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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1 章 

 

以西結書第一至第三章記載了以西結先知蒙召的經過，與以賽亞先知蒙召蒙召時一樣，上

帝先讓他看見天上榮耀的景象，讓他們知道服侍的是充滿權能的上帝，這個體會對兩位先

知將要進行的艱巨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事實上，我們只有認識上帝的榮耀和大能，才能忠

心地和持久地去服侍祂。 

 

A. 1：1-3 寫作的時間、地點和作者  

 

時間：以西結書一開始便提到三十年，這個年份是以西結當時的年齡。他在 25 歲時被擄

到巴比倫，他在那裡等候了五年才蒙召為先知。30 歲是祭司開始在聖殿事奉的年歲，當

時雖然所羅門聖殿還未被毀，但以西結已經身不在耶路撒冷，無法履行 祭司的任務。但

神並沒有忘記他，因此在他 30 歲的時候呼召他成為先知，起初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被擄

的以色列民中傳講信息，之後猶大國滅亡和全民被擄後，神使用以西結向所有被擄的以色

列民說話。上帝將一些非常獨特但十分重要的預言，透過以西結記下來。他總共做了大約

22 年先知（593BC-574BC）。 

 

地點：當時被擄的以色列民居住在迦巴魯河(Chebar River) 旁邊一個叫提勒亞筆（Telebib）

的地方（3：15），是在巴比倫北面，和在幼發拉底河下游和底格里斯河下游之間的肥沃

地帶，今天稱為卡布河（Nahr el-Khábûr）。從地理環境來說，尼布甲尼撒王是善待被擄

之民的，可能跟先前第一批被擄當中的但以理晉升高位有關。當時以色列人可以自由生活

和經商，從迦巴魯河畔掘得的文獻中顯示，當時有以色列人開設商行從事貿易。許多被擄

之人定居之後，生活富裕，到 70 年後獲釋可以返歸故土時，大部份人反而不願意回去

（參拉 2：64-67；8：15），這件事後來令但以理大為失望。 

 

作者： 1：3 說以西結的父親名布西，是一名祭司，因此以西結亦有祭司的身份。 

 

以西結書一開始便敘述了發生在他身上的三件事： 

 

1. 天開了，以西結得見神的異象（v1）  

2. 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came expressly to)以西結（v3） 

3. 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v3） 

 

請注意：以上是以西結被擄之後 5 年才發生，亦即他有 5 年預備等候的時間。假如你是以

西結，這 5 年是不是很難受？神有時要我們學習耐心等候的功課，因為神有祂的時間。 

 

B. 1：4-28 四活物與寶座的異象  

 

我們用五個問題來分析這一個異象 

 

1. 以西結如何形容四活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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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西結看見的四活物，與約翰在啟示錄看見的四活物有沒有分別 ? 

3. 四活物本身是什麼？他們代表什麼？ 

4. 以西結異象的內容除了四活物之外，還見到天上的寶座。他所見到的，與以賽亞和

約翰見到的有沒有分別？ 

5. 為何神要以西結見到四活物與天上的寶座？ 

 

 

1. 以西結如何形容四活物 --有人的形像 

 

面貌：各有四個臉面（v6），臉的形像：前面各有人的臉，右面各有獅子的臉，左面各有

牛的臉，後面各有鷹的臉。（v10） 

 

翅膀：四個翅膀（v6）上邊的兩個翅膀相接，各以下邊的兩個翅膀遮體。（v9，11）活物

站住的時候，便將翅膀垂下。（v24，25） 

 

腿和腳掌：是直的，腳掌好像牛犢之蹄，都燦爛如光明的銅。（v7） 

 

行走姿態：行走並不轉身，俱各直往前行。（v9）他們俱各直往前行（v12）這活物往來

奔走，好像電光一閃。（v14） 

 

與輪的關係：物的臉旁各有一輪在地上（v15），輪的形狀和顏色（原文是作法）好像水

蒼玉。四輪都是一個樣式，形狀和作法好像輪中套輪。（v16）輪行走的時候，向四方都

能直行，並不掉轉。（v17）至於輪輞，高而可畏；四個輪輞周圍滿有眼睛。活物行走，

輪也在旁邊行走；活物從地上升，輪也都上升。（v18-19）靈往哪裡去，活物就往那裡

去；活物上升，輪也在活物旁邊上升，因為活物的靈在輪中。（v20，21） 

 

