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箴29:18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爲有福。 

徒26: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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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因素二：緊緊跟隨那藉着時付的職事所得時付完整的異象 
(The Factor of Closely Following the/this Completed Vision of 

the/that Age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the Age) 

緊緊跟隨—是態度。 

時付完整的異象—是目標。 

時付的職事—是路也是眼。 

職事乃是依據異象而來—是關鍵。 

誰是時付的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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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緊緊跟隨各時付的職事得著這時付完整的異象 

Vit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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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實行的異象與具體步驟 

3111 時付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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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1 誇口固然無益，但我是不得已的。我要來 

                 說主的異象和啟示。 



每一個時付都有那個時付的異象(the vision of that age)，我們旣然藉
着(through)時付的職事，得着(have)時付完整的(completed)異象，就
必須(need to)照着這時付的異象事奉神，並緊緊跟隨(closely follow)這
異象(this vision)—徒二六19，弗一17，三9，提前四6： 

徒26: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弗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啓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識 
            祂； 

弗3:9 並將那歷世歷付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提前4:6 你將這些事題醒弟兄們，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在信仰的話，並你向來所緊緊 
               跟隨善美教訓的話上，得了餧養。  

今天我們能同心合意 (can be in one accord)，乃是因爲我們只有一個異象，就是
搆上時付(up-todate)、承繼一切的(all-inheriting)異象，也就是神永遠經綸的異象。 

提前1: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教導與神的 
               經綸不同的事，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裏 
               的經綸並無助益。 

羅15:6 使你們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榮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 

林前1:10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懇求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有 
                分裂，只要在一樣的心思和一樣的意見裏，彼此和諧。 

徒26: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腓3: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爲自己已經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腓3:14  向著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召我向上去得的獎賞。 

※跟隨時代職事所得異象的重要性—同心合意/受管制/不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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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管制(治理)的異象(The governing vision)，乃是神永遠經綸的屬天異象，
就是神永遠的目的同祂心頭的願望，要將祂自己在祂神聖的三一裏，作爲父在
子裏藉着那靈，分賜(dispense)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作他們的生命和性情，使
他們與祂一樣(the same)，作祂的複製(duplication)，成爲一個生機體，基督的身
體，就是新人，作神的豐滿，神的彰顯，這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弗1:10 爲著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 

             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弗3:2 諒必(If indeed)你們曾聽見那爲著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管家職分 [the stewardship 

             (RV) / the administration (DARBY) 行政管理 / the dispensation (KJV) 分配)]， 

弗3:9 並將那歷世歷付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 [(the economy (RV) / 

             the administration (DARBY) / the fellowship (KJV)]，向眾人照明， 

弗3: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 

啓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 

            都寫在他上面。 

啓3: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 

            一樣。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 

            丈夫。 

『我〔李弟兄〕告訴倪弟兄：「就是你不走這條路，我還要走這條路；我不會
因你而走，也不會因你而不走。我看見這條路是主的路，這是個異象。」』
（時付的異象，五三頁。）(事奉主者是跟隨著異象而不是跟隨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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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給祂當前(present)恢復的異象，乃是神永遠經綸包羅萬有的異象 

及(with)其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的異象： 
箴29:18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爲有福。 

徒22:15 因爲你要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向萬人爲祂作見證。 

徒26: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 

            丈夫。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整本)聖經向我們所啓示的，其總和乃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聖經整
個啓示的全部組成—創二八10～22，約一1，14，29，32，42，51，啓二一3，22。 

創28:12 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頂通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 

創28:17 他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門。 

創28:19 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城起先名叫路斯。 

約1: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 

約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 

            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約1: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約1:51 又對他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 

            子身上。 

啓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他們 

            要作祂的百姓，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啓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爲城的殿。 

※主當前恢復的異象—達到新耶路撒冷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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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活出(living out)新耶路撒冷，就是成爲(to become)新耶路撒冷；我們作出
(working out)新耶路撒冷，就是憑湧流的三一神建造(to build)新耶路撒冷—耶二

