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補102 七靈

看哪，時代已轉移，隨主轉入聖靈裡，

神寶座前的七靈，奉差遣到全地去。

（副）

哦，神七靈，我懇求，願你工作得成就！

將我鑒察並焚燒，為著召會的建造，

鑒察，焚燒，為著召會的建造。



從李常受文集1969年
看召會生活榮景的秘訣

書報追求組



一九六九年主恢復在美國的榮景

一 召會生活滿了活力與復興『一九六九年在美國的艾登會所，…弟兄姊妹還沒到會所，走在路上，
聚會就已經開始了，他們提著聖經包，一邊走一邊唱，真像到錫安山
去朝聖。在沒有聚會的晚上，喫過晚飯，我在家門口散散步，就聽見
一家一家的在那裡唱，無形中他們是在小排聚會，這種光景到六九年
的夏天達到高峰，神帶進了一個復興，人數從三、五百人，一下升到
七、八百。那個會所只能容納五百人，一下子擠了七、八百人在裡面，
大家都擠得貼在牆邊站著。』

(小聚會的關鍵第三篇)



一九六九年主恢復在美國的榮景

一 召會生活滿了活力與復興

二 在召會中有真正的安息與滿足

『到了六八、六九、七○，這三年是一個平靜時間。那時，主的
恢復已經擴展到了西方。十幾年來，東、西方的眾召會可說是很
平穩，也很同心。』

(生命的話第十篇)



一九六九年主恢復在美國的榮景

一 召會生活滿了活力與復興

二 人人盡功用，彼此造就

三 啟示的高峰帶進召會生活的高峰

『一九六九年，這年夏天是一個高峰。我們首先說到七靈，七倍
加強的靈；其次，是兩個靈，神的靈和人的靈；第三，講恢復的
書，撒迦利亞書、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哈該書；並且講詩篇中
的基督與召會。那是在美國特會和訓練最高的一次，直到今天，
沒有一次特會和訓練超過那一次。屬靈的空氣非常濃厚，靈非常
高昂，話語非常豐富。』

(歷史與啟示 第二四篇)



一九六九年主恢復在美國的榮景

一 召會生活滿了活力與復興

二 人人盡功用，彼此造就

三 啟示的高峰帶進召會生活的高峰

四 人人盡功用，彼此造就

『我回想一九六九到七○年，在洛杉磯艾勒頓會所的聚會就是這
樣。弟兄姊妹平時在家裡整天享受主，唱詩歌，唱著來聚會，個
個都是活的。無論誰到聚會中都能開口，都能盡職。那樣的聚會
完全脫開了一人講眾人聽的習慣，乃是個個盡功用，互相幫助，
彼此造就。』

(關於生命與實行的信息 第八篇)



一九六九年主恢復在美國的榮景

一 召會生活滿了活力與復興

二 人人盡功用，彼此造就

三 在召會中有真正的安息與滿足

四 啟示的高峰帶進召會生活的高峰

五 七靈之啟示

『一九六九年夏天，在伊利城的特會中恢復了七靈這
件事。…我釋放了信息以後，一位弟兄告訴我，在他
聽我釋放的所有信息中，這一篇是最活的。之後，我
回洛杉磯有特會和訓練。一九六九年的訓練期間，乃
是主的恢復在美國的最高點。那些信息是七靈這題目
的延續。』

(世界局勢與神的行動第六篇)



一九六九年主恢復在美國的榮景

一 召會生活滿了活力與復興

二 人人盡功用，彼此造就

三 在召會中有真正的安息與滿足

四 啟示的高峰帶進召會生活的高峰

五 七靈之啟示

六 七靈之啟示帶進移民的開展

『在一九六九年秋天，有了一次移民行動，…
之後在一九七○年，進一步的移民行動展開了。
沒有例外的，第一階段所有的移民行動都成功
了。…無論移民到那裡，都是在正確的領導下
而去；因此那樣的移民是成功的。』

(為著召會的建造正常結果子和牧養的路第一篇)



一九六九年主恢復在美國的榮景

一 召會生活滿了活力與復興—享受生命

二 在召會中有真正的安息與滿足—產生建造

三 啟示的高峰帶進召會生活的高峰—基督召會

四 人人盡功用，彼此造就—正確聚會

五 七靈啟示

六 移民開展



一九六九年主恢復在美國的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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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關於

