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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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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Us Clean Hands 中⽂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Kc5T0TYaDo

煉淨我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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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iner’s Fire（⼉童英⽂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xo5Eqxk3j0

英语⼉童读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6VYbXqOpE

39:1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个埃及⼈，是法⽼的内⾂，护卫
⻓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下买了他去。

39:2 约瑟住在他主⼈埃及⼈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
事顺利。

39:3 他主⼈⻅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办的尽
都顺利。

39:4 约瑟就在主⼈眼前蒙恩，伺候他主⼈，并且主⼈派他管理
家务，把⼀切所有的都交在他⼿⾥。

39:5 ⾃从主⼈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
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的家；凡家⾥和⽥间⼀切所有的，

都蒙耶和华赐福。

39:6 波提乏将⼀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中，除了⾃⼰所吃
的饭，别的事⼀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39:7 这事以后，约瑟主⼈的妻以⽬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
同寝吧！”
39:8 约瑟不从，对他主⼈的妻说：“看哪！⼀切家务我主
⼈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

（2022 年 1 ⽉ 1 ⽇ ⾄ 8 ⽇）创世记 1  - 出埃及记 30

 ⼀ ⽉ (周 1)  2022FAT - 包裹着脂油 //

0 6

读经
 

敬拜

第⼀周

创世记第39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Kc5T0TYa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JCghoGOB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xo5Eqxk3j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603oH33G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6VYbXqOpE


读经

39:9 在这家⾥没有⽐我⼤的，并且他没有留下⼀样不交给

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我怎能作这⼤恶，

得罪神呢？”

39:10 后来她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她，不与她同

寝，也不和她在⼀处。

39:11 有⼀天，约瑟进屋⾥去办事，家中⼈没有⼀个在那

屋⾥。

39:12 妇⼈就拉住他的⾐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

⾐裳丢在妇⼈⼿⾥，跑到外边去了。

39:13 妇⼈看⻅约瑟把⾐裳丢在她⼿⾥跑出去了，

39:14 就叫了家⾥的⼈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

个希伯来⼈，进⼊我们家⾥，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

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声喊叫；

39:15 他听⻅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裳丢在我这⾥，跑到

外边去了。”

 ⼀ ⽉ (周 2)  2022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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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第39章



1.
你在约瑟⾝上看到哪些性格特征

使得波提乏如此信任他？

其他⼈会如何描述你的性格？

约瑟有什么特质让你在这周

可以从中学习并取得进步？

 

2.
约瑟如何抵挡波提乏妻⼦的诱惑？

你能做些什么来保护⾃⼰胜过这种试探？

3.
约瑟被他的兄弟、主⺟和狱中的朋友出卖。

他不是⼼⽣苦毒，⽽是信靠上帝。

当你被出卖时，你如何避免⼼⽣苦毒？

应⽤

 ⼀ ⽉ (周 1)  2022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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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使之成为这世代的约瑟；为

你的家⼈作认同性悔改，因着他们屈服于诱惑

⽽⼼⽣苦毒。（例如，“主啊，请赦免我们⽆论
在家庭、职场或学校都屈服于这个世界的诱

惑。帮助我们像约瑟⼀样，⽆论我们⾛到哪

⾥，都活在正直和纯洁当中，做你忠⼼的仆

⼈。阿们！”）

凭信⼼宣告：“我们___家将成为这世代的约

瑟！我们将在⽣活的各个层⾯保持正直和纯

洁，不会屈服于诱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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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能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t7ws5RgZQ

拣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nX-Z87vJU

Chosen People（英⽂⼉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rMhqjG1HQ 

读经

17:1 耶和华对摩西说：

17:2 “你晓谕以⾊列⼈，从他们⼿下取杖，每⽀派⼀

根。从他们所有的⾸领，按着⽀派，共取⼗⼆根。你

要将各⼈的名字写在各⼈的杖上。

17:3 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

必有⼀根杖。

17:4 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

们相会之处。

17:5 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

必使以⾊列⼈向你们所发的怨⾔⽌息，不再达到我⽿

中。”

（2022 年 1 ⽉ 9 ⽇ ⾄ 15 ⽇）出埃及记 31 - ⺠数记 33

 ⼀ ⽉ (周 2)  2022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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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记第17章
 