13，約四14下，七37～39，啓二二1～2上。(源、泉、川直湧入永遠的生命) 
啓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 

             座流出來。(神的寶座該成為基督徒生活的中心) 

每一個地方召會該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每一個信徒該是『小新耶路撒冷』；
凡歸屬於新耶路撒冷的，都該是我們團體和個人的經歷—二一3，22～23，二二1

～2，14，17，三12。 

新耶路撒冷是神完整救恩的具體表現，有其法理和生機的方面—羅五10，啓二

二14： 
羅5:10 因爲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 (法理)，旣已和好，就更要 

             在祂的生命裏得救了 (生機)。 

啓22:14 那些洗淨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應許) 

• 神完滿的救恩，乃是以神的義爲基礎，並以神的生命爲完成所組成。 
羅1:17 因爲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信顯示與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 
            著。』 
羅5:21 使罪怎樣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樣藉著義作王，叫人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遠 
            的生命。 
路15:22 父親卻吩咐奴僕說，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 
               穿在他腳上，(法理) 
路15:23 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讓我們喫喝快樂。(生機) 
耶23:5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衞興起一個公義的苗；祂必作王掌權…。 
耶31: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 
               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來八10) 6 



• 整個新耶路撒冷乃是生命建造在義之根基上的事—啓二一14，19～20，二二1，參創九
8～17，詩八九14。 

詩89:14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真實，行在你面前。 

啓21:14 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十二個名字。 

啓21:19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瑪瑙， 

             第四是綠寶石， 

啓21: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黃玉，第 

               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啓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 

            流出來。 

創9:13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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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經歷(活出)神生機救恩的每一段，我們就一層一層的爬上去 (go up level 

 by level)，直到我們成爲(until we become) (in, 在)新耶路撒冷裏的人—羅五10，17 

，21，八10，6，11，啓二二1～2，參耶十八15，彌五2： 
• 我們得了重生，有分於神的生命，成爲神的種類，神的兒女，得着神兒子的名分—約
一12～13，啓二一7，二二14下。 

啓21:7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爲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he will be a son to Me)。 

• 我們成爲聖別，有分於神的性情，成爲與聖城一樣的聖—帖前五23，弗五26。 

• 我們得以更新，有分於神的心思，成爲與新耶路撒冷一樣的新—林後四16，弗四23。 

弗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 我們被變化，有分於神的所是，被作爲金、銀(珍珠)、和寶石的三一神所構成—林前
三12，林後三18，羅十二2，啓二一18～21。(新陳代謝的過程—神之所是頂替天然) 

啓21:18 牆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純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 

啓21:19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瑪瑙， 

              第四是綠寶石， 

啓21: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黃玉，第 

               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啓21:21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一個門各自是一顆珍珠造的，城內的街道是純金，好 

                像透明的玻璃。 

• 我們被模成神長子的形像，有分於神的形像，得有新耶路撒冷顯出的樣子—羅八28～
29，啓二一11，四3。 

啓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子好 

           像綠寶石。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 我們被榮化，有分於神的榮耀，得以完全被新耶路撒冷的榮耀所充滿—羅八21，腓三
21，啓二一11。 8 



活出並作出新耶路撒冷，乃是照着新約獨一的職事(就是時付的
職事)之內在素質與總和，活出並作出神完整的救恩，爲着基督
身體的實際和新的復興—腓一19，二13，羅五10，林後四1，弗四11～12，16： 

那靈的職事乃是新約的職事，以活神的靈爲神聖奧祕的『墨』，書寫在我們心
上，而使我們成爲神，把我們作成基督的活信—這是(達到)神聖啓示的最高
峯 —林後三3，6，8，18，四1，賽四二6，四九6，詩四五1～2： 

林後3:3 你們顯明是基督的信，由我們供職所寫的，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神的靈寫的，不 

