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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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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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R A P S的模式

如何使⽤？

(家庭祭坛  FAT)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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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第4点）。

@家庭祭坛时间带领⼈的指导原则：

(家庭祭坛  FAT)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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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长篇大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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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RAPS 的模式

(家庭祭坛  FAT)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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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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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祭坛  FAT)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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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的歌

https://youtu.be/00Q27A-bnJ4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https://youtu.be/y3QzV2WE-qw

雅各与天使摔跤（⼉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1RcjPeJsVg

英语⼉童读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IbU866z6A

32:17 ⼜吩咐尽先⾛的说：“我哥哥以扫遇⻅你的时候，问你说： ‘你是哪家的⼈？要
往哪⾥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
32:18 你就说：‘是你仆⼈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也在我们后边。’”
32:19 ⼜吩咐第⼆、第三和⼀切赶群畜的⼈说：“你们遇⻅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
说。

32:20 并且你们要说：‘你仆⼈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说：“我藉着在我前头去
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他的⾯，或者他容纳我。”
32:21 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
32:22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两个使⼥，并⼗⼀个⼉⼦都过了雅博渡⼝。
32:23 先打发他们过河，⼜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32:24 只剩下雅各⼀⼈。有⼀个⼈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读经 

敬拜

 

创世记 32

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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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 1 ⽇ -7 ⽇）创世记 1 – 出埃及记 20
 

https://youtu.be/h5YPo_MmBds
https://youtu.be/00Q27A-bnJ4
https://youtu.be/y3QzV2WE-q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1RcjPeJsV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603oH33G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IbU866z6A


32:25 那⼈⻅⾃⼰胜不过他，就将他的⼤腿窝摸了⼀把，雅各的⼤腿窝正在摔跤的时
候就扭了。

32:26 那⼈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32:27 那⼈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32:28 那⼈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列，因为你与神与⼈较⼒，都得了
胜。”
32:29 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给
雅各祝福。

32:30 雅各便给那地⽅起名叫毗努伊勒（就是“神之⾯”的意思），意思说：“我⾯对⾯
⻅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32:31 ⽇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毗努伊勒，他的⼤腿就瘸了。
32:32 故此，以⾊列⼈不吃⼤腿窝的筋，直到今⽇，因为那⼈摸了雅各⼤腿窝的筋。

读经 

 

创世记 32

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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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与⼈摔跤，但其实这⾥指的是神。

雅各认识到这是⼀种属灵的体验。

雅各从这次相遇中领受到什么？

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雅各的名字意思是“骗⼦”，

他的新名字是以⾊列，

他是与神摔跤的⼈。

改名对雅各有何意义？

神要你取什么新名字？

这个经历帮助雅各去⾯对他早已疏远的哥哥以扫。

你今天⾯对什么需要帮助的境况？

1. 

5

2. 

3.

应⽤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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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家⼈祷告，使之与神较⼒，求祂祝福医治⼈际关系。（例

如，“求主赦免我们让苦毒和怨恨在我们与他⼈的关系中酝酿。赦免
我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不先来寻求祢。帮助我们与袮较⼒，求祢

赐福于我们，让我们⽆论是与家⼈或他⼈在⼀起都能和平相处，繁

荣昌盛。阿们！”）

凭信⼼宣告：你的家⼈会看到⼈际关系的突破。（例如，“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我们 _________ 家在与神较⼒后转

变成蒙福，并在每⼀个紧张和破裂的关系中看到胜利，并进⼊神

的应许之地。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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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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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歌颂赞美

https://youtu.be/f2KhFEO_hJo

清洁的⼼

https://youtu.be/h3-PWlC51NI

我想做对的事（⼉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xxuTV-5vk

英语⼉童读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28nAB4S7A

32:1 百姓⻅摩西迟延不下⼭，就⼤家聚集到亚伦那⾥，对他说：“起来，为我们作神
像，可以在我们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

