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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章節
作者／鐫刻者

以帖書第1∼15章
摩羅乃

李海離開耶路撒冷以後的紀年
年代（部分年代為約略估計。）

有關耶穌基督的重要教導

▲

圖表1：以帖書，尼腓一書至摩賽亞書

聖經書名 創世記 列王紀下

眾先知警告雅列人，除非他們悔改，否則他們
的民族必遭毀滅（見以帖書11：1-13）。

基督向雅列的哥哥顯現祂的 
靈體（見以帖書第3∼4章）。

雅列、他的哥哥、他們的家庭以及其他人（雅列人）離開 
巴別塔區域，前往新的地方（見以帖書第1∼2章）。

雅列人造平底船，渡過海洋前往美洲
大陸（見以帖書第2∼6章）。

艾基士組織祕密幫派 
（見以帖書第8章）。

以茂被膏立為王，他曾看見耶穌基督 
（見以帖書9：14-22）。

大飢荒和毒蛇使人民在主前謙抑自己
（見以帖書9：30-35）。

最後，血腥的內戰毀滅了雅列民族，只有柯林德茂 
和以帖活了下來（見以帖書第13∼15章）。

▲▲▲▲

摩爾門經
時代略影

主前2200年

以賽亞書

雅列人



尼腓一書第1∼22章
尼腓（李海之子）

尼腓二書第1∼33章

8

▲ ▲

2911

▲▲

柴雷罕拉人（繆萊克人）

30

▲

尼腓的人民
（尼腓人）

李海看見生命樹的異象 
（見尼腓一書第8章）。

李海預言彌賽亞（見 
尼腓一書10：3-15）。

尼腓得知神的紆尊
降貴（見尼腓一書
第11∼12章）。

尼腓預言基督被釘 
十字架（見尼腓一書
第19章）。

李海教導雅各關於神聖彌賽亞 
的事（見尼腓二書第2章）。

尼腓人與拉曼人分開 
（見尼腓二書5：1-7）。

尼腓和雅各教導並預言有關基督 
的事（見尼腓二書第6∼10章）。

耶路撒冷的眾先知警告人民，除非他們悔改， 
否則該城必遭毀滅（見尼腓一書1：4）。

主命令李海和他的家人前往應許地；他們便離開 
進入曠野（見尼腓一書2：1-6）。

李海的兒子回耶路撒冷取銅頁片 
（見尼腓一書第3∼4章）。

以實瑪利和他的家庭加入李海一家人，一起前往 
新大陸（見尼腓一書第7章；16：7-8）。

主賜給李海一個銅球，即羅盤 
（利阿賀拿），指引他們的旅程 
（見尼腓一書16：9-16）。

歷經八年之後，李海一家人抵達海邊 
（見尼腓一書17：1-6）。

主命令尼腓造一艘船。他們一家人渡越大海 
抵達美洲大陸（見尼腓一書第17∼18章）。

李海勸告並祝福他的後裔之後，就
去世了（見尼腓二書第1∼4章）。

主啟示李海，耶路撒冷已遭毀滅（見 
尼腓二書1：4；列王紀下第25章）。

尼腓撰寫了一套關於他人民的屬世歷史（尼腓大片） 
和一套神聖事務的紀錄（尼腓小片）。他命令這些頁片 
必須代代相傳下去（見尼腓一書19：1-6）。

尼腓的人民建了一
座聖殿，在尼腓地
昌盛起來（見尼腓
二書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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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西底家王的兒子繆萊克逃離耶路撒冷。主帶領他和他的人民 
到美洲大陸。雅列人中最後一位存活者柯林德茂，和他們一同
生活直到死亡（見奧姆乃書1：14-21；希拉曼書6：10； 
以帖書13：20-21）。