生命的重要啟示

享受
生命



享受
生命



1969年的背景：
在基督教裡說到神聖生命大

部分教師沒有說到喫主、喝

主、呼吸主，所以他們不曉

得如何實際的接觸生命。

聖經中關於
生命的重要啟示：

整本聖經給我們看見，神從

起初的心意，就是要人接受

祂這神聖的生命，使人在宇

宙中成為神的彰顯。

享受
生命



享受
生命 關於生命的四方面：

喫

氣息

喝

建造



生命樹

(伊甸園)

羊羔

(埃及)

嗎哪

(曠野)

美地出產

(迦南)

享受
生命 舊約各階段的喫：



藉著復活的基督，苦水變甜(瑪拉)。(出十五25)

喝基督這靈磐石(瑪撒)。(出十七章)

吩咐磐石，喝活水(加低斯)。(民二十1-13)

挖去泥土，享受基督作泉源(比珥)。(民二十一16-18)

呼求主，喝活水(利希)。(士十五18)

享受
生命 關於舊約的喝--個人的經歷



享受
生命

關於舊約的喝—

團體的經歷

喝活水總是與神的殿與神的城有關。基督這活水的泉源

乃是在召會中。在召會中，有生命水河常時的湧流。

詩篇三十六篇八節說，『他們必因你殿裡的肥
甘，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



享受
生命 新約的思想：



在創世記裏首先題到生命和種子，在啟示錄裏有種子的收成。

在創世記和啟示錄之間有撒種、種子的生長、以及從這生長

而來生命裏的變化，這變化是為著神的建造。

享受
生命 關於生命的種子：



經歷基督作生命
為著召會的建造

享受
生命
產生
建造



壹 生命與建造的關係

一、基督作生命為著召會生活（約一4。）

1.主是生命，我們必須接受祂。（約一12~13。）我們有了祂就有生
命。（約壹五11~12。）

2.在約翰十章十節主說，『我來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並且得
的更豐盛。』

3.生命乃是神自己，在成為那靈的基督湧流，為著召會生活。（約一1，
林後三17上。）

產生
建造



壹 生命與建造的關係

二、神在我們裏面長大為著建造（西二19。）

1.召會乃是神的農場，為要生長基督。（林前三9。）

2.神在農場上的生長，乃是為著建造。（林前三9。）

3.召會是由在生命裏的長大而建造的。 （西二19。）

產生
建造



貳 從哥林多前後書的四條線來看
在生命裏的長大，為著召會的建造。

基督的身體是以基督的增長和發展，不是以道理的增加或恩

賜的發展而得建造的。建造基督身體的路，不在哥林多前書

裏，乃在哥林多後書裏。

產生
建造



一 頭一條線是基督的線

1.哥林多前書中道理上的基督:

說到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一24。）榮耀的主、神的深奧（二8、

10。）根基（三11。）逾越節和無酵餅。（五7~8。）靈食、靈水和靈盤石

（十3~4。）頭（十一30。）身體（十二12。）初熟的果子（十五20、23。）

第二個人（47。）末後的亞當，以及賜生命的靈。（45。）

產生
建造



一 頭一條線是基督的線

2.哥林多後書中經歷上的基督:

說到基督是那是的（一19。）基督的俘虜（二14。）基督的信（三3。）

基督的鏡子（三18。）瓦器裏的寶貝（四7。）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向基

督活著（五14、15。）神在基督裏的義（五21。）基督的溫柔與和藹

（十1。）將各樣的思想擄來，使其順從基督（十5。）基督的童女（十

一2。）基督的真實（十一11。）基督的恩典（十二9。）基督在我們裏

面說話（十三3。）在基督裏輭弱，使祂能在我們裏面有大能（十三4。）

基督的恩典、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我們眾人同在（十三14。）從後書

給我們看見基督的線，在經歷上極其豐富且大得發展。

產生
建造



二、第二條線是恩賜的線

1.在前書這條線不是那麼積極，反而就一面意義說這條線可

看作是消極的。因為若專注於恩賜，就會造成分裂。

產生
建造



二、第二條線是恩賜的線

2.到了後書，恩賜的線由職事的線所取代，職事是一個人藉著

苦難，經歷基督的豐富，而在裏面產生的。苦難把祝福帶給

你，並為你產生職事。因為惟有生命的職事，纔能建造召會。

產生
建造



三 第三條線是靈的線

1.前書中道理上的那靈:

二章告訴我們，那靈將神深奧的事啟示給我們（10。）那靈

住在我們裏面。（三16。）那靈的恩賜（十二4~11。）在

那靈裏受浸，且得以喝一位靈。（13。）十五章啟示，基督

這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45下。）在前書，這些

方面被題到時都缺少經歷。

產生
建造



三 第三條線是靈的線

2.後書中經歷上的那靈:

後書是一本傳輸的書。那靈的傳輸就是將施膏的靈。(一21。)、蓋印

的靈、作質的靈(22。)、書寫的靈(三3。)、賜人生命的靈(6。)、供

職的靈(8。)、 使人自由的靈(17。)、變化的靈(18。)、以及傳輸的靈

(十三14。)、都傳輸到我們裏面，我們就能經歷膏油塗抹的運行。日

復一日，我們若只照著這膏油塗抹生活行動並行事為人，神就要多而

又多的加進我們裏面，分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能實行正確的召會生

活，而在生命裏長大，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

產生
建造



四 第四條線乃是召會的線

1.前書是保羅寫給在哥林多地方召會的書信。（一 2。）

產生
建造



四 第四條線乃是召會的線

2.後書保羅著重強調眾地方召會。因為眾地方召會，是我們享受基督作我們

的滋養，使我們能得著生命，能在生命裏長大，好在生命裏成熟的地方。

3.我們需要藉著認識眾召會而進步。就是要從認識以弗所書裏的召會，往前

到認識哥林多後書裏的眾召會。我們必須有眾召會。

4.我們都需要認識眾召會，而為著眾地方召會完全獻上自己，以建造基督的

身體。

產生
建造



負擔的話:

1.神在這宇宙中的願望，乃是要產生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2.今天主的心意乃是要恢復正確的召會生活。

3.我們都需要在生命裏長大，好使我們有更多的職事，來建

造召會。

產生
建造



詩篇中所啟示並豫表的
基督與召會

產生
建造
基督
召會



詩篇主題

敬虔之人藉著讚美、禱告、

並歡騰的歌唱，尋求並接觸神，

所表達的情緒、感覺、

感想和經歷。

基督
召會



詩篇的結構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開始於默想耶和華的律法

開始於詩人的魂切慕神，如鹿切慕溪水

開始於論到神是我們的業分

開始於神作我們的居所

開始於讚美耶和華

基督
召會



詩篇這五卷的發展，是照著

一個絕妙的進程和演變。

詩篇像一個階梯有五層臺階，

以漸進的方式，把我們帶到

更高的啟示中。

詩篇的發展
基督
召會



卷一包含一至四十一篇
指明神的心意是要將尋求的聖徒從律法轉向基督，
使他們能享受神的家─召會。

“

篇數 啟示

一至二篇 基督與律法相對

三至八篇 基督－人類問題的答案

九至十六篇 基督－與神同在的一位

十七篇至二十二篇 釘十字架的基督

二十三篇至二十四篇 復活的基督，牧者，要來的王

二十五至四十一篇 基督帶我們進入殿中

基督
召會



卷二包含四十二至七十二篇
指明聖徒藉著這位受苦、被高舉、並掌權的基督，
經歷神與祂的家和城。

“

結
束

開
始

我從前與眾人同往，用歡呼讚

美的聲音，領他們到神的殿裡，

大家守節；我追想這些事，就

倒出裡面的魂，極其悲傷。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神，以色

列的神，是當受頌讚的，祂

榮耀的名也當受頌讚，直到

永遠；願祂的榮耀充滿全地。

阿們，阿們。

四二

4

七二

19

篇數 啟示

四十二至四十五篇 基督在殿中更為寶貴

四十六至四十八篇 基督是我們所經歷並在城中掌權的神而王者

四十九至六十七篇 藉著基督享受神的殿和城

六十八篇 基督在升天裡的成就為著建造神的殿

六十九至七十二篇 受苦的基督在全地掌權

基督
召會



卷三包含七十三至八十九篇
指明聖徒在經歷中領悟，神的家和城連同其中一
切的享受，惟有藉著神子民正確的珍賞並高舉基
督，才得蒙保守並維持。

“

”