我看過有很多有關於四活物的解釋，將以上四項的細節全部作靈意解釋，例如「四」這個

數字的靈意，四個臉的靈意，活物的腿是直的靈意等等。我覺得我們可以從四活物的表現

學到一些功課，但太著意地將有關活物每一項細節都扯上屬靈的意義 ，似乎有點牽強。 

 

2. 以西結看見的四活物，與約翰在啟示錄看見的四活物有沒有分別  

 

臉面有分別：以西結先知見到的四活物，每一個活物有四個臉 面，分別是：人，獅子，

牛和鷹。約翰在啟示錄中看都的四活物，每一個活物有一個臉面，分別是：獅子，牛犢。 

 

翅膀有分別：以西結先知見到的四活物只有四個翅膀，但約翰見到的四活物各有六個翅

膀。 

 

活動有分別：啟示錄中的四活物，晝夜不住說「聖哉、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今

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四活物並向寶座敬拜，還參與拿著盛滿神大怒的金碗（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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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以西結看見的四活物，與他們的輪（就是他們的靈）到處行走，甚至在火中往

來奔走，好像電光一閃。（v14） 

 

以西結和約翰都同樣看見的，是四活物全身連背帶手和翅膀內外都滿了眼睛（以10 

：12，啟 4：8） 

 

即使以西結看見的基路伯天使與約翰看見的稍有分別，而約翰也從來沒有提到他看見的四

活物是基路伯天使，極有可能啟示錄的四活物亦即是以西結看見的基路伯天使。 

 

3. 四活物本身是什麼？他們代表什麼？ 

 

「活物」的原文是 zoon，是英文字 zoo 和 zoology 的來源，本來直譯是 beast

（獸）。 

 

• 最傳統、最直接的解釋，四活物就是是基路伯天使 (Cherub) 以西結書 10：7-14 中

形容基路伯天使是與第一章形容四活物幾乎一樣，10：15 節說「基路伯升上去

了；這是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的活物。」10：20 節說：「這是我在迦巴魯河邊所

見、以色列 神榮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們是基路伯。」10：22 節說：「至

於他們臉的模樣，並身體的形像，是我從前在迦巴魯河邊所看見的。他們俱各直往

前行。」因此，以西結先知在河邊見到的四活物，必然是基路伯天使是毫無疑問

的。 

 

基路伯天使是在天國敬拜和贊美神的天使（正如加百列天使是傳信息的天使），第一次

出現在創世紀 3：24 亞當夏娃犯罪後：「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

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撒旦在背叛之前亦是一個基路伯天

使：「你是那受膏遮掩約櫃的基路伯...」（以西結書 28：14）。 

 

以色列人在曠野設立聖幕，其中的器具包括兩個基路伯天使像，是用金子錘出來的，安在

約櫃蓋上的兩端。基路伯天使像彼此臉對臉，面朝櫃蓋作崇拜狀。他們的兩個翅膀向上張

開，翅膀以護衛的姿態遮住櫃蓋。（出 25：10-21﹔37：7-9）此外，聖幕裏面的布幔，以

及隔開聖所和至聖所的帷幔，都繡上基路伯天使像。（出 26：1，31﹔36：8，35） 

 

但有不同的解經家將四活物作不同程度的靈意化，提供進一步的解釋與啟示： 

 

• 有解經家認為，四活物是代表神在所有受造之物當中最高級最崇高(至尊貴、至強

壯、至聰明、至敏捷)的表現。 

 

• 有解經家認為，四活物象徵主耶穌工作的四個面貌，也是四福音的代表，最早提出

這種論調的是主後170年的教父IRENAEUS，他說四活物代表主耶穌的四種工作表

現，亦即四福音在不同的角度上所描寫主耶穌的性格：約翰福音描寫耶穌為神的兒

子，為一切“為子”者最尊貴的，所以獅子為約翰福音的象徵。路加福音從祭司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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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利亞的故事開始。祭司時常殺牛獻祭，代表耶穌有祭司的工作，所以牛犢為路加