李海的家庭



以斯拉記 以斯帖記 尼希米記  瑪拉基書

雅各教導要獲得對基督
的希望（見摩爾門經 
雅各書第4章）。

尼腓闡述基督的教義（見
尼腓二書第31∼32章）。

以挪士書第1章
以挪士

雅各書第1∼7章 雅龍書第1章
雅龍

奧姆乃書1：1-22；26-29
奧姆乃 艾曼龍

40 55
主前559年

▲

179
420

▲
544

▲

許多邪惡的尼腓人被毀滅。 
艾曼龍把頁片交給弟弟凱密希 
（見奧姆乃書1：4-8）。

200
399

▲

238
361

▲

282
317

▲

凱密希

320
279

▲

書篇
作者

紀年

年代

有關耶穌基督的 
重要教導

聖經書名

拉曼人

尼腓人和拉曼人之間開始有戰事和紛爭
（見尼腓二書5：34）。

尼腓把頁片交給弟弟雅各之後
去世（見雅各書1：1-14）。

雅各對抗並駁斥反基督者歇雷 
（見雅各書7：1-23）。

雅各把頁片交給兒子以挪士 
之後去世（見雅各書7：27）。

尼腓人民悔改，並且屢次 
在戰爭中擊退拉曼人（見 
雅龍書1：3-13）。

尼腓的人民變得倔強。許多先知教導人們
要悔改。以挪士把小片交給他的兒子雅龍
之後去世（見以挪士書1：22-27；雅龍書
1：1-2）。

尼腓人民試圖使拉曼人恢復對神真正的信仰， 
但徒勞無功（見以挪士書1：20）。

尼腓人和拉曼人之間有許多戰爭和衝突 
（見雅龍書1：8-13）。

雅龍把頁片交給兒子奧姆乃之後
去世（見雅龍書1：14-15）。

在多年的戰爭和太平日子之後，
奧姆乃把頁片交給兒子艾曼龍 
（見奧姆乃書1：1-3）。

尼腓的人民 
（尼腓人）

柴雷罕拉人 
（繆萊克人）

雅各（尼腓的弟弟）



拉曼人

187
▲

178
▲

160
▲

147
▲

阿爾瑪奉耶穌基督的名為人施
洗，他的人民承諾要作基督的
證人（見摩賽亞書第18章）。

尼腓人

曾倪夫的人民

摩賽亞書第9∼10章
摩爾門

摩爾門語
摩爾門

摩賽亞書第11∼18章
摩爾門

奧姆乃書1：23-25；30
亞瑪力

便雅憫王和聖先知在柴雷罕拉地建立和平 
與正義（見摩爾門語1：13-18）。

挪亞王的一位祭司阿爾瑪由於阿賓納代的講道 
而歸信了主。他教導並為人們施洗 

（見摩賽亞書18：1-31）。

阿賓納頓把頁片 
傳給兒子亞瑪力 
（見奧姆乃書1： 
10-12）。

412 421 439 452
阿賓納頓 亞瑪力

凱密希把紀錄交給兒子
阿賓納頓（見奧姆乃書
1：9）。

摩賽亞得到主的 
警告，與那些聽從 

主的聲音的人 
逃向北方（奧姆乃書 
1：12-13；阿爾瑪書

22：27-34）。

摩賽亞發現柴雷罕拉人 
（繆萊克人）。摩賽亞成為

柴雷罕拉地的國王 
（見奧姆乃書1：12-19）。

一大群尼腓人離開柴雷罕拉地，想回尼腓地。經過
激烈的內部紛爭後，只剩下50人回到柴雷罕拉地 
（見奧姆乃書1：27-28；摩賽亞書9：1-2）。

曾倪夫率領另一群人回到尼腓地，開始與拉曼人 
和平共處（見摩賽亞書9：3-9）。

摩賽亞去世，他的兒子便雅憫成為國王。柴雷罕拉地的尼腓人
和拉曼人之間持續發生戰爭（見奧姆乃書1：23-24）。

亞瑪力把小片交給便雅憫王（見奧姆乃書
1：25；30；摩爾門語1：10）。

拉曼人攻打曾倪夫的人民（見摩賽亞書9：10-15）。

拉曼人再次攻打曾倪夫的人民。許多拉曼人死亡 
（見摩賽亞書10：1-20）。

主解救曾倪夫的人民，尼腓地再次有了和平 
（見摩賽亞書9：16-19）。

曾倪夫將王位傳給兒子挪亞（見摩賽亞書10：21-22；11：1）。

阿賓納代預言經由基督而來的救
