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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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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以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5eOlsQ-Sk

以利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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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真好（⼉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3bvbDVUTg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TIqy2YBo8

17:1 基列寄居的提斯⽐⼈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
事奉永⽣耶和华以⾊列的神起誓，这⼏年我若不祷告，必

不降露不下⾬。”
17:2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17:3 “你离开这⾥，往东去，藏在约但河东边的基⽴溪
旁。

17:4 你要喝那溪⾥的⽔，我已吩咐乌鸦在那⾥供养你。”
17:5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但河东的基
⽴溪旁。

17:6 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来，他也喝那溪⾥的⽔。
17:7 过了些⽇⼦，溪⽔就⼲了，因为⾬没有下在地上。
17:8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17:9 “你起⾝往西顿的撒勒法去(“撒勒法”与路加福⾳四章
⼆⼗六节同 )住在那⾥，我已吩咐那⾥的⼀个寡妇供养
你。”

第⼀周（2021 年 10 ⽉ 1 ⽇⾄ 7 ⽇）列王记上11 – 历代志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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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
 

敬拜

第⼀周

列王记上第17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5eOlsQ-S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YnJQc5_RC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3bvbDVUT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603oH33G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TIqy2YBo8


读经

17:10 以利亚就起⾝往撒勒法去。到了城⻔，⻅有⼀个

寡妇在那⾥捡柴，以利亚呼叫她，说：“求你⽤器⽫取点

⽔来给我喝。”

17:11 她去取⽔的时候，以利亚⼜呼叫她说：“也求你拿

点饼来给我。”

17:12 她说： “我指着永⽣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

饼，坛内只有⼀把⾯，瓶⾥只有⼀点油。我现在找两根

柴，回家要为我和我⼉⼦作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17:13 以利亚对她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作

吧！只要先为我作⼀个⼩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

的⼉⼦作饼。

17:14 因为耶和华以⾊列的神如此说： ‘坛内的⾯必不减

少，瓶⾥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降在地上的⽇

⼦。’”

17:15 妇⼈就照以利亚的话去⾏。她和她家中的⼈，并

以利亚，吃了许多⽇⼦。

17:16 坛内的⾯果不减少，瓶⾥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

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

 ⼗ ⽉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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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记上第17章



1.
以利亚给了以⾊列王⼀条重要的信息，

那条信息是什么？ 
意义何在呢？

 

2.
以利亚为什么要逃离以⾊列王，

上帝如何供应他？ 
这向你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3. 
从这个故事我们了解到

上帝有怎样的本性和作为？

 

应⽤

 ⼗ ⽉ (周 1)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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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使之能本着以利亚的灵⾏

事！  （例如， “主啊，请赦免我们，我们常常
只为⾃⼰⽽活，却听不到祢所⾔给予我们的命

定，好让我们为之采取⾏动。祢吩咐我们去做

的事，我们却害怕去做，因为我们不相信祢会

供应。求主加添信⼼，让我们像以利亚⼀样勇

敢前⾏，遵⾏祢的旨意，相信祢会供应我们⼀

切所需。阿们！”。）

凭信⼼宣告：我们 ____ 家是信⼼之家！ 我

们将聆听祢的教导，加添信⼼顺服神，并且

明⽩这个真理：当我们先求祢的国和祢的义

时，祢会供应我们⼀切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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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更靠近（祢每句話語 都成為我命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32XOGh27g

为耶路撒冷祈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AbvGHEnCk

以斯帖之歌 (⼉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v1ImfILOs

读经

4:1 末底改知道所作的这⼀切事，就撕裂⾐服，穿⿇

⾐，蒙灰尘，在城中⾏⾛，痛哭哀号。

4:2 到了朝⻔前停住脚步因为穿⿇⾐的不可进朝⻔。

4:3 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悲哀，禁

⻝哭泣哀号，穿⿇⾐躺在灰中的甚多。

4:4 王后以斯帖的宫⼥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

她甚是忧愁，就送⾐服给末底改穿；要他脱下⿇⾐，

他却不受。

4:5 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她的⼀个太监，名叫哈他

⾰召来，吩咐他去⻅末底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

什么缘故。

第⼆周（2021 年 10 ⽉ 8 ⽇ - 14 ⽇）历代志下5 – 约伯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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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记第4章
 

敬拜

第⼆周

读经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nMGSw97W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32XOGh27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AbvGHEnC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v1ImfILO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nMGSw97Wg


读经

4:6 于是哈他⾰出到朝⻔前的宽阔处⻅末底改。

4:7 末底改将⾃⼰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应许

捐⼊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

4:8 ⼜将所抄写传遍书珊城要灭绝犹⼤⼈的旨意交给哈他

⾰，要给以斯帖看。⼜要给她说明，并嘱咐她进去⻅王，

为本族的⼈，在王⾯前恳切祈求。

4:9 哈他⾰回来，将末底改的话告诉以斯帖。

4:10 以斯帖就吩咐哈他⾰去⻅末底改说：

4:11 “王的⼀切⾂仆和各省的⼈⺠，都知道有⼀个定例：

若不蒙召，擅⼊内院⻅王的，⽆论男⼥必被治死；除⾮王

向他伸出⾦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王已经

三⼗⽇了。”