敬拜

第⼆周

读经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xQZfw0K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t7ws5RgZ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nX-Z87vJ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rMhqjG1H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rMhqjG1H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xQZfw0KI


读经

17:6 于是摩西晓谕以⾊列⼈，他们的⾸领就把杖交给他，

按着⽀派，每⾸领⼀根，共有⼗⼆根。亚伦的杖也在其

中。

17:7 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前。

17:8 第⼆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

杖已经发了芽，⽣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

17:9 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前拿出来，给以⾊列众

⼈看，他们看⻅了，各⾸领就把⾃⼰的杖拿去。

17:10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

这些背叛之⼦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

⽌息，免得他们死亡。”

17:11 摩西就这样⾏。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

了。

17:12 以⾊列⼈对摩西说：“我们死啦！我们灭亡啦！都灭

亡啦！

17:13 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

 ⼀ ⽉ (周 2)  2022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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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的杖是指什么？

亚伦的杖所发⽣的事有什么重要含义？

2
与亚伦的杖相⽐，当时的⼈认为

他们各⾃的杖有何意义？

这向你传达了什么信息？

3
我们可以从亚伦的杖中

看到什么更⼤的意义？

这向你传达了什么信息？

应⽤

 ⼀ ⽉ (周 2)  2022FAT - 包裹着脂油 //

1 2



 ⼀ ⽉ (周 2)  2022FAT - 包裹着脂油 //

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使之顺服于⼤祭司耶稣所

拣选的领袖的权柄下，不要反叛，偏⾏⼰

路。（例如， “主啊，请赦免我们经常质疑
祢和祢所按⽴的领袖；请赦免我们不想顺服

于祢话语的权柄下，也不想顺服祢所拣选的

领袖。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的权杖放下，俯

伏在永⽣之源的⼗字架脚前。阿们。”）

宣告并承诺伏在祂的权柄之下。（例

如，“我们凭信⼼宣告：我们___家将伏在我
们的⼤祭司耶稣的权柄下，带着信⼼和顺

服，⼀⽣跟随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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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ohim 必为你们争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LCEf4k4-oc

争战在于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4ALwCx123M

Battle Belongs（活泼⼉童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b2Ne8okd4

读经

7:1 以⾊列⼈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派

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迦⽶的⼉⼦亚⼲，取

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就向以⾊列⼈发作。

7:2 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

亚⽂的艾城去，吩咐他们说： “你们上去窥探那

地。”他们就上去窥探艾城。

7:3 他们回到约书亚那⾥，对他说： “众⺠不必都上

去，只要⼆三千⼈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劳累众

⺠都去，因为那⾥的⼈少。”

7:4 于是⺠中约有三千⼈上那⾥去，竟在艾城⼈⾯前

逃跑了。

（2022 年 1 ⽉ 18⽇⾄ 24 ⽇）⺠数记 34 - ⼠师记 11

 ⼀ ⽉ (周 3)  2022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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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第7章
 

敬拜

第三周

读经

⼉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EvXMax6qo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LCEf4k4-o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4ALwCx123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b2Ne8okd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EvXMax6qoc


读经

7:5 艾城的⼈击杀了他们三⼗六⼈，从城⻔前追赶他

们，直到⽰巴琳，在下坡杀败他们。众⺠的⼼就消化

如⽔。

7:6 约书亚便撕裂⾐服，他和以⾊列的⻓⽼把灰撒在

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

7:7 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领这

百姓过约但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的⼿中，使我们

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但河那边倒好。

7:8 主啊！以⾊列⼈既在仇敌⾯前转背逃跑，我还有

什么可说的呢？

7:9 迦南⼈和这地⼀切的居⺠听⻅了，就必围困我

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名要怎

样⾏呢？”

7:10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 “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

在地呢？

7:11 以⾊列⼈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

了当灭的物；⼜偷窃，⼜⾏诡诈，⼜把那当灭的放在

他们的家具⾥。

7:12 因此，以⾊列⼈在仇敌⾯前站⽴不住。他们在仇

敌⾯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

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7:13 你起来，叫百姓⾃洁，对他们说：‘你们要⾃洁预

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列的神这样说，以⾊列啊！

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前必

站⽴不住。

 ⼀ ⽉ (周 3)  2022FAT - 包裹着脂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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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认为上帝为什么要让所有以⾊列⼈