贖（見摩賽亞書第13∼15章）。



主前145年
▲

124
▲

便雅憫王宣講， 
我們都虧欠基督（見 
摩賽亞書第2章）。

天使向便雅憫王 
啟示，基督的血 
將贖世人的罪（見 
摩賽亞書第3章）。

便雅憫王的人民成為
基督的兒女（見摩賽
亞書第4∼5章）。

阿爾瑪的人民

挪亞王的祭司

曾倪夫的人民

121
478475454

▲

尼腓人

作者

紀年

年代

有關耶穌基督的 
重要教導

聖經書名

摩爾門

便雅憫王教導人民，給他們新名稱，將王位 
傳給兒子摩賽亞（見摩賽亞書第1∼6章）。

艾蒙和其他15個人到尼腓地探查曾倪夫 
及其人民的音訊（見摩賽亞書7：1-7）。

有43個人尋找回到柴雷罕拉地的路。他們帶回一組24片的金頁片， 
也就是以帖頁片（見摩賽亞書8：7-18；21：25-28）。

艾蒙發現由林海王所領導的曾倪夫人民； 
他們受到拉曼人的奴役（見摩賽亞書7：8-16）。

艾蒙引領林海的人民回到柴雷罕拉地
（見摩賽亞書第22章）。

拉曼軍企圖尋找林海的人民，結果發現了
挪亞王邪惡的祭司（見摩賽亞書 

22：15-16；23：30-32）。

阿爾瑪和他的人民崇拜神，在希蘭地昌盛 
（見摩賽亞書23：3-20）。

主警告阿爾瑪帶著他的人民一起逃走。他們在一片新的
土地定居（見摩賽亞書18：32-34；23：1-5）。

挪亞王被殺。曾倪夫的人民遭到拉曼人奴役。 
挪亞王的兒子林海成為國王（見摩賽亞書19：10-29）。

基甸率眾對抗挪亞王（見摩賽亞書19：1-9；25：5）。

挪亞王邪惡的祭司逃入曠野，綁架拉曼人的女兒 
（見摩賽亞書19：21；20:1-5）。

拉曼人再度攻打曾倪夫的人民 
（見摩賽亞書19：6）。

拉曼人因有些女兒失蹤，而攻打曾倪夫的人民 
（見摩賽亞書20：6-7）。

拉曼人擊潰林海的人民，但是林海的人民 
在主面前謙抑自己（見摩賽亞書21：1-22）。

林海的人民將拉曼人趕出他們的土地
（見摩賽亞書20：8-26）。

摩賽亞書第1∼8章；第19∼29章書篇



拉曼人

阿爾瑪學到悔改和 
經由基督而來的寬恕 

（見摩賽亞書第26章）。

小阿爾瑪學到每個人 
都必須從神而生（見摩
賽亞書第27章）。

479
120

▲
92
▲

91
508507

▲

阿爾瑪和他的人民被拉曼人 
奴役（見摩賽亞書23：29， 

36-39；24：1-9）。

摩賽亞王、林海王和阿爾瑪的人民聯合起來， 
在柴雷罕拉地共同組成尼腓人的民族。 

阿爾瑪在全地建立基督的教會（見摩賽亞書第25章）。

摩賽亞王翻譯以帖片，並向人民宣讀 
這些頁片（見摩賽亞書28：10-19）。

摩賽亞王准許他的兒子和其他人到 
拉曼人中傳福音。他們啟程傳道，為期14年。 
（見摩賽亞書28：1-9；阿爾瑪書17：4）。

祭司和他們的家人成為拉曼人的領袖 
（見摩賽亞書23：33-35，39）。

拉曼軍在尋找尼腓地時，發現了
阿爾瑪和他的人民（見摩賽亞書
23：21-28，35）。

許多人被不信者誤導而犯罪。阿爾瑪得到
主的指示，知道該如何審判犯罪者及整頓
教會（見摩賽亞書第26章）。

天使向小阿爾瑪和摩賽亞的兒子們顯現， 
使他們悔改、不再迫害教會。他們開始 
彌補他們在靈性方面所造成的傷害 
（見摩賽亞書第27章）。

人民開始根據法官的統治時間來紀年。
阿爾瑪和摩賽亞王去世（見摩賽亞書 
29：45-47；阿爾瑪書1：1）。

摩賽亞王提議推選法官來治理人民。 
人民同意，小阿爾瑪被推選為第一任首席法官
（見摩賽亞書第29章）。

摩賽亞王將所有的紀錄交給小阿爾瑪，立他為大祭司，
管理教會的事務（見摩賽亞書第28∼29章）。