4:12 ⼈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末底改。

4:13 末底改托⼈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强过⼀

切犹⼤⼈，得免这祸。

4:14 此时你若闭⼝不⾔，犹⼤⼈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

救；你和你⽗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

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4:15 以斯帖就吩咐⼈回报末底改说：

4:16 “你当去招聚书珊城所有的犹⼤⼈，为我禁⻝三昼三

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也要这样禁⻝。然后我违

例进去⻅王，我若死就死吧！”

4:17 于是末底改照以斯帖⼀切所吩咐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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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记第4章



1
末底改为什么悲伤到撕裂⾐服？ 

为什么⼈们常常如此憎恨犹太⼈？ 

对此，你应该如何回应？

2
以斯帖对这个消息有何反应？ （特别是 14节）

这向你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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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使之与犹太⼈站在⼀起，

并清楚知道你家庭的命定是什么。

（例如， “主啊，请赦免我们，我们经常对
发⽣在世界各地犹太⼈⾝上的事漠不关⼼，

我们也没有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求主帮助我

们了解祢对我们的命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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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2 当以嘴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YEixRl6Yw

避难所Refu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5PbMg2hQg

读经

2:1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2:2 世上的君王⼀⻬起来，⾂宰⼀同商议，要敌挡耶和

华，并他的受膏者，

2:3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2:4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

2:5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2:6 说：“我已经⽴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上了。”

2:7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

我的⼉⼦，我今⽇⽣你。

2:8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

产。

2:9 你必⽤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器

摔碎。’”

第三周（2021 年 10 ⽉ 15 ⽇⾄ 21 ⽇）约伯记6 -诗篇 36

 ⼗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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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第2章
 

敬拜

第三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YEixRl6Y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5PbMg2hQg


读经

2:10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

受管教。

2:11 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当存战兢⽽快乐；

2:12 当以嘴亲⼦，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怒⽓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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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第2章



1
在这⾸诗篇中，⼤卫王庆祝他登基为以⾊列王，

但他却指出那天上真正的君王（圣⽗）

和祂应验在耶稣⾝上的弥赛亚（圣⼦）。 

有些势⼒想要毁灭祂的王国，

上帝的回应是什么呢？ 

这向你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2
这当中哪些经⽂突然浮现在你脑海呢？

上帝通过它对你说了什么？

应⽤

 ⼗ ⽉ (周 3)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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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使之活在上帝的宝座室

⾥，不要被这个动荡的世界拖垮。

（例如，“主啊，请赦免我们，当我们看到世
上许多令⼈不安的事件层出不穷时，我们被

恐惧和困惑所笼罩。求主帮助我们信服祢，

投靠祢，祢就是我们的避难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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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涌上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qWuWfq6MKU

如⿅切慕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wHhEWEG_0

如⿅切慕溪⽔（英⽂⼉童版）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ZdGn7HRuI

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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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可拉后裔的训悔诗，交给伶⻓） 神啊！我的
⼼切慕你，如⿅切慕溪⽔。

42:2 我的⼼渴想神，就是永⽣神；我⼏时得朝⻅神
呢？

42:3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不住地对我说：“你的 
神在哪⾥呢？”
42:4 我从前与众⼈同往，⽤欢呼称赞的声⾳，领他们
到神的殿⾥，⼤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极其

悲伤。

第四周（2021 年 10 ⽉ 22 ⽇⾄ 31 ⽇）诗篇 37- 诗篇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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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第四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qWuWfq6MK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wHhEWEG_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ZdGn7HRu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CuU2OsNPQ8


读经

42:5 我的⼼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烦躁？应

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42:6 我的神啊！我的⼼在我⾥⾯忧闷，所以我从约但

地，从⿊⻔岭，从⽶萨⼭，记念你。

42:7 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

涛漫过我⾝。

42:8 ⽩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夜，我要歌颂祷

告赐我⽣命的神。

42:9 我要对神我的磐⽯说： “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

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

42:10 我的敌⼈辱骂我，好象打碎我的⻣头，不住地

对我说：“你的神在哪⾥呢？”

42:11 我的⼼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烦躁？

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原

⽂作“帮助”)，是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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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诗篇 42 篇中，作者感到不知所措和沮丧。 

在新冠疫情期间你过得怎么样呢？ 

你在哪些⽅⾯最受⿎舞？ 

⼜在哪些⽅⾯感到最挣扎呢？

2      
当你感到不知所措时，你最渴望什么？

3      
如何应对时下艰难，你从诗⼈这⾥学到什么？ 

与你的家⼈分享⼀个想法。

应⽤

 ⼗ ⽉ (周 4)  2021FAT - 包裹着脂油 //

2 0



 ⼗ ⽉ (周 4)  2021FAT - 包满了脂油 //

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使之更加渴慕主，并在祂⾥

⾯得满⾜。  （例如，“主啊，请赦免我们，我

们时常渴慕那些错误的事物，追求那些不能真

正使我们得满⾜的东西。在这艰难时期，帮助

我们单单渴慕祢，并在祢⾥⾯找到盼望。阿

们！”

 

凭信⼼宣告：我们 ___家单单渴慕主，并在祂

⾥⾯找到希望、满⾜、⼒量和意义。 我们的灵

命将得到⿎舞和提升，靠着祂的⼤能⼤⼒勇敢

⾯对每⼀种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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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