为⼀个⼈的⾏为负责？ 

什么类型的罪会伤害整个上帝的教会？

2
约书亚如何回应艾城的失败（7:6-9）？ 

为什么他会这样回应？ 

你会如何回应？

3
有没有只是牵涉到个⼈或私⼈的罪这回事？

 请解释。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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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周 3)  2022FAT - 包裹着脂油 //

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使之从亚⼲和艾城的事例

中吸取教训。（例如，“主啊，请赦免我们像
亚⼲⼀样，贪恋这个世界的事物，⽽不是荣

耀祢的名。帮助我们⼀⼼寻求祢的道，并弃

绝贪恋世界的罪，因为这罪也会影响他⼈。

阿们！”）

凭信⼼宣告：“我们___家将先求祂的国和祂
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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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ksbEYYgX4

敬拜的真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04rDcAfII

The Lord Looks At the Heart（⼉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1Q6h20Z5Bw 

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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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耶和华对撒⺟⽿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列的
王，你为他悲伤要到⼏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我

差遣你往伯利恒⼈耶西那⾥去，因为我在他众⼦之

内，预定⼀个作王的。”
16:2 撒⺟⽿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必要杀
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只⽜犊去，就说： ‘我来
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16:3 你要请耶西来吃祭⾁，我就指⽰你所当⾏的事。
我所指给你的⼈，你要膏他。”
16:4 撒⺟⽿就照耶和华的话去⾏。到了伯利恒，那城
⾥的⻓⽼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
平安来的吗？”

（2022 年 1 ⽉ 25 ⽇ ⾄ 31 ⽇）⼠师记 12 - 列王记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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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第四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1ksbEYYgX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04rDcAfI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1Q6h20Z5B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1Q6h20Z5B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zNLYSwsJo


读经

16:5 他说： “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

当⾃洁，来与我同吃祭⾁。”撒⺟⽿就使耶西和他众⼦

⾃洁，请他们来吃祭⾁。

16:6 他们来的时候，撒⺟⽿看⻅以利押，就⼼⾥说，

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前。

16:7 耶和华却对撒⺟⽿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

材⾼⼤，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象⼈看⼈，⼈是

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

16:8 耶西叫亚⽐拿达从撒⺟⽿⾯前经过，撒⺟⽿

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16:9 耶西⼜叫沙玛从撒⺟⽿⾯前经过，撒⺟⽿

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16:10 耶西叫他七个⼉⼦都从撒⺟⽿⾯前经过，撒⺟

⽿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16:11 撒⺟⽿对耶西说：“你的⼉⼦都在这⾥吗？”他回

答说： “还有个⼩的，现在放⽺。 ”撒⺟⽿对耶西

说： “你打发⼈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

席。”

16:12 耶西就打发⼈去叫了他来。他⾯⾊光红，双⽬

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 “这就是他，你起来膏

他。”

16:13 撒⺟⽿就⽤⻆⾥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

从这⽇起，耶和华的灵就⼤⼤感动⼤卫。撒⺟⽿起⾝

回拉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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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和上帝对耶西⻓⼦的评价有何不同？

2      
你在哪些⽅⾯过于看重外表，

⽽忽视以神为导向的內⼼的价值？

                                    

 3
这段经⽂当中你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为什么？

应⽤

 ⼀ ⽉ (周 4)  2022FAT - 包裹着脂油 //

2 0



 ⼀ ⽉ (周 4)  2022FAT - 包满了脂油 //

祷告

为你的家⼈祷告，使之像撒⺟⽿和⼤卫⼀样，

追随上帝的⼼意，看⼈的内⼼⽽不只是外表。

（例如，“主啊，请赦免我们经常凭⼈的外表⽽

做出错误的选择。帮助我们注重看⼈的内⼼，

并且让我们有⼀颗追随神的⼼。阿们！”）

凭信⼼宣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

们 ___家将像撒⺟⽿⼀样，倾听神的旨意，关

注他⼈的内⼼，并据此作出决定。 我们宣告我

们将像⼤卫⼀样，专⼼事奉，合乎上帝的⼼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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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册仅供内部使⽤，不得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