阿爾瑪和他的人民祈求能獲得拯救。主答覆 
他們的禱告，他們順利逃走，抵達柴雷罕拉地
（見摩賽亞書24：10-25）。



書名／章節
作者/鐫刻者

摩賽亞書第28∼29章阿爾瑪書第1∼44章
摩爾門 摩爾門

法官統治
年代（部分年代為約略估計。） 主前 92年 91

有關耶穌基督的重要教導

90 87 85
▲ ▲ ▲

2 5

▲

7

▲

圖表2：從阿爾瑪書到摩爾門書和摩羅乃書

聖經書名

尼腓人

拉曼人

安太尼腓李海人

小阿爾瑪問人民， 
在屬靈方面是否 
已從神而生（見 

阿爾瑪書第5章）。

人民開始根據法官統治的時間來紀年。 
阿爾瑪和摩賽亞王去世（見摩賽亞書 
29：44-47；阿爾瑪書1：1）。

摩賽亞王准許他的兒子和其他人到拉曼人
當中傳福音。他們啟程傳道，為期大約 

14年（見摩賽亞書28：1-9）。

尼賀鼓吹祭司權術，殺害基甸，最後因罪 
被處死。儘管有內部紛爭和來自不信者的 
迫害，教會依然昌盛（見阿爾瑪書第1章）。

愛姆立沙意圖為王，遭民意拒絕。 
內戰爆發，愛姆立沙和他的支持者 
被擊退（見阿爾瑪書2：1-19）。

主加強了尼腓人的力量，使他們在 
兩場大戰中擊敗拉曼人（見阿爾瑪書 
2：27∼3：27）。

摩賽亞的兒子們在拉曼地
分頭進行；艾蒙去了以實
瑪利地，亞倫前往耶路撒
冷城（見阿爾瑪書17： 
6-19；21：1-2）。

艾蒙成了拉摩那王的僕人。國王
奇蹟般地歸信，他有很多人民受
洗；教會成立（見阿爾瑪書17： 
20∼19：36；21：18-23）。

亞倫和他弟兄的傳教並不成功，並被關
進監獄（見阿爾瑪書21：1-14）。

拉曼人和愛姆立沙人聯手， 
攻打尼腓人（見阿爾瑪書 
2：20-26）。

歸信的拉曼人自稱為 
安太尼腓李海人， 

與尼腓人和睦相處（見 
阿爾瑪書第23章）。

艾蒙和拉摩那王遇見 
拉摩那的父親，他是 
拉曼人全地的國王。 
亞倫和他的弟兄被救 
出獄（見阿爾瑪書第 
20章；21：14-17）。

亞倫向拉摩那的父親教導福音， 
國王奇蹟般地歸信，並宣布宗教自由 
（見阿爾瑪書22：1∼23：3）。



拉曼人

82 77 7480
10

▲

15

▲

18

▲

12

▲

小阿爾瑪教導進入主的安息 
（見阿爾瑪書第12∼13章）

小阿爾瑪教導如何獲得信心 
（見阿爾瑪書第32∼33章）。

艾繆萊克解釋需要有一次 
偉大而最後的犧牲 

（見阿爾瑪書第34章）。

小阿爾瑪祝福 
並勸告他的兒子 
（見阿爾瑪書 

第36∼ 
42章）。

小阿爾瑪預言基督和祂的贖罪 
（見阿爾瑪書第7章）。

一千零五個安太尼腓李海人不作反抗而
被殺害。更多拉曼人因他們英勇的行為
而深受感動，並且歸信，戰爭於是結束
（見阿爾瑪書24：1-30；25：1）。

邪惡的卓倫人和拉曼人聯手， 
攻打尼腓人（見阿爾瑪書35：10-13）。

尼腓人昌盛，開始變得驕傲。 
小阿爾瑪辭去首席法官的職位， 
傳講神的話(見阿爾瑪書4：6-20)。

小阿爾瑪在艾蒙乃哈城遭到拒絕，但是天使命令他回去。 
艾繆萊克接待他（見阿爾瑪書第8章）。

小阿爾瑪和艾繆萊克
遭拘禁，但是奇蹟般
地獲救（見阿爾瑪書
第14章）。

尼腓軍總隊長卓倫在一場恐怖的戰役中擊敗
拉曼人。阿賓納代的預言應驗（見阿爾瑪書
16：4-11；25：3-12）。

阿爾瑪和艾繆萊克繼續 
宣講悔改，建立了和平 
和正義（見阿爾瑪書 
16：12-21）。

尼腓人因許多拉曼人—— 
也就是安太尼腓李海人—— 

歸信而喜悅，並把裘勛地給他們 
（見阿爾瑪書27：20-24）。

反基督者柯力何譏嘲基督、贖罪及預言之靈。他被神 