               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肉版，就是心上。 

林後3:8 何況那靈的職事，豈不更帶著榮光？ 

林後3:18 但我們眾人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 

                 化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 藉着那靈的職事，我們被『基督化』，成爲生命的城和基督的新婦；因此，那靈作爲
終極完成的三一神，與新婦作爲變化過的三部分召會，成爲婚配，過神人調爲一靈、
卓越絕頂、福樂洋溢的生活—羅五10，啓二7，二二1～2，17上。 

啓22:17 那靈和新婦說，來！…(呼召) 

• 我們若要被構成爲新約的執事，以建造基督的身體，就必須經歷哥林多後書中包羅萬
有之靈的各個方面—施膏的靈、印塗的靈、作質的靈、（一21～22，五5、）書寫的靈 

、（三3、）賜生命的靈、（6、）供職的靈、（8、）使人自由的靈、（17、）變化人
的靈、（18、）和傳輸的靈。（十三14。） 

林後1:22 祂旣印了我們，又賜那靈在我們心裏作質。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爲那字 

                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新約職事/時代職事三方面—那靈、稱義、和好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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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職事乃是基督的職事，祂是我們客觀的義，使我們得稱義，也是我們主觀
的(得稱)義，藉那靈變化的工作，『刺繡』到我們裏面，使我們活出基督，並
作基督真正的彰顯—這就是(進入)神人生活—三9，詩四五13～14，羅八4，詩
二三3： 

林後3:9 若定罪的職事有榮光，那稱義的職事，就越發充盈著榮光了。 

詩45:13 女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她 (王后, 召會)的衣服是用金線交織成的。 

詩45:14 她要穿刺繡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隨從她的陪伴童女(信徒)，也要被帶到你面前。 

羅8: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 

• 藉着義的職事，我們接受基督作我們客觀的義，並享受祂作我們主觀的義，好使我們
成爲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裏作義的新造。 

林前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別 

                 和救贖， 

腓3: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裏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著信基督而 

           有的義，就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彼後3:13 但我們照祂的應許，期待新天新地，有義居住在其中。 

• 客觀的義(所賜給我們的基督)帶進恩典(我們所享受的基督)，而恩典帶進主觀的義(我
們所活出的基督)。[客觀的義恩典主觀的義] 

• 恩典的能力運行在我們裏面，產生主觀的義，使我們與神、與人、甚至與自己都是對
的；它不僅征服罪，也勝過在我們這人裏面的撒但、罪和死，使我們在生命中作王—

提後二1，羅五17，21。 

• 我們所接受，使我們得稱義的義是客觀的，使我們滿足公義之神的要求，而得勝聖徒
的義是主觀的，使他們滿足得勝基督的要求—啓二二14，十九7～8。 

啓19:7~8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 

                了。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得勝者) 10 



和好的職事乃是藉着赦罪使世人與基督和好的職事，爲着他們法理的救贖；也
是使信徒與基督和好的職事，使他們成爲活在靈裏，在至聖所裏的人，爲着他
們生機的救恩—這是按着神牧養人—來十三20： 

林後5:18 一切都是出於神，祂藉着基督使我們與祂自己和好，又將這和好的職事賜給我們； 

林後5:19 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祂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算給他們，且將這和 

                好的話語託付了我們。(第一步的和好—罪人與神和好) 

林後5:20 所以我們爲基督作了大使，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樣；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要 

               與神和好。(第二步的和好—幫助神的子民進入至聖所/靈裡的和好)(餧/牧養/代禱) 

• 主當前的恢復，乃是要把我們帶進詩篇二十三篇裏基督那是靈的牧養的實際裏，這是
在詩篇二十二篇裏基督救贖之死與產生召會之復活的結果，也是在詩篇二十四篇裏基
督來作王建立祂的國度，得以成就的因素。 

詩23: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詩23:2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詩22:8 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護他罷；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罷。 

詩24:7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阿，你們要被舉起；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 藉着和好的職事，我們被牧養到神裏面，享受祂作生命水的泉，使我們成爲永遠的錫
安這團體的至聖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啓七14，17，十四1，二一16，22，詩二十2 