事。”
32:2 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上的⾦环，拿来给我。”
32:3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上的⾦环，拿来给亚伦。
32:4 亚伦从他们⼿⾥接过来，铸了⼀只⽜犊，⽤雕刻的器具作成。他们就说：“以⾊
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32:5 亚伦看⻅，就在⽜犊⾯前筑坛，且宣告说：“明⽇要向耶和华守节。”
32:6 次⽇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32:7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
败坏了。

读经 

敬拜

 

出埃及记 32

第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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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 8 ⽇ - 14 ⽇）出埃及记 21 - ⺠数记23

https://youtu.be/h5YPo_MmBds
https://youtu.be/f2KhFEO_hJo
https://youtu.be/h3-PWlC51N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xxuTV-5v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603oH33G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28nAB4S7A


32:8 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铸了⼀只⽜犊，向它下拜献祭，说： ‘以
⾊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32:9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
32:10 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国。”
32:11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
姓是你⽤⼤⼒和⼤能的⼿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32:12 为什么使埃及⼈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中，
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
32:13 求你记念你的仆⼈亚伯拉罕、以撒、以⾊列，你曾指着⾃⼰起誓说：‘我必使你
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

承受为业。’”
32:14 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

读经 

 

出埃及记 32

第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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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和百姓制造了⾦⽜犊，

这表明了什么？ 

为什么⼈们要求制作⼀些有形的东西来敬拜？ 

这向你传递了什么信息？

摩西的回应是什么？

他向神祈求的依据是什么？ 

百姓悖逆神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这向你传递了什么信息？

是什么阻⽌⼀个⼈犯罪？ 

是什么阻⽌你犯罪？

1. 

5

2. 

3.

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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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家⼈祷告，使之远离所有偶像崇拜，并为那些被偶像束缚的

⼈祷告。（例如，“主啊，请赦免我们经常崇拜这个世界的偶像。我
们为所有这些拜偶像的⾏为悔改，并且⼿洁⼼清地来到祢⾯前。”）
并宣告祢承诺通过祷告和代求使他⼈摆脱偶像的束缚（例如 “我们宣
告：我们___________家，将远离偶像并为其他⼈代祷，使他们摆
脱来⾃偶像权势的捆绑和因崇拜偶像⽽带来的审判。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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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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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的确据

https://youtu.be/nQn-lagR1I4

彰顯你榮⾯

https://youtu.be/MC5EbNYAs14

摩西上去（⼉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Gyhw5C_gxQ

英语⼉童读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NxVd2GX2s

34:1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毗斯迦⼭顶。耶和华把基列全
地直到但，

34:2 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玛拿西的地，犹⼤全地直到西海，
34:3 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琐珥，都指给他看。
34:4 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 ‘我必将
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了，你却不得过到那⾥去。”
34:5 于是，耶和华的仆⼈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34:6 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毗珥对⾯的⾕中，只是到今⽇没有⼈知道他的坟
墓。

34:7 摩西死的时候年⼀百⼆⼗岁。眼⽬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

读经 

敬拜

 

申命记 34

第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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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 ⽉ 15 ⽇ - 21 ⽇）⺠数记24 - 约书亚 24

https://youtu.be/h5YPo_MmBds
https://youtu.be/nQn-lagR1I4
https://youtu.be/MC5EbNYAs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Gyhw5C_gx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603oH33G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NxVd2GX2s


34:8 以⾊列⼈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三⼗⽇，为摩西居丧哀哭的⽇⼦就满了。
34:9 嫩的⼉⼦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列⼈便听
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了。

34:10 以后以⾊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对⾯所认识的。
34:11 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和他的⼀切⾂仆，并他的全地，⾏各样神迹奇
事，

34:12 ⼜在以⾊列众⼈眼前显⼤能的⼿，⾏⼀切⼤⽽可畏的事。

读经 

 

申命记 34

第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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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耶和华不让摩西进⼊应许之地？