擊成啞巴，後來死去（見阿爾瑪書第30章）。

小阿爾瑪率領傳教士去糾正叛教的卓倫人；其中
許多窮人歸信（見阿爾瑪書第31∼34章）。

歸信的卓倫人加入 
在裘勛地的艾蒙人（見 
阿爾瑪書35：1-9）。

尼腓軍在總隊長摩羅乃的 
率領下，打敗了柴雷罕納 
的軍隊（見阿爾瑪書 
第43∼44章）。

安太尼腓李海人把他們的劍
埋起來，立約不再殺人 
（見阿爾瑪書24：1-19）。

由於受到威脅，艾蒙和 
安太尼腓李海人決定向 
尼腓人尋求保護（見 
阿爾瑪書27：1-15）。

安太尼腓李海人開始住在 
尼腓人當中，被稱為艾蒙人 
（見阿爾瑪書27：25-30）。

有些拉曼人攻打安太尼腓
李海人（見阿爾瑪書 

24：20）。

拉曼人攻打尼腓人，毀滅了艾蒙乃哈城
（見阿爾瑪書16：1-3；25：2）。

拉曼人繼續歸信。艾蒙因主而歡樂， 
因為在拉曼人當中的傳教很成功 
（見阿爾瑪書25：13∼26：37）。

拉曼人攻打尼腓人， 
雙方有數萬人喪生（見
阿爾瑪書第28章）。



阿爾瑪書第45∼63章
摩爾門

19

▲

20

▲

27

▲

28

▲

29

▲

26

▲

書篇
作者

法官

年代

有關耶穌基督的 
重要教導

聖經書名

尼腓人

安太尼腓李海人

拉曼人

希拉曼率領一支由2,000名青年戰士 
組成的軍隊，防衛西方邊境（見 

阿爾瑪書53：10-23；56：2-10）。

亞瑪利凱圖謀為王。總隊長摩羅乃高舉 
自由旗幟，亞瑪利凱逃至拉曼人的地方 
（見阿爾瑪書45：20∼46：41）。

小阿爾瑪被靈接了上去 
（見阿爾瑪書45：1-19）。

在和平時期，總隊長摩羅乃 
和希拉曼讓人民備戰 

（見阿爾瑪書48：7-25）。

尼腓人叛離者摩林安頓引起紛爭，演變成內部紛
爭。總隊長摩羅乃和鐵安肯用武力結束動亂。派
賀藍成為首席法官（見阿爾瑪書50：25-40）。

國王派人士圖謀改變法律以立一位國王，
而引起紛爭。總隊長摩羅乃迅速 

平定叛亂（見阿爾瑪書51：1-21）。

鐵安肯阻止亞瑪利凱的大軍北上，並且趁他 
沉睡時將他殺死（見阿爾瑪書51：28-37）。

尼腓人收復繆萊克城（見阿爾瑪書52：4-40）。

收復西方的安提帕勒城。2,000名 
青年戰士奇蹟般地無一人陣亡 

（見阿爾瑪書56：11∼57：5）。

希拉曼的軍隊降服西邊的寇米拿城。 
一支拉曼軍企圖奪回該城，但在一場大戰中 
被擊敗。再一次，希拉曼英勇的青年戰士 
無一人陣亡（見阿爾瑪書57：6-36）。

摩羅乃總隊長拒絕交換戰俘。他的軍隊兵 
不血刃地收復東邊的基特城，並解救 
尼腓戰俘（見阿爾瑪書第55章）。

亞瑪利凱謀殺拉曼人的國王， 
篡奪王位，煽動人民作戰（見 
阿爾瑪書47：1∼48：6）。

一支強大的拉曼大軍攻擊尼腓人，卻在挪亞城一場
激烈的戰役中被擊敗（見阿爾瑪書第49章）。

亞瑪利凱再度攻擊尼腓人， 
並攻取東海邊境許多城市 

（見阿爾瑪書51：22-27）。

亞瑪利凱的弟弟艾摩龍成為國王。 
拉曼人撤退到繆萊克城（見 
阿爾瑪書52：2-3）。

艾摩龍沿著西海邊境攻擊，攻取許多城市 
（見阿爾瑪書53：8-9；56：12-15）。

艾摩龍寫了一封信給總隊長摩羅乃， 
要求交換戰俘（見阿爾瑪書第54章）。

主前73年 72 65 64 6366



希拉曼書第1∼5章
摩爾門

30

▲

39

▲

42

▲

62

▲

甘大安敦盜匪

總隊長摩羅乃寫了一封表達憤怒的信給派賀藍，要求更多的 
支援。派賀藍回信請求軍事援助，以平息國王派人士在 
柴雷罕拉引起的叛亂（見阿爾瑪書53：8-9；第60∼61章）。