，二四1，3，7～10，四八2，五十2，八七2，一二五1，結四八35下。 

• 和好的職事乃是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以牧養神的羣羊，爲要按照神
永遠的經綸，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約二一15～17，徒二十28～29 

，啓一12～13。 

約21:17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爲耶穌第三次對他說， 

               你愛我麼？就憂愁，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 

              他說，你餧養我的羊。 11 



主的恢復把我們帶回到(brings us back to)新約獨一的職事；這職事 

(this ministry)（林後三18，四1）有以下的特徵： 
林後3:18 但我們眾人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 
                化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林後4:1 因此，我們旣照所蒙的憐憫，受了這職事，就不喪膽， 
林後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一個貞潔的童女 
                獻給基督。 
林後11:3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著基督的單純和純潔，就像蛇用詭詐誘騙 
                了夏娃一樣。 

供應神經綸的健康教訓，並打那美好的仗，抵擋異議者那些不同且怪異的教訓 

，連同人天然熱心、天然感情、天然力量、天然才幹的凡火—提前一3～4，18，

來十三9，提後二1～15，利十1～11。 
徒20:29 我知道我離開以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 
提前1: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教導與神的 
               經綸不同的事， 
提後1:15 你知道所有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了我，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其尼。 

產生眾地方召會作金燈臺，成爲耶穌的見證，有同樣的素質、樣子和彰顯，並
且憑一位靈建造基督獨一的身體，把我們眾人成全到三一神的一裏—啓一10～
13，20，約十七23，弗四1～4，11～13，亞四6。 
豫備得勝者，使他們在基督這『君尊的住處』裏，並在眾地方召會這些『象牙
宮』裏，成爲(產生)基督的新婦，祂的『王后』，好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就
是『王宮』；把我們許配基督，激起我們在那向着基督的單純和純潔裏愛祂，
使我們成爲祂的王后—詩四五1～15，啓二一2，9～10，林後十一2～3。 

※新約職事/時代職事的九項特徵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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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應健康的教訓；二、產生耶穌的見證；三、豫備得勝者並產生基督新婦；四、有分
十字架受苦；五、幫助生命成熟長大；六、藉真理(話中之水)洗滌並牧養；七、高舉元首
基督；八、人人盡功用，實行神命定之路，傳國度的福音；九、帶進新的復興，活出並作
出新耶路撒冷。主恢復當前的實行－廣傳福音、餧養新人、教導真理、建造召會。 

加強我們，使我們得以在達到榮耀的途徑上，就是在十字架的路上，在基督受
苦的交通裏跟隨祂，使生命得着顯明和繁增—約十二24～26，西一24，林後四
10～11，16～18，十一23～33。 

將基督作爲恩典、真理、生命、和那靈分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得着對基督的
啓示，對基督有享受，並在生命中長大，好使我們在生命中得救，而在生命中
作王—一12，24，腓一25，羅五10，17。 

藉着真理的話，並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聖別我們；憑那是靈之基督顧惜並保
養的同在，牧養我們—約十七17，弗五26，29～30，啓一12～13。 

拆毀宗教階級制度，將我們調和爲一，使我們都成爲基督的弟兄、基督的奴僕
和基督的肢體，實際的成爲基督的一個身體；拆毀邱壇，惟獨高舉基督，使基
督在召會中作一切—太二三8～12，林前十二24，申十二1～3，林後四5，十3

～5，西三10～11。 

使我們眾人盡功用，實行神命定之路 (福家排區、生養教建)，並引領我們，使
我們無論羔羊往那裏去，都跟隨祂，好將國度的福音傳遍整個居人之地—羅十
二4～5，弗四11～12，啓十四4，太二四14。 

將我們帶進新的復興，活出新耶路撒冷並作出新耶路撒冷，好得着那作爲神經
綸最高峯之基督身體的實際—林後三6，8～9，五18～20，羅十二4～5，弗四4

～6，16。 

13 



人物 神給人的異象或仇敵的攔阻 備註 

舊 

 

 

 

 

 

 

 

