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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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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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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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活全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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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创造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4H3FhcvduY

伊甸动物园（⼉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HlP3HL0Ao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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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乃是这
样。

2:5 野地还没有草⽊，⽥间的菜蔬还没有⻓起来，因为耶
和华神还没有降⾬在地上，也没有⼈耕地；

2:6 但有雾⽓从地上腾，滋润遍地。
2:7 耶和华神⽤地上的尘⼟造⼈，将⽣⽓吹在他⿐孔⾥，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名叫亚当。

2:8 耶和华神在东⽅的伊甸⽴了⼀个园⼦，把所造的⼈安
置在那⾥。

2:9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出来，可以悦⼈的眼
⽬，其上的果⼦好作⻝物。园⼦当中⼜有⽣命树和分别善

恶的树。

2:10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从那⾥分为四道：
2:11 第⼀道名叫⽐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有
⾦⼦，

（2021 年 9 ⽉ 1 ⽇⾄ 7 ⽇）创世记 1 – 出埃及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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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
 

敬拜

第⼀周

创世记第2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qXcWDqeZ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4H3Fhcvdu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HlP3HL0A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603oH33G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wWhNtCkBfo


读经

2:12 并且那地的⾦⼦是好的；在那⾥⼜有珍珠和红玛

瑙。

2:13 第⼆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

2:14 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

就是伯拉河。

2:15 耶和华神将那⼈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2:16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你可以

随意吃；

2:17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

⽇⼦必定死！”

2:18 耶和华神说：“那⼈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配偶

帮助他。”

2:19 耶和华神⽤⼟所造成的野地各样⾛兽，和空中各样

⻜⻦，都带到那⼈⾯前，看他叫什么。那⼈怎样叫各样

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

2:20 那⼈便给⼀切牲畜和空中⻜⻦、野地⾛兽都起了

名；只是那⼈没有遇⻅配偶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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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记第2章



1.
亚当是全⼈类的代表。 

神为亚当，同时也是为我们，

做了什么呢？ (7-14节）

 

2.
神要亚当做什么？

这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 (15节）

3. 
神给亚当什么命令呢？（16-17节）
你认为祂为何如此吩咐亚当？

 这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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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使之进⼊ “伊甸园 ”的丰盛。
（例如，“主啊，请赦免我们，我们经常住在祢
的园⼦外⾯，活在恐惧、怀疑、缺乏和不确定

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个⼈和家庭进⼊ “伊甸
园”，让我们与祢相交，充满喜乐，明确⽬标。
阿们！”）。

我们凭信⼼宣告：  我们____家是上帝奇妙

的创造，被安置在祂的园⼦⾥，讨神喜悦，

遵祂旨意，使⾃⼰和他⼈⽣命成⻓，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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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uycwfwI3c

感谢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pfwJAiFdJ4

感恩 (⼉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SdQmO51Ps

读经

20:1 正⽉间，以⾊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

低斯；⽶利暗死在那⾥，就葬在那⾥。

20:2 会众没有⽔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20:3 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

⾯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20:4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

牲畜都死在这⾥呢？

20:5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

呢？这地⽅不好撒种，也没有⽆花果树、葡萄树、⽯

榴树，⼜没有⽔喝。”

(2021 年 9 ⽉ 8 ⽇⾄ 14 ⽇）出埃及记 21-⺠数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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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记第20章
 

敬拜

第⼆周

读经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TugHm2_q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uycwfwI3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pfwJAiFdJ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SdQmO51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TugHm2_qI


读经

20:6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俯伏在地；耶和华

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20:7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20:8 “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

前吩咐磐⽯发出⽔来，⽔就从磐⽯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

牲畜喝。”

20:9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前取了杖

去。

20:10 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前。摩西说：“你们这

些背叛的⼈听我说：我为你们使⽔从这磐⽯中流出来吗？”

20:11 摩西举⼿，⽤杖击打磐⽯两下，就有许多⽔流出

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20:12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

⾊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

给他们的地去。”

20:13 这⽔名叫⽶利巴⽔，是因以⾊列⼈向耶和华争闹，

耶和华就在他们⾯前显为圣(“⽶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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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记第20章



1
神已将以⾊列⼈从埃及的奴役中

拯救出来，带他们进⼊旷野，

前往应许之地。

为什么我们仍然看到他们在这⾥抱怨？ (2-5节）

你对此有什么体会？

2
摩西在这⾥犯了什么罪，

阻⽌他进⼊应许之地？ (8-12节）

是什么阻碍你进⼊神对你的应许呢？

3
神借着这段经⽂对你说了什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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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使之即使在困难和 “贫
乏”时期也能感谢神。 （例如，“主啊，请赦
免我们，我们时常在事情不如意，或经历患

难时，怨天尤⼈。帮助我们定睛在祢⾝上，

⽆论何种境况都信靠祢，不对祢⽣⽓，也不

迁怒于⼈，不效仿此经⽂中摩西所⾏。帮助

我们住在祢⾥⾯，祢也住在我们⾥⾯，这样

我们才能进⼊祢的应许。阿们！”）

 
我们凭信⼼宣告：我们  _____ 家不是抱怨
者，⽽是赞美者，凡事谢恩。我们宣告：我

们带着忠⼼的顺服迈向应许之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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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迹的神（耶利哥城墙倒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TtbthM4KI