總隊長摩羅乃馳援希拉曼的軍隊，結合其他軍力， 
與派賀藍聯手平息國王派人士的叛亂 
（見阿爾瑪書62：1-12）。

總隊長摩羅乃與派賀藍收復東邊的尼腓哈城。 
拉曼人被驅逐出境（見阿爾瑪書62：14-42）。

總隊長摩羅乃卸任，希拉曼重返傳
道崗位。人們昌盛起來，並且生活
正義（見阿爾瑪書62：43-52）。

許多尼腓人往北部地方去。海谷師與許多人於西海
出航。希拉曼的兒子希拉曼保管神聖紀錄 
（見阿爾瑪書63：1-13）。

派賀藍的兒子派賀藍被選為首席法官， 
但是遭凱虛庫門謀殺。派寇美拿被選為 
首席法官（見希拉曼書1：1-13）。

希拉曼的兒子希拉曼被選為首席法官 
（見希拉曼書2：1-2）。

人民昌盛、和平相處。教會成長、得到鞏固。希拉曼
的兒子尼腓成為首席法官（見希拉曼書第3章）。

教會發生紛爭而衰敗。尼腓人 
叛離者煽動拉曼人一起作戰 
（見希拉曼書4：1-4）。

摩羅乃哈收復一半失土。但是靈性軟弱的尼腓人 
由於邪惡而經常被打敗（見希拉曼書4：9-26）。

尼腓辭去首席法官的職位，與弟弟李海向尼腓人 
和拉曼人宣講悔改(見希拉曼書5：1-19)。

拉曼人攻佔東邊的尼腓哈城 
（見阿爾瑪書第59章）。

拉曼人受到叛離的尼腓人煽動， 
攻打尼腓人，被總隊長摩羅乃的兒子 

摩羅乃哈擊敗（見阿爾瑪書63：14-17）。

尼腓人叛離者柯林德茂率領拉曼軍攻打尼腓人，
攻取柴雷罕拉城。摩羅乃哈包圍並且打敗他 
（見希拉曼書1：14-34）。

拉曼人和尼腓人的叛離者攻取 
許多尼腓地（見希拉曼書4：5-8）。

凱虛庫門伺機暗殺希拉曼， 
但沒有成功。甘大安敦的祕密
幫派逃入曠野（見希拉曼書 
2：3-14）。

62 53 50 30



拉曼人撒母耳預言基督降生
和死亡的徵兆（見 

希拉曼書第14章）。

耶穌基督講解所有的
事情（見尼腓三書 
第19∼26章）。

耶穌基督教導尼腓人祂的福音 
（見尼腓三書第11∼18章）。

希拉曼書第5∼16章
摩爾門

尼腓三書第1∼30章
摩爾門

主前29年 主後1年
63

▲

69
23
▲

86
6
▲

91

▲
34
▲

30
▲

書篇
作者

法官

年代

有關耶穌基督的 
重要教導

聖經書名

尼腓人

甘大安敦盜匪

拉曼人

新約福音書和書信

由於甘大安敦盜匪的威脅越來
越大，尼腓告訴人民要悔改，
否則他們必滅亡。他宣告首席

法官遇刺，並指出兇手 
（見希拉曼書第7∼9章）。

主賜尼腓印證的能力。尼腓請求
主降下飢荒。人民悔改，全地 
恢復短暫的和平（見希拉曼書 

10：1∼11：23）。

尼腓人又變得驕傲
邪惡（見希拉曼書

11：36-38）。

拉曼人撒母耳預言尼腓人的毀滅 
以及基督降生和死亡的徵兆 

（見希拉曼書第13∼16章）。

尼腓的兒子尼腓保管神聖紀錄。基督降生的徵兆 
出現，人民開始從此一事件計算他們的時間。許多人 
悔改並受洗（見尼腓三書1：1-26；2：5-8）。

撒但誘使許多人忘記 
或否認基督誕生的徵兆 
（尼腓三書2：1-4）。

尼腓人和歸信的拉曼人 
成為一個民族，並自稱為
尼腓人（見尼腓三書2
：14-19）。

統治者拉康以阿斯和總隊長吉吉度乃
成功地領導作戰計畫，擊潰盜匪。 
人民棄絕他們的罪，並且事奉神 
（見尼腓三書第3∼5章）。

腐敗的領袖暗中殺害先知，篡奪政權。人民分裂成 
各部落，因而破壞政府。尼腓大膽宣講悔改，但是 
歸信主的人寥寥無幾（見尼腓三書第6∼7章）。

基督死亡的徵兆出現，許多城市毀滅， 
很多人喪命（見尼腓三書第8章）。

耶穌基督從天而降，教導福音。祂賜予 
權柄，組織祂的教會，然後升天（見 
尼腓三書第9∼18章）。

耶穌基督再度顯現，教導人民，然後 
升天。祂的門徒奉祂的名施助及為人 
施洗（見尼腓三書第19∼26章）。

耶穌基督向祂的門徒顯現，教導他們 
關於祂的教會和福音的事。祂應許 
三位門徒可以留在世上，直到祂 
第二次來臨。他們最終帶著肉身升天 
（見尼腓三書第27∼28章）。