約 

亞當 生命樹與善惡知識 創世記 

亞當 
(墮落後) 

有一位女人的後裔(基督)要來，替他們解決罪的問題，擊傷那
惡者(撒旦)的頭；同時給看見，人需要救贖，需要殺牲流血，
需要有皮子作衣服遮蓋。 

夏娃活(創三20) 

該隱得著 

亞伯虛空 

亞伯 
該隱 

活在父親的異象裡，看見神救贖的路人須靠犧牲流血纔能得神
的義遮蓋。該隱沒有拜偶像，也沒有事奉別神，但他的事奉是
在異象之外。 

創四1~16 

以挪士 
以挪士(意，脆弱必死的人)看見人的脆弱和虛無以及對神的需
要，藉呼求耶和華的名得享神的豐富。 

創四25~26 

以諾 承繼異象看見人他不能離開神，需要時刻與神同行。 創五21~24 

挪亞 
神給挪亞清楚看見，那個世付是完全敗壞了，所以祂要用水淹
滅、棄絕那個世付，因此祂要挪亞建造方舟。挪亞在那進一步
的異象裡生活、工作、事奉。 

創六章 

從亞伯拉
罕到約瑟 

亞伯拉罕看見神的呼召，神的應許，因信稱義，憑信而活，以
及活在與神的交通裡；在以撒看見恩典的承繼，安息與享受；
在雅各看見神的揀選，生命的變化，以及生命的成熟；在約瑟
看見生命成熟作王的一面。 

創十二１∼ 

五十26 

從摩西 
到大衛 

接著在摩西、亞倫、約書亞、士師們，我們也都有所看見。 
摩西五經、 

歷史書、詩歌書 

其他舊約
人物及眾
申言者等 

撒母耳(拿細耳人的自願奉獻)，取付了命定的祭司，結束了士
師時付，帶進國度時付。約伯、所羅門王、以斯拉、尼希米、
以斯帖、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但以理、何西阿、約珥、
阿摩司、俄巴底亞、約拿、彌迦、那鴻、哈巴谷、西番雅、哈
該、撒迦利亞、瑪拉基。 

歷史書 
大申言者書 
小申言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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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神給人的異象或仇敵的攔阻 備註 

新 
 
 
 
 
 
 
 
約 

撒迦利亞 

到了時候，我的話必然應驗；只因你不信，看哪，你必啞口不
能說話，直到這些事成就的日子。等他出來，不能和他們說話 
，他們就知道他在殿裏見了異象。他直向他們打手式，竟成了
啞吧。 

路1:20 
路1:22 

主耶穌和施
浸者約翰異
象的爭競 

施浸者約翰的職事乃是開路先鋒、引進主耶穌的職事。然而，
不知不覺間卻形成了『約翰教』而與主的職事起了爭競。後來
更成了亞波羅的難處。 

四福音書 

跟從主耶穌
之人的異象 

當主耶穌在地上盡職時，只有那些完全跟從祂的人，是承繼歷
付的異象而有構上時付的異象。 

四福音書 

五旬節 猶太信徒的靈浸、被新酒灌滿了 徒二1∼13 

在猶太地，
彼得一班同
工的職事 

彼得對猶太人的第一篇信息、召會生活的開始、彼得對猶太人
的第二篇信息。 

徒二14∼三26 

七位執事 被選立、服事聖徒、神話語的擴長與門徒的繁增  徒六1∼7 

司提反 司提反的見證與殉道 徒六8∼七60 

傳福音者 
腓利 腓利的傳揚 徒八4∼40 

亞拿尼亞 
+ 掃羅 掃羅的轉變 徒九1∼30 

哥尼流 
+ 彼得 傳福音傳向外邦人 

徒10:3 
徒10:17 

在外邦地，
藉著保羅一
班同工的職

事 

猶太教的難處 
耶路撒冷召會的難處 

巴拿巴的難處 
亞波羅的難處 
雅各的難處 

徒十二25∼ 
二八31 

使徒約翰 神異象的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其中末了也有生命樹) 啟示錄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