結
束

開
始

我見惡人興旺，就嫉妒狂傲

人。 ... 看哪，這些就是惡人；

他們常 享安逸 ，積聚財

寶。 ... 等我進了神的聖所，

我才看清他們的結局。

要使祂的左手伸到海上，右

手伸到河上。 ... 我也要立

祂為長子，為地上最高的君

王。…耶和華是當受頌讚的，

直到永遠。 阿們，阿們。

七三
3、12、17

八九
27、52

篇數 啟示

七十三至七十六篇 神殿的荒涼與基督作解答

七十七至八十三篇 復興的路－高舉基督

八十四篇 聖徒們對神的殿同基督的愛

八十五至八十九篇 神的心在於錫安同基督

基督
召會



卷四包含九十至一百零六篇
指明聖徒即聯於基督，就與神是一，使神藉著在
祂的家和城裡的基督，恢復祂對於地的主權。

“

結
束

開
始

主阿，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

所。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

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

你是神。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從亙古

直到永遠，是當受頌贊的。

願眾民都說，阿們。 阿利

路亞。

九十

1~2

一〇六

48

篇數 啟示

九十至九十二篇 在神的居所中與神是一

九十三至一百零一篇 神對全地主權的恢復

一百零二至一百零六篇 藉著錫安，地轉向主

基督
召會



卷五包含一百零七至一百五十篇
指明這些詩啟示神的家和城成為聖徒的讚美、安全和
願望，並且基督藉著神的家和城，來做王治理全地。

“

結
束

開
始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

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

華。阿利路亞！

一〇七

1

一五〇

6

篇數 啟示

一百零七至一百一十篇 對基督最高的啟示

一百一十一至一百二十五篇 為著建造的基督

一百二十六至一百三十四篇 耶和華對錫安豐盛的祝福

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四十五篇 聖徒們的讚美轉向國度

一百四十六至一百五十篇 終結的讚美

基督
召會



 詩2:6

 詩2:7

 詩27:4

 詩48:2

 詩72:8

耶和華]說，我已經立我的王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受膏者…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

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裡求問。

…大君王的城，居高華美，為全地所喜悅。

祂要執掌權柄，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

基
督—

殿—

城—

地

說
到
四
個
主
要
的
點
：

詩
篇
以
美
妙
的
次
序

詩篇的要點
基督
召會



如何聚會

基督
召會
正確
聚會



在復活後，門徒立刻成了一班聚會的人

一馬利亞，（約二十14～18，）

二幾個姊妹，（太二八8～10，路二四9～11，）

三兩個弟兄，（13～31，）

四所有的門徒聚集。（約二十19～23，路二四36～49。）

從那日起，主或是顯明的同在，或是隱密的同在，門徒都不斷

的來在一起聚集。

正確
聚會



聚會的目的

『祂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裡你們要看見

祂。』（太二八7。）

每一次的聚集，我們惟一的目的就是遇見我們的

主耶穌。

正確
聚會



同著升天的基督一同聚會

『祂既被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領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

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徒二33

在升天裡，基督作為那靈澆灌下來。所以每次的聚集，我們都

需要憑著信心站在升天的地位裡盡功用，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

每一個人都必須儆醒，隨時預備好站起來用剛強的靈為主說話。

正確
聚會



建立操練靈的習慣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林前六17。）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45下。）

我們都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操練一件事：運用我們的靈來接觸

主。這樣，來到聚會中，由於我們運用靈的習慣，我們就有

膽量站起來為基督申言。

正確
聚會



在聚會中釋放並展示我們的靈

今天主作為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45)，乃是住在我們的靈裏。

當我們在聚會中釋放靈盡功用，就是在展示我們的靈。但這

不是僅僅說話或釋放信息才能展示我們的靈。在聚會中，說

話的人需要在靈裏說，聽的人在靈裏聽，我們一同展示我們

的靈；這對主是榮耀，對仇敵是真正的羞辱。

正確
聚會



唱詩讚美神

『…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

或有啟示，或有…』 (林前十四26)