甘大安頓盜匪煽動尼腓人 
腐化敗壞、進行謀殺。 

拉曼人拒絕支持這些盜匪 
（見希拉曼書6：15-41）。

一幫新興的甘大安敦
盜匪在尼腓人和 

拉曼人當中大肆破壞
（見希拉曼書11： 

24-27）。

甘大安敦盜匪變得人數 
極多，勢力強大，威脅到 
所有人民的安全和權利 

（見尼腓三書2：11-13）。

尼腓和李海被關進 
拉曼人的監牢，後來
出現奇蹟獲得釋放。
有一個聲音命令人民
悔改，許多人歸信 

（見希拉曼書 
5：20-52）。

拉曼傳教士被派去向尼腓人 
傳道。兩個民族都享有和平、 
昌盛和靈性力量（見希拉曼書 
6：1-14）。

拉曼人信心堅固穩定（見 
希拉曼書13：1；15：4-10）。



耶穌基督命令祂的門徒要將教會 
建立在祂的福音上（見尼腓三書 
第27章）。

尼腓四書第一章
摩爾門

摩爾門書第1∼9章
摩爾門，摩羅乃 摩羅乃

35
▲

231
▲

321
▲

400
▲

1823–1830
▲

尼腓人一個民族

拉曼人

甘大安敦盜匪

摩羅乃完成他父親的紀錄、節錄雅列人的
紀錄，並且寫下摩羅乃書。他將這些紀錄

藏起來（見摩爾門書第8∼9章； 
摩羅乃書）。

摩羅乃向先知 
約瑟‧斯密顯現， 

把神聖紀錄交給他。 
這些紀錄透過神的恩賜

和大能翻譯出來， 
並出版問世， 

稱為摩爾門經（見 
摩爾門經標題頁；
約瑟·斯密—— 
歷史第1章）。

摩羅乃書第1∼10章

摩爾門寫道：所有的小孩子都因基督
得生命（見摩羅乃書第8章）。

摩羅乃勸告所有的人
歸向基督，在基督裡
成為完全（見摩羅乃
書第10章）。

尼腓人和拉曼人都歸信到基督的教會。 
他們凡物公用，和平快樂地相處， 
人民中沒有邪惡（見尼腓四書1：1-23）。

極大的驕傲和邪惡遍及全地。
假教會四起，聖徒遭到迫害 
（見尼腓四書1：24-34）。

人民分裂成兩個民族。尼腓人是真正 
相信基督的人，拉曼人是拒絕福音的人 

（見尼腓四書1：35-41）。

尼腓（救主的門徒之一）的直系子孫 
阿摩龍把神聖紀錄藏起來（見尼腓四書
1：47-49）。

阿摩龍指示摩爾門神聖紀錄的事
（見摩爾門書第1章）。

摩爾門是軍隊的將領、人民的精神領袖，
帶領人民對抗拉曼人，贏得許多勝利 

（見摩爾門書2：1∼3：16）。

摩爾門24歲時，接管神聖的紀錄 
（見摩爾門書1：2-4；2：17）。

摩爾門將他人民大約1,000年的歷史彙編成 
較短的紀錄（見摩爾門語1：3-5，9-11； 

摩爾門書3：17∼4：23）。

摩爾門在最後幾場戰役帶領他的人民。 
摩爾門將神聖紀錄交給兒子摩羅乃後被殺。 

尼腓民族被毀滅（見摩爾門書5：1∼8：6）。