得胜的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0Q27A-bnJ4

约书亚攻战耶利哥城（⼉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7mJElpE1Y

读经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qGz1480uc

6:1 耶利哥的城⻔因以⾊列⼈就关得严紧，⽆⼈出⼊。

6:2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 “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

耶利哥的王，并⼤能的勇⼠，都交在你⼿中。

6:3 你们的⼀切兵丁要围绕这城，⼀⽇围绕⼀次，六⽇

都要这样⾏。

6:4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在约柜前。到第七⽇，你

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

6:5 他们吹的⻆声拖⻓，你们听⻅⻆声，众百姓要⼤声

呼喊，城墙就必塌陷，各⼈都要往前直上。”

6:6 嫩的⼉⼦约书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 “你们

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在耶和华的

约柜前。”

6:7 ⼜对百姓说： “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在耶

和华的约柜前。”

（2021 年 9 ⽉ 15 ⽇⾄ 21 ⽇）⺠数记24-约书亚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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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第6章
 

敬拜

第三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TtbthM4K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0Q27A-bnJ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7mJElpE1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k0CsX1e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qGz1480uc


读经

6:8 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

⾛在耶和华⾯前吹⻆，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跟

随。

6:9 带兵器的，⾛在吹⻆的祭司前⾯，后队随着约柜

⾏。祭司⼀⾯⾛⼀⾯吹。

6:10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

声，连⼀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等到我吩咐你们呼

喊的⽇⼦，那时才可以呼喊。”

6:11 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次，

众⼈回到营⾥，就在营⾥住宿。

6:12 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抬起耶和华的约柜。

6:13 七个祭司拿七个⽺⻆，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

⾏⾛吹⻆，带兵器的在他们前⾯⾛，后队随着耶和华

的约柜⾏。祭司⼀⾯⾛⼀⾯吹。

6:14 第⼆⽇，众⼈把城绕了⼀次，就回营⾥去。六⽇

都是这样⾏。

6:15 第七⽇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

七次；惟独这⽇把城绕了七次。

6:16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

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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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第6章



读经

6:20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百姓听⻅⻆声，便

⼤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往前

直上，将城夺取。

6:21 ⼜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少，⽜⽺和驴，

都⽤⼑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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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要毁灭耶利哥城，需要神的⼦⺠做什么？ 

当这些事件发⽣时，

你认为耶利哥⼈和以⾊列⼈⾃⼰的感受如何？

2
什么营垒拦阻你的家⼈进⼊祂的应许？

你必须做什么才能摧毁敌⼈的营垒？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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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使之顺服主并拆毁所有的

营垒。  （例如， “主啊，求祢赦免我们的不
信，也赦免我们没有加添信⼼来拆毁坚固营

垒。）

我们宣告：我们是被羔⽺宝⾎救赎的家庭，

在信⼼、赞美和胜利中前⾏，每个坚固营垒

都将倒塌。 阿们！”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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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我异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eXGS8s_Is 

圣灵请你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vJIJeViQ4 

智慧之歌（⼉童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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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

读经（对于年幼的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9-4sGPeBuE

3:4 所罗⻔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有极⼤的邱
坛 (“极⼤ ”或作 “出名 ”)，他在那坛上献⼀千牺牲作燔
祭。

3:5 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显现，对他
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3:6 所罗⻔说：“你仆⼈我⽗亲⼤卫，⽤诚实、公义、
正直的⼼，⾏在你⾯前，你就向他⼤施恩典；⼜为他

存留⼤恩，赐他⼀个⼉⼦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

样。

3:7 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接续我⽗亲⼤卫
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

3:8 仆⼈住在你所拣选的⺠中，这⺠多得不可胜数。

第四周（2021 年 9 ⽉ 22 ⽇⾄ 30 ⽇）⼠师记 1- 列王纪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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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上第3章
 

敬拜

第四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eXGS8s_I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eXGS8s_I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vJIJeViQ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vJIJeViQ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cQyWce1rW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9-4sGPeBuE


读经

3:9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能辨别是

⾮；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呢？”

3:10 所罗⻔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3:11 神对他说： “你既然求这事，不为⾃⼰求寿、求

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讼，

3:12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在你以

前没有象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象你的。

3:13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尊荣，使

你在世的⽇⼦，列王中没有⼀个能⽐你的。

3:14 你若效法你⽗亲⼤卫，遵⾏我的道，谨守我的律

例、诫命，我必使你⻓寿。”

3:15 所罗⻔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为他众⾂

仆设摆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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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上第3章



1     
在列王纪上 3:5 中，

神告诉所罗⻔说会赐他所求，

问他要求什么。

如果你是所罗⻔，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2      
所罗⻔所求的是什么？

为什么这是最好的答案？ 

所罗⻔在这⾥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3      
你最近所做的最艰难的决定是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吗？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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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使之充满祂的智慧。  （例

如，“求主赦免我们总是倚赖⾃⼰的聪明。帮助

我们像所罗⻔⼀样来到祢的祭坛前，寻求祢的

智慧和理解⼒，⽆论在我们⽣活中或⾯对任何

境况。永⽣神的灵重新降临在我们⾝上， ⽤祢

从天上来的智慧充满我们。阿们！”

 

我们凭信⼼宣告：“我们是拥有神智慧的⼀家。

我们受圣灵膏抹，在⾄⾼神的属天智慧中说话

⾏事！ 阿们！”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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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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