福音的象徵。馬太福音從亞伯拉罕起記錄的家譜，證明他是一個人，所以人的臉為

馬太福音的象徵。馬可福音時常用“立刻”的字樣，表示耶穌為人工作，行動迅

速，如速飛的鷹一樣，所以馬可福音為鷹的象徵。 

 

另一種解釋 四活物是四福音的內容如下: 獅子是代表馬太福音，乃指耶穌是君王的

身份；牛是代表馬可福音，乃指耶穌的卑微、殷勤、忠誠與捨己；人是代表路加福

音，乃指耶穌是一個完全合神心意的人；鷹是代表約翰福音，乃指耶穌屬天超越的

生命。 

 

• 根據蘇佐揚牧師的解釋：這四活物是代表主耶穌的四種屬性，按著約翰所列出的次

序為獅子、牛犢、人臉、鷹。獅為百獸之王，獸之尊貴者。牛為家畜中最勞苦者，

亦為最強壯者。人為萬物之靈。鷹為鳥中之王，飛得最高最快。這四活物以人及上

三種鳥獸家畜為象徵，亦可預表主耶穌降世為人後所完成的重要任務，使人與萬物

均因他而蒙神恩。 

 

• 于宏潔牧師認為，四活物是指「新造的族類，在新造的生命和境界中他一切的生活

與事奉」。1：12 提到「靈（輪）往哪裡去，他們（活物）就往那裡去，行走並不

轉身。」是指順從聖靈的帶領。四活物的四個臉，代表基督均衡與榮美的生命；

1：13 提到「四活物的形像，就如燒著火炭的形狀，又如火把的形狀。火在四活物

中間上去下來，這火有光輝，從火中發出閃電。」，是說到信往應該充滿聖靈的能

力與火焰；輪子是代表照著神的心意，被神帶動的行動；而 1：22 提到「活四活物

的形像，就如燒著火炭的形狀，又如火把的形狀。火在四活物中間上去下來，這火

有光輝，從火中發出閃電。」，是說到信徒一切的生活行為都應受到天上寶座的支

配與管理。 

 

4. 以西結異象的內容除了四活物之外，還見到天上的寶座。他所見到的，與以賽亞

和約翰見到的有沒有分別？ 

 

以西結看見的寶座: 

 

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形像，彷彿藍寶石；在寶座形像以上有彷彿人的

形狀。我見從他腰以上有彷彿光耀的精金，周圍都有火的形狀，又見從他腰以下有

彷彿火的形狀，周圍也有光輝。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形狀怎樣，周圍光輝的形狀

也是怎樣。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像。我一看見就俯伏在地，又聽見一位說話的聲

音。（1：26-28） 

 

以賽亞看見的寶座：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其上

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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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因呼喊者的

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賽 6：1-4） 

 

約翰看見的寶座：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看那坐著

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好像綠寶石。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

座位；其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身穿白衣，頭上戴著金冠冕。有閃電、聲音、雷轟

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 神的七靈。寶座前好像

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啟 4：2-6a）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

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我們的主，我們的 神，

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

而有的。（啟 4：10-11） 

 

雖然三位先知對寶座的形容都有點不同，但肯定坐在寶座上的是極其榮耀的上帝，

而且我相信是聖子主耶穌坐在寶座上，尤其是以賽亞見到坐在寶座上的，約翰福音

12 章 41 節有解釋說：「以賽亞因為看見他的榮耀，就指著他說這話。」 

 

5. 為何神要以西結見到四活物與天上的寶座？ 

 

和以賽亞先知一樣，以西結先知將要面對一班叛逆的群眾，他們熱衷於敬拜偶像，

寧願相信假先知，藐視上帝的話和祂差派的先知，因此他們作為先知的任務是艱巨

的，可能因為如此，神要在呼召他們的時候讓他們先看見天上的榮耀，好讓他們知

道真的是上帝親自呼召他們，而他們事奉並不是孤單的，乃是有神與他們同在，也

會從天上加給他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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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1 章（補充資料） 

 
以西結看見甚麼？ 

 
1. 1:1 天就開了 

 
天不是隨便為人開的，全本聖經看到天打開讓他們看到天上景象的只有寥寥幾

人： 

• 馬太福音第三章 13 至 17 節記載，耶穌是在約但河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

