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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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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啊你要兴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n0VOq3yW0A

世界之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93he8cv4U

祝福之歌（⼉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yxs5wFpnGg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e7w3-BL3OM&t=59

5:1 耶稣看⻅这许多的⼈，就上了⼭，既已坐下，⻔徒到
他跟前来，

5:2 他就开⼝教训他们，说：
5:3 “虚⼼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5:4 哀恸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5 温柔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
5:6 饥渴慕义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
5:7 怜恤⼈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5:8 清⼼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神。
5:9 使⼈和睦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
5:10 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5:11 ⼈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
们，你们就有福了！

第⼀周（2021年8⽉1⽇⾄7⽇）

 ⼋ ⽉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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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
 

敬拜

第⼀周

⻢太福⾳第5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n0VOq3yW0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93he8cv4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yxs5wFpnG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603oH33G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e7w3-BL3OM&t=59


读经

5:12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的；在

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5:13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

以后⽆⽤，不过丢在外⾯，被⼈践踏了。

5: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上，是不能隐藏的。

5:15 ⼈点灯，不放在⽃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

家的⼈。

5: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前，叫他们看⻅你们的好

⾏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

 ⼋ ⽉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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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福⾳第5章



1.
我们要带着耶稣在⼋福⾥

所描述的这些天国品德在世上发光，

为这个世界带来神圣的氛围。

作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意味着什么？

 

2.
你现在最需要哪种天国品德？

为什么？

应⽤

 ⼋ ⽉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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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愿他们都拥有天国的品德，

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例如，“主啊，请赦免
我们经常把我们的光藏在⽃底下，没有彰显祢

天国的品德。靠着祢的圣灵，帮助我们成为世

上的盐和光。阿们！” ）

我们凭信⼼宣告：我们 ____ 家是世上的盐

和世上的光，我们将借着祢圣灵的能⼒展⽰

所有⼋福的品德。 阿们！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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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的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yb-F9dJjM

不再被奴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V2lj3mRco

撒该 (⼉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tkKcg2THKg

读经

19:1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19:2 有⼀个⼈名叫撒该，作税吏⻓，是个财主。

19:3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只因⼈多，他的⾝量

⼜矮，所以不得看⻅，

19:4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

从那⾥经过。

19:5 耶稣到了那⾥，抬头⼀看，对他说：“撒该，快

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19:6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2021年8⽉8⽇⾄14⽇）

 ⼋ ⽉ (周 2)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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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第19章
 

敬拜

第⼆周

读经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BjtbJFz2u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yb-F9dJj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V2lj3mRc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tkKcg2THK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BjtbJFz2ug


读经

19:7 众⼈看⻅，都私下议论说： “他竟到罪⼈家⾥去住

宿。”

19:8 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半给穷⼈；

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19:9 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

的⼦孙。

19:10 ⼈⼦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

⼋ ⽉ (周 2)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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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第19章



1
耶稣寻找撒该有什么奇异之处？

祂寻找你有什么奇异之处？

2
现代社会有哪些群体可能会像

税吏撒该⼀样遭到拒绝呢？

3
撒该⽆法改变他的⾝⾼。

你⾃⾝有哪些⽅⾯想改变却改变不了的？

有哪些可能的⽅法可以克服这种内⼼的排斥呢？

4
奔跑、攀爬、给予、回报——这些是撒该

在这⾥为回应耶稣所做的事情。

你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来更亲近祂，

并得释放进⼊你真实的⾝份和命定呢？

应⽤

 ⼋ ⽉ (周 2)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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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愿他们像撒该⼀样，努⼒

进⼊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丰盛。  （例如，“主
啊，请赦免我们经常排斥⾃⼰或他⼈，甚⾄

感到被祢拒绝。帮助我们像撒该⼀样，进⼊

祢的同在，这样祢就会恢复我们，并带我们

进⼊在祢⾥⾯的真实⾝份和命定。阿

们！”）

 
我们凭信⼼宣告：我们___家被⼼爱的⼈所
接纳，在主的眼中是宝贵的。我们将兴起并

进⼊神所赐⾝份和命定的丰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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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声唱哈利路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9ZMmcyy4NI

看哪 祂不打盹（希伯来语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1mG_wtOOu0

犹推古⼜活了（⼉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V53PzHP0M

读经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K9cn9lGA0

20:1 乱定之后，保罗请⻔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

⾏，往⻢其顿去。

20:2 ⾛遍了那⼀带地⽅，⽤许多话劝勉⻔徒 (或作 “众

⼈”)，然后来到希腊。

20:3 在那⾥住了三个⽉，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

⼈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其顿回去。

20:4 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哩亚⼈毕罗斯的⼉⼦所

巴特，帖撒罗尼迦⼈亚⾥达古和西公都，还有特庇⼈该

犹，并提摩太，⼜有亚细亚⼈推基古和特罗⾮摩。

20:5 这些⼈先⾛，在特罗亚等候我们。

20:6 过了除酵的⽇⼦，我们从腓⽴⽐开船，五天到了

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住了七天。

(2021年8⽉15⽇⾄21⽇）

 ⼋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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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传第20章
 