第一項就是詩歌，所以詩歌是聚會中基本的功用，這裏的詩

歌是指著唱詩讚美。我們的讚美必須有基督為其內容，我們

必須用基督，用祂所是和所成就的一切來讚美神。

正確
聚會



那靈的進程與七靈的啟示

正確
聚會
七靈
啟示



李弟兄在美國那靈啟示與操練的進程

一九六三年 啟蒙時期

一九六四年 深入時期

一九六五年 神要人喫喝享受祂

一九六六年 用靈禱讀喫主話

一九六七年 呼求主名享受主

一九六八年 操練靈說主的話

七靈
啟示



一九六九年 七靈

一九六九年夏天，在伊利城的特會中恢復了七靈這件事。有一天

我在往特會聚會的途中，仍然不知道該繼續講些甚麼。我往會所

走的時候，『七靈』這名稱臨到了我。…我釋放了信息以後，一

位弟兄告訴我，在他聽我釋放的所有信息中，這一篇是最活的。

一九六九年的訓練期間，乃是主的恢復在美國的最高點。那些信

息是七靈這題目的延續。

七靈
啟示



時代的轉變--轉到加強之靈的時代

在馬太福音，第一是父，第二是子，第三是靈。但在啟示錄乃

是父、靈，然後是子。在福音書裡，子是第二位；但在啟示錄

裡，靈成了第二位。我必須再重複說，時代轉變了。時代已轉

到靈。

我們今日是活在馬太福音的日子呢，還是活在啟示錄的日子？

毫無疑問的，我們是在啟示錄的日子，並且是在啟示錄末了的

日子。

七靈
啟示



時代的轉變--轉到加強之靈的時代

時代已轉到那靈；因此我們需要轉。許多人談論很多關於召會

的事，但他們從來沒有轉。要看見地方召會與加強的靈，我們

需要轉。

哦，今天我們何等需要轉！我們需要從道理轉到七倍的靈。我

們需要從教訓轉到七倍的靈。我們需要從宗教轉到七倍的靈。

我們需要從基督教的傳統轉到七倍的靈。我們需要從我們所知

道的轉到七倍的靈。

七靈
啟示



啟示錄中那靈的啟示

這靈乃是七倍的靈--啟一4下

七靈
啟示

『…願恩典與平安，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從祂寶座前的七靈，並
從那忠信的見證人、死人中的首生者、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歸
與你們。』啟一4下~5上



啟示錄中那靈的啟示

這靈乃是七倍的靈--啟一4下

七靈是七燈，為著焚燒與照亮--啟四5下

七靈
啟示

『…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啟四5下



啟示錄中那靈的啟示

這靈乃是七倍的靈--啟一4下

七靈是七燈，為著焚燒與照亮--啟四5下

七靈是羔羊的七眼--啟五6

七靈
啟示

『…有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有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靈，
奉差遣往全地去的。』啟五6下



啟示錄中那靈的啟示

這靈乃是七倍的靈--啟一4下

七靈是七燈，為著焚燒與照亮--啟四5下

七靈是羔羊的七眼--啟五6

七靈是說話的靈--啟二7

七靈
啟示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啟二7



啟示錄中那靈的啟示

這靈乃是七倍的靈--啟一4下

七靈是七燈，為著焚燒與照亮--啟四5下

七靈是羔羊的七眼--啟五6

七靈是說話的靈--啟二7

寶座前的七靈--啟一4下

七靈
啟示

『…願恩典與平安，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從祂寶座前的七靈，並
從那忠信的見證人、死人中的首生者、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歸
與你們。』啟一4下~5上