後，天為祂開了。 

• 使徒行傳第七章，司提反在殉道時，天為他開了：「看見 神的榮耀，又看

見耶穌站在 神的右邊，6 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 神的右

邊。」（徒 7：55-56） 

• 使徒保羅曾被提到三重天，聽到隱閉的言語（林後 12：2） 

• 老約翰被放逐在拔摩島，天為他開了：「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

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裡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

事指示你。」（啟 4：1） 

 
因此，我一向都不相信那些自稱到過天堂遊歷，回來述說在天堂看到和聽到的

故事。 

 
2. 1:4 我觀看，見狂風從北方颳來，隨著有一朵包括閃爍火的大雲，周圍有光

輝；從其中的火內發出好像光耀的精金； 

 
「風」、「火」、「雲」：都是神顯現時的徵兆。（出 19:16-18; 王上 19:11; 詩

18:7-15）。 

 
有解經家認為「北方」代表神的榮耀所停留居的地方(詩 48:2;賽 14:13)。但從這

裡上下文來看，這裡從北方來的狂風乃透過北邊巴比倫對猶大國的審判。 

 
精金:原文字面是「在火焰中發出金黃色光芒的礦物」，似乎是象徵上帝的威

嚴。 

 
3. 1:5-11 又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形像來。他們的形狀是：有人的形像，各有四

個臉面，四個翅膀。他們的腿是直的，腳掌好像牛犢之蹄，都燦爛如光明的

銅。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這四個活物的臉和翅膀乃是這樣：翅膀彼此

相接，行走並不轉身，俱各直往前行。至於臉的形像：前面各有人的臉，右面

各有獅子的臉，左面各有牛的臉，後面各有鷹的臉。各展開上邊的兩個翅膀相

接，各以下邊的兩個翅膀遮體。 

 
從第十章我們清楚知道四活物乃四位基路伯(cherub)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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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基路伯升上去了；這是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的活物。 

10:20 這是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以色列 神榮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

們是基路伯。 

10:22 至於他們臉的模樣，並身體的形像，是我從前在迦巴魯河邊所看見

的。他們俱各直往前行。 

 

 
 

4. 四活物的屬靈意義 （參講義第十頁有關不同聖經學者對四活物的解釋和看

法）。 

 
我贊成四活物是代表了神的屬性，和牠要人認識祂的期望。舊約神用天使來顯

示祂的屬性，後來耶穌來世，更將上帝的本性表現。「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約 1：18）「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

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希 1：1-2）我們

今天透過主耶穌，對神更認識，無需要靠天使或先知。 

 
5. 四活物的特點： 

 
a. 活物的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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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活物中每一個都有四張臉，象徵著神那完美的本性。獅子象徵力量/

能力；牛象徵兢兢業業的服事，勸奮與忍耐/豐饒；人代表智慧；鷹代表

神聖, 敏銳迅速/速度和優雅。 

• 活物有人的臉，似在指示我們，事奉永生神的人行事為人，做人，待

人，必須像個人，像主耶穌般有“人的樣式”（腓二：7）。其次，活

物有獅的臉。獅代表壯膽剛強。第三，有牛的臉。牛代表事奉，代表服

役、勞力、完全獻在壇上。牛犁田時頭是低低的，照着主人的意思向前

邁進，一如保羅所說的將身體完全獻上，當作活祭。第四，活物有鷹的

臉。鷹代表高飛，“展翅上騰”（賽 40：31）。不以地上的事為念（西

3：1-2）；以父的事為念（路 2：49）；不愛這世界和世界的事，一心

一意遵行神的旨意（約壹 2：15-17；來 10：7）。 

• 唐佑之博士認為，無論從那一個方向看，人的臉都是在前面。左右的動

物的臉面正好作尖銳的對比，獅子的英勇與牛的穩健是可互為補充的。

所以鷹的敏銳雖在後面，仍可在行動上沒有阻礙。 

 
b. 活物的翅膀 

 