敬拜

第三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9ZMmcyy4N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1mG_wtOOu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V53PzHP0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k0CsX1e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K9cn9lGA0


读经

20:7 七⽇的第⼀⽇，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

要次⽇起⾏，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

20:8 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

20:9 有⼀个少年⼈，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

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

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

20:10 保罗下去，伏在他⾝上，抱着他，说：“你们不

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上。”

20:11 保罗⼜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

亮，这才⾛了。

20:12 有⼈把那童⼦活活地领来，得的安慰不⼩。

20:13 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接保

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打算要步⾏。

20:14 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

到⽶推利尼。

20:15 从那⾥开船，次⽇到了基阿的对⾯；⼜次⽇，

在撒摩靠岸；⼜次⽇，来到⽶利都；

20:16 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

耽延，他急忙前⾛，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

 ⼋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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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传第20章



1
关于保罗分享神话语的紧迫性，

这段经⽂告诉我们什么？

2
你有多渴望听到有⼈忠实

地传讲和教导神的话语？

有鉴于此，你需要做什么？

3
从这段经⽂当中， 你觉得还有什么

令⼈惊讶/有趣的地⽅吗？ 

为什么？

应⽤

 ⼋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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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和家⼈祷告，愿⼤家都对阅读、传讲和

教导神的话语充满热情。  （例如， “阿爸天
⽗，请赦免我们，当别⼈阅读、传讲和教导

祢的话语时，我们却沉睡。感谢祢使犹推古

从死⾥复活。帮助我们满怀热忱聆听福⾳，

从沉睡中醒来；帮助我们满怀热忱宣扬福

⾳，⾛出我们的舒适圈，与他⼈分享。阿

们！”）

我们凭信⼼宣告：我们___家将热衷于听道和
⾏道。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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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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胜的宣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5YPo_MmBds

凡事都能做（信是未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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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Vc3BIB_lw4

读经

读经（对于年幼的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gXVihi_S8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之事的确据。
11:2 古⼈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11:3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这
样，所看⻅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11:4 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该隐所献的更美，因
此便得了称义的⻅证，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证。他

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11:5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于⻅死，⼈也找不着
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

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

11:6 ⼈⾮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前来
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

第四周（2021年8⽉22⽇⾄31⽇）

 ⼋ ⽉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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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第11章
 

敬拜

第四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5YPo_MmB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LdSuKezM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Vc3BIB_lw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gXVihi_S8


读经

11:7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他未⻅的事，动了敬畏

的⼼，预备了⼀只⽅⾈，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

那世代的罪，⾃⼰也承受了那从信⽽来的义。

11:8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

将来要得为业的地⽅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

去。

11:9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象在异地居

住帐棚，与那同蒙⼀个应许的以撒、雅各⼀样。

11:10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

建造的。

11:11 因着信，连撒拉⾃⼰，虽然过了⽣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因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

11:12 所以从⼀个仿佛已死的⼈就⽣出⼦孙，如同天

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数。

11:13 这些⼈都是存着信⼼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

的；却从远处望⻅，且欢喜迎接，⼜承认⾃⼰在世上

是客旅，是寄居的。

11:14 说这样话的⼈是表明⾃⼰要找⼀个家乡。

11:15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

会。

11:16 他们却羡慕⼀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

他们预备了⼀座城。

⼋ ⽉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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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这段经⽂，

你会如何⽤⾃⼰的话描述信⼼？

2      
此处列出的信⼼伟⼈中，

哪⼀位给你的印象最深？ 

为什么？

3      
当你默想和祷读希伯来书 11:1-16 时，

圣灵如何促使你回应神的话语？

应⽤

 ⼋ ⽉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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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周 4)  2021FAT - 包满了脂油 //

祷告

为你的家庭祷告，使之成为⼀个充满信⼼的⼤

家庭。  （例如，“主啊，请赦免我们⾏事经常

带着不信、恐惧和怀疑。帮助我们对祢有真正

的信⼼，就像希伯来书  11 章中的信⼼伟⼈⼀

样，能以移⼭和⾏异能，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

⾏的。阿们！”）

 

我们凭信⼼宣告：我们是⼀个信⼼之家，渴望

属天的国度！我们___家将凭信⼼和圣灵的⼤

能进⼊祢给我们的命定！阿们！

2 1

为你的家⼈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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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册仅供内部使⽤，不得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