啟示錄中那靈的啟示

這靈乃是七倍的靈--啟一4下

七靈是七燈，為著焚燒與照亮--啟四5下

七靈是羔羊的七眼--啟五6

七靈是說話的靈--啟二7

寶座前的七靈--啟一4下

七靈
啟示



七靈是為著眾地方召會

這七倍的靈乃是為著眾地方召會的。…一靈成了七靈。這目的

乃是為著眾地方召會。這不是為你我個人，也不是為天上的召

會，乃是為地上的眾地方召會。…七倍的靈不是為著任何個人，

也不是為著所謂的宇宙召會，乃是為著地上的眾地方召會。

七靈
啟示



七靈是為著眾地方召會

我們若要被燒著，並且一直燒著，就必須在地方召會裡。

要領受任何事物，必須在一個對的地位上。主不改變祂的地

位；必須改變的是我們。正確的地位是在地方召會裡，因為

主寫信給眾地方召會。

我們必須在地方召會裡。這不是一件小可的事，因為啟示錄

清楚的告訴我們，七倍的靈是為著眾地方召會。

七靈
啟示



地方召會的潮流

讓我告訴你們我心上的事，我靈裡深處的故事。已過六年間，

我周遊美國各處所見，使我深深相信主正在美國全地作事。

祂從西岸作到東岸，為要興起眾地方召會。

沒有人能抵擋這潮流。這是主的作為，是主的行動；這不是

人的運動。在主回來以前，祂必須在各個地方恢復召會生活；

祂必須建造眾地方召會。我十分有把握的說，主要用美國來

為著這個目的。

七靈
啟示



地方召會的潮流

『在這實行之後，再會有什麼事呢？我信主就要回來。主要

藉著恢復地方召會，恢復召會生活的實行，來預備祂的新

婦。…神在基督裡，基督在召會裡，召會在眾地方召會裡。

因此，要跟上時代就要跟上地方召會！我們必須在地方召會

裡！這是神所命定的路。』

七靈
啟示



地方召會是我們該在的地方

地方召會乃是現今要達到新耶路撒冷的踏腳石。我信所有的

地方召會都是新耶路撒冷今日的入口。我們若不經過開頭，

怎能達到終點呢？地方召會是在啟示錄前三章裡，而新耶路

撒冷是在末了兩章裡。要想跳過這個起頭是不可能的。我們

必須在地方召會裡，好叫我們被建造、受訓練、學功課、並

在生命中長進。阿利路亞！讚美主！祂已使我們看見地方召

會！

七靈
啟示



關於移民的交通

七靈
啟示
移民
開展



移民的歷史

耶路撒冷的召會是由移民所產生的。

十五世紀，福音是藉移民傳到美國的。

西教士也是藉著移民將福音傳到中國。

我們中間第一次的移民是1943年4月，

70人移民到內蒙古，30人移民東北。

移民
開展



李弟兄關於移民的交通

第一、移民就是門徒的去

第二、藉著移民擴展主的恢復

第三、以主恢復的路建立召會生活

第四、受訓練為著身體的建造而移民

移民
開展



當時美國的局勢

第一、全美國各大城市都有尋求者

第二、很容易從一州搬到另一州

第三、在都市裏有很多的職位空缺

世界的局勢，總是為著神的行動效力

移民
開展



為著移民的預備

1.花時間受訓練

2.學習如何接觸人(福音的傳揚)

3.學習幫助人(牧養的操練)

4.需要有充分的禱告

5.需要找一分工作(為著能不累著聖徒們)  

移民
開展



為著移民的帶領

1.先聚集，再出去。

2.實行弟兄相愛。

3.在中心都市有強的見證。

4.將召會生活擴展至全國各地的戰略城市。

5.美國要做為中心基地，從這裡將主的恢復擴展到
全地。

移民
開展



為著移民的提醒

1.我們為著移民的預備必須在身體裡。

2.我們移民的方式必須在身體裡。

3.我們在各地所作的見證必須在身體裡。

移民
開展



移民的目標

1.擴展主的恢復。

2.召會生活完滿的恢復(正確的立場)。

3.各地的召會生活作神團體的見證。

移民
開展



主在聖徒裡面的的預備
到了明年(1970年)，會有兩百多位親愛的聖徒，

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滿五年了。我可以為這些親

愛的聖徒們見證，他們的心、靈、和全人都是百

分之百為著主在地方召會中的行動。他們“前途

毀了”，他們被主俘擄了，並且已經把自己絕對

的賣給主的行動。所以我們感覺，移民的時機快

要來到。(P295) 

移民
開展



1970年移民的行動

1970年

約300位大人+400位兒童移民到以下五個城市

休士頓、西雅圖、亞克朗、

亞特蘭大、芝加哥

移民
開展



第一次
約80人移民到休士頓

第二次
70人移民到西雅圖

第三次
80人移民到亞克朗

第四次
40人移民到亞特蘭大

第五次
40多人移民到芝加哥



1971年移民的行動

1971年

大人+小孩約300人移民到以下六個城市

達拉斯、底特律、聖荷西、

聖地牙哥、波特蘭、斯波坎

移民
開展



超過25人
移民到達拉斯

亞克朗10人
芝加哥4人

聖塔克魯斯2人
洛杉磯2人

移民到底特律

30位青年人
從海報灘移民到聖荷西

30多人
移民到聖地牙哥

西雅圖約15人，洛杉磯約4個家
移民到波特蘭

有些聖徒移民到斯波坎

有些聖徒移民到多倫多



1970，1971年移民的行動

兩年來大人+小孩約1000人
移民到以下十一個城市

達拉斯、底特律、聖荷西、聖地牙哥、
波特蘭、斯波坎、休士頓、西雅圖、

亞克朗、亞特蘭大、芝加哥

移民
開展



享受

生命

產生

建造

基督

召會

正確

聚會

七靈

啟示

移民

開展



2018年
台南市召會繁增年

每個大區要增出一個小區

願
我們的心、靈、和全人

都被主俘擄了
百分之百為著主
在召會中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