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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雅各)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太阳落了,  
 就在那里住宿, 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 
 石头枕在头下, 在那里躺卧睡了,  

12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 
  着天,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 上去下来。 

13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作站在他旁 
 边), 说: 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
 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
 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後裔。 



14 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必因  
  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15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那里去, 我 
 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 
 你, 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16 雅各睡醒了, 说: 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17  就惧怕, 说: 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 
 别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18 雅各清早起来, 把所枕的石头立作 
 柱子, 浇油在上面。 

19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 殿 
 的意思); 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20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 
 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21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 
 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22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 
 给你。 

 
创世纪28:11-22 





· 20年的远景从2021年到2040年 
· 20年的计划是让我们伸展和挑战我

们思维的限制和倾向



20年后她在圣殿有什么样
的未来和属灵成长的环境？

在这崭新的时期，
我们要关注和培育

我们的后代。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作站在他旁边),  
说: 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 
赐给你和你的後裔。 

创世纪28:13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创世记13:14-17
14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

向东西南北观看 
15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

後裔，直到永远。
16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後裔。
17 你起来，纵横走 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

给你。



神与以撒立约-创世记 26:3-4 

3 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後裔。我必坚
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4 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
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後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
的後裔得福。



神与雅各立约-创世记 28：13-15
13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作站在他旁边)，说：

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
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
後裔。14 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後
裔得福。

15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
所应许的。



一代接一代, 他们在个别的地方,  
经历不同的事件与神同行 

一个特别的旅程。 



祂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工作和赐给我们
的应许是要传给我们的世世代代 

我们与神的经历和神迹要承传给下一代，
让我们的屋顶成为他们的地板。



教会土地强化项目和崭新的时期有什么联系？

从教会的历史为背景，展望教会的未来



每当我们搬入新的建筑就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建筑2就是我们旅程的指标，象征崭新的时
期。



1974年至1981年: 105号, 荷兰路 



1974年至1981年: 105号, 荷兰路 

• 圣殿在1974年诞生 
 
• 首8年在105号,  
 荷兰路   

 
• 租用半独立式洋房:  
 幼童的岁月 

 
• 征召和幻想的时期   



1982年至1997年: 3号, 巴西班让山 



1982年至1997年: 3号, 巴西班让山 

• 接下来的15年 
 在3号, 巴西班 
 让山 

 
• 和其他两间教会 
 共用场所 

 
• 小型的独立洋房 
 在11号, 波那维 
 斯达南 



1982年至1997年: 3号, 巴西班让山 

• 青少年的岁月 
 
 
• 1993年:  
 圣灵转变了教会 

 
• 学习和转变的 
 时期 

   



1997年至2020年: 2号, 后港22街 



1997年至2020年: 2号, 后港22街 

• 在1997年10月 
 迁入后港地址  

 
• 开始圣殿的新时期,  
 至今还是在当中  

 
• 成年人的岁月 
 
• 转变和创新的时期 
 
 
 



1997年至2020年: 2号, 后港22街 

· 最大的转变：在
2021年开始进入
一个崭新的时期

•  2020年做各方面
做准备来变-2020
是转变的一年。



教会土地强化项目“建筑2” 
崭新的时期: 2021年至2040年 



• 2020年9月, 搬迁入“建筑2” 
 

• 这里程碑显示圣殿的教会生命开始 
 另外一个时期 

 

教会土地强化项目“建筑2” 
崭新的时期: 2021年至2040年 



四个建筑物; 四个里程碑代表着我们与
神的旅程, 祂在不同时间的工作。

教会土地强化项目“建筑2” 
崭新的时期: 2021年至2040年 



• 我们竖起的建筑成为世世代代的纪念碑 
 和他们的记忆库 



16 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
竟不知道！

17 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
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 的门。

创世纪28:16-22 



18  雅各清早起来, 把所枕的石头立作 
 柱子, 浇油在上面。 

19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就是神 
 殿的意思); 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创世纪28:16-22 



20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 
 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21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 
 必 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22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 凡
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创世纪28:20-22 



雅各认知这个平凡的地方是可畏因为神
的同在在那里，信心宣告这是神的殿，
天的门。 



• 教会在后港22街的这块土地从开始就 
 是个何等可畏的地方, 充满着神迹。 

 
• 与神相遇的地方 



• 教会土地强化项目-“建筑2”是个 
 信心和奉献的工程, 建立在这充满神
 迹的土地上。 

 

•  神不断地以神迹来祝福它  
 

 



1997年至2019年 
• 教会搬到一个市镇 
 
2012年至2040年  
• 新的市镇将搬到教会当中 



全面的改变将花上20到30年的时间  
 

李总理: 
这潜能就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要勇于梦想 



随着搬迁, 我们迎接新的改变 
 

·  圣殿幼儿园
·  儿童教会
·  华文堂
·  英文堂
·  交流角落



重新思考圣殿的运行体系 
•  简单门训教会模式
•  儿童，青少年的门训
•  社群牧养
•  领袖的培训
•  会友对圣经的认识
•  教会的凝聚力
 



总结 



这是属于我们的梦
让我们一起梦想





喂养 
（属灵的喂养/喂养贫穷人/

喂养婴孩-幼婴的事工）



大



•  你也可以为圣殿做梦想
•  问神：你要在圣殿做什么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