。她来⻅了所罗⻔王，就把⼼⾥

所有的对所罗⻔都说出来。

10:3 所罗⻔王将她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句不明
⽩、不能答的。

10:4 ⽰巴⼥王⻅所罗⻔⼤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
10:5 席上的珍馐美味，群⾂分列⽽坐，仆⼈两旁侍
⽴，以及他们的⾐服装饰和酒政的⾐服装饰；⼜⻅他

上耶和华殿的台阶 (或作 “他在耶和华殿⾥所献的燔
祭”)，就诧异得神不守舍；
10:6 对王说：“我在本国⾥所听⻅论到你的事和你的
智慧，实在是真的！

第四周（2021年6⽉22⽇⾄30⽇）

 六⽉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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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第四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tO5xCIZmL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slvAGY6Q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slvAGY6Q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cQyWce1rW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eQbCklRh0I


读经

10:7 我先不信那些话，及⾄我来亲眼⻅了，才知道⼈

所告诉我的还不到⼀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

我所听⻅的⻛声。

10:8 你的⾂⼦，你的仆⼈，常侍⽴在你⾯前听你智慧

的话，是有福的。

10:9 耶和华你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

坐以⾊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列，所以⽴你作

王，使你秉公⾏义。”

10:10 于是，⽰巴⼥王将⼀百⼆⼗他连得⾦⼦，和宝

⽯，与极多的⾹料，送给所罗⻔王。她送给王的⾹

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

10:11 希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来，⼜从俄斐运了

许多檀⾹⽊(或作“乌⽊“下同。)和宝⽯来。

10:12 王⽤檀⾹⽊为耶和华殿和王宫，作栏杆，⼜为

歌唱的⼈作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进国来，

也没有⼈看⻅过，直到如今。

10:13 ⽰巴⼥王⼀切所要所求的，所罗⻔王都送给

她，另外照⾃⼰的厚意馈送她。于是⼥王和她⾂仆转

回本国去了。

10:14 所罗⻔每年所得的⾦⼦，共有六百六⼗六他连

得。

10:15 另外还有商⼈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所

进的⾦⼦(“杂族”在历代下九章⼗四节作“阿拉伯”)。

 六⽉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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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罗⻔王的智慧从何⽽来？

你如何像所罗⻔⼀样领受智慧呢？

2      
针对所罗⻔的智慧，⽰巴⼥王如何回应？

有⼈从你⽣命中看到从神⽽来的智慧吗？

是或否？

请解释为什么。

3      
在这个故事⾥，对你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什么？

应⽤

六 ⽉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2 0



 六⽉ (周 4)  2021FAT - 包满了脂油 //

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愿他们都拥有属神的智慧，

⽣命中闪耀着这智慧的光芒。（例如，“求主赦

免我们，因我们常以属世的智慧⾏事，就是那

属⾎⽓和属恶魔的。求祢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在祢纯洁和平的智慧中，为祢的国度积极地

影响他⼈。阿们！”）

 

我们凭信⼼宣告：我们_____家，将以神纯正

的智慧⾏事，为着神的荣耀去影响别⼈。阿

们！”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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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册仅供内部使⽤，不得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