（⻅⺠数记 20:10-11）。

这向你传递了什么信息？

我们在第 4 节看到，

主向摩西展⽰了他只能眼睛看⻅却不能进⼊的应许之地。

摩西明知⾃⼰不能进⼊，

⼜如何能继续带领以⾊列⼈到这地⽅去呢？

你有没有因为考试不及格⽽想放弃？

请说⼀说。

我们在第 10-12 节看到，

从来没有像摩西这样的先知，

并且是耶和华神⾯对⾯所认识的。

是什么让摩西如此与众不同？

为什么耶和华拣选摩西来拯救祂的⼦⺠？

你如何培养这些优良品质？

1. 

5

2. 

3.

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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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家⼈祷告，使之能够坚持到最后，即使有失败的时候。

（例如，“主啊，赦免我们经常因为没有通过考验⽽放弃做正确
的事。帮助我们像摩西⼀样谦虚和坚持，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应许

之地，即使我们在有⽣之年⽆法进⼊。阿们！”）

凭信⼼宣告：你的家⼈将看到应许之地，并像摩西⼀样克服失败和

失望。（例如，我们宣告：我们  ____________家，即使在失败和
失望的时候也会谦虚和坚持。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我们

将看到应许之地，并在我们⽣命的所有⽇⼦⾥活在永⽣之光中。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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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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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跟你⾛

https://youtu.be/u9o2q1NfE6c

主啊我要跟随你

https://youtu.be/-YGKhyxm5Cs

路得之歌（⼉童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qCt8gyOdM

英语⼉童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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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她就与两个⼉妇起⾝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她在摩押地听⻅耶和华眷顾⾃⼰的百
姓，赐粮⻝与他们。

1:7 于是她和两个⼉妇起⾏离开所住的地⽅，要回犹⼤地去。
1:8 拿俄⽶对两个⼉妇说：“你们各⼈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
死的⼈与我⼀样。

1:9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与她们亲嘴。她们就放声⽽
哭，

1:10 说：“不然，我们必与你⼀同回你本国去。”
1:11 拿俄⽶说：“我⼥⼉们哪，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作你们的丈夫
吗？

读经 

敬拜

 

路得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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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h5YPo_MmBds
https://youtu.be/u9o2q1NfE6c
https://youtu.be/-YGKhyxm5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qCt8gyOdM%2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603oH33G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ThVpdeSXk


1:12 我⼥⼉们哪，回去吧！我年纪⽼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
有丈夫可以⽣⼦，

1:13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呢？我⼥⼉们哪，不要这
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攻击我。”
1:14 两个⼉妇⼜放声⽽哭，俄珥巴与婆婆亲嘴⽽别，只是路得舍不得拿俄⽶。
1:15 拿俄⽶说：“看哪，你嫂⼦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去了，你也跟着你嫂
⼦回去吧。”
1:16 路得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去，我也往那⾥去；你在哪⾥住
宿，我也在那⾥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1:17 你在哪⾥死，我也在那⾥死，也葬在那⾥。除⾮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
华重重地降罚与我。”

读经 

 

路得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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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来说，谁是你的“路得“？

⼀个在你需要的时候特意服事你的⼈！

那个⼈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有没有服事过谁？

像（或者你应该像）路得— ⼀个忠实的、⽀持别⼈的朋友 – 

⼀样在他⼈需要的时候服事他们？

这段经⽂还向你传递了什么？

试讨论之。

1. 

5

2. 

3.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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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家⼈祷告，使之像路得⼀样善待其他处于挣扎中的⼈。

（例如：“求主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对周围⼈的挣扎和痛苦
漠不关⼼。请帮助我们找出祢呼召我们⼀起去帮助和祝福的⼈。

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宣告：我们__________家，将像我们
这⼀代的路得⼀样，紧紧抓住那些挣扎的⼈，帮助他们重新获得

在基督⾥的基业。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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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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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册仅供内部使⽤，不得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