一幫新興的甘大安敦盜匪得到支持，在整個地面上
蔓延（見尼腓四書1：42-46）。



摩爾門經是神準備來「像洪水般橫掃大地， 

⋯⋯聚集〔祂的〕選民」（摩西書7：62

）的工具。我們宣講福音、教導、及傳教

事工應更以這部神聖經文為中心。

目前主日學及福音進修班每四年上一次摩

爾門經，但是教會成員不論在個人或家庭

的研讀計畫上，絕不可以採用這種四年一

次的方式。我們每天都要閱讀摩爾門經，

它能讓人「遵循其中的教訓，比遵循任何

其他的書更能接近神。」（History of the 

Church, 4：461。）

教會呼籲我們研讀或教導其他經文時，我們

需要經常參考摩爾門經中針對該主題提供的

其他見解，以便加強學習或教導成效。（見

尼腓一書13：40；尼腓二書3：12。）⋯⋯

我們早就該用摩爾門經淹沒大地，而主已經

告訴我們這麼做的許多原因。值此電子媒

體、印刷發行事業蓬勃發展之際，如果我們

不積極推廣摩爾門經，神必會要我們負責。

我們有摩爾門經，我們有教會成員，我們有

傳教士，我們有資源，而這世界需要它。現

在正是時候！

親愛的弟兄姊妹，摩爾門經的力量、它必

須扮演的神聖角色以及必須推廣的程度，

都是我們無法真正理解的。

布司‧麥康基長老曾說：「這世上，不論

在教會內或教會外，少有人能洞察摩爾門

經的真正本質。摩爾門經是對耶穌基督所

作的新見證，但是少有人知道這本書在為

祂的來臨作準備這方面，曾經或將要扮演

的角色。⋯⋯摩爾門經對人類的影響無遠

弗屆，整個地球以及其上的各民族都會受到

這本書的感化和支配。⋯⋯當今最重要的問

題莫過於：摩爾門經是否為神對全人類的旨

意、心意和聲音?」（Millennial Messiah 

[1982], pp. 159, 170, 179.）我們見證其答

案是肯定的。

美好的聖徒們，我們現在要在極短的時間內

完成一項偉大的事工。我們必須用摩爾門經

淹沒大地，以免因輕忽這本書而處在神的罪

罰之下（見教約84：54-58。）

我敦促教會成員要參與「家庭送家庭」摩爾

門經計畫，讓摩爾門經作你的傳教士。⋯⋯

我們每個月應該送出幾百萬本的摩爾門經到

傳教士的手裡。⋯⋯

我預見整個教會將因遵循摩爾門經的教訓

而更接近神。

我確實預見摩爾門經將淹沒大地。

 (1989年1月，聖徒之聲，第3-4頁。)

摩爾門經
用摩爾門經淹沒大地

泰福‧彭蓀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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