• 在四面都有翅膀，這四面正形成一個正方形。在每一方都有翅膀，在每

面翅膀之下有人手，那麼四面翅膀就有四個手。 

• 上邊的翅膀必是在臉面之下，翅膀相接，臉面應是分別的，所以四個臉

面一定仍舊清晰可辨。「下邊的兩個翅膀」在中譯詞是附加的，果為在

英譯詞也必須附加，才將經義分解的清楚。 

• 「彼此相接」：可能指四活物有統一的動作。 

 
c. 活物的腿和腳掌 

 

• 1:7 他們的腿是直的，腳掌好像牛犢之蹄，都燦爛如光明的銅。 

• 「直」是指他們的腿並無關節，無法彎曲。其實他們前行不是行走，而

是飛翔，所以不必將腿彎曲。 

 
d. 活物的行動 

 

• 1:12 他們俱各直往前行。靈往哪裡去，他們就往那裡去，行走並不轉

身。至於四活物的形像，就如燒著火炭的形狀，又如火把的形狀。火在

四活物中間上去下來，這火有光輝，從火中發出閃電。這活物往來奔

走，好像電光一閃。 

 

• 「靈」有帶領的作用，這是上帝的靈，是從寶座而來的，與第 21 節

「活物的靈」是不同的，這裡是耶和華的靈。 

• 「靈」在亞蘭文譯本作「意旨」，是聖靈的旨意，帶領他們，發動他

們，使他們行動一致，向一個目標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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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佑之博士認為，這裏的重點是在同一個生命的動力，一個本能，一個

生命，一個能力，一個動作，一個方向，因為他們只是跟隨聖靈，行走

並不轉向。神的靈是生命唯一的根源。 

• 這些活物絕不獨立行動。他們服從聖靈的引導。第 20 節進一步強調這

一點。-- 1：20 靈往哪裡去，活物就往那裡去；活物上升，輪也在活物

旁邊上升，因為活物的靈在輪中。那些行走，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

這些也站住；那些從地上升，輪也在旁邊上升，因為活物的靈在輪中。 

 
e. 活物與火 

 

• 1：13-14 至於四活物的形像，就如燒著火炭的形狀，又如火把的形狀。

火在四活物中間上去下來，這火有光輝，從火中發出閃電。這活物往來

奔走，好像電光一閃 

 

• 顯現出四活物的超自然部份：容貌如同火焰或閃電。 

 

• 唐佑之博士認為，四活物是燒著的火炭，又如火把。其實根據第 13 節

的描述，火是在其中，在四活物中間。基本的意義是在出埃及記第 19

章，耶和華在火中降臨（18 節），閃電密雲（16 節），好似火把一

般。詩篇 18：9 和撒下 22：9），神駕著黑雲而來，但在他面前有冰雹

火炭（13 節），可見這是神顯現時而有的火。 

 

• 于宏潔牧師認為這裡是形容活物帶著聖靈的能力。 

 
f. 活物與輪（rings） 

 
先知在觀察四個活物的時候，看見了另一個異像，就是四個輪子。這些輪子

都觸到地面，而活物則顯現在雲中（第 4、5 節）。 

 
1:15-19 我正觀看活物的時候，見活物的臉旁，各有一輪在地上。輪的形狀

和顏色（原文是作法）好像水蒼玉。四輪都是一個樣式，形狀和作法好像輪

中套輪。輪行走的時候，向四方都能直行，並不掉轉。至於輪輞，高而可

畏；四個輪輞周圍滿有眼睛。活物行走，輪也在旁邊行走；活物從地上升，

輪也都上升。 

 
1：20 和 21 都說：「活物的靈在輪中」 

 
1：20「靈往哪裡去，活物就往那裡去；活物上升，輪也在活物旁邊上升，

因為活物的靈在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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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輪的異象到底代表甚麼呢？有聖經學者說是代表上帝的供應，也有說

是象徵神是鑒察宇宙萬物的神（v18 四個輪輞周圍滿有眼睛）。但輪子

並不隨意行動， 而是跟隨在活物之後。可能的解釋是上帝的供應和鑒察

不斷隨著我們。 

 

• 輪子和活物一樣，沒有繞軸轉動，卻能向四面八方運動。活物和輪子在

移動時位置都沒有改變。唐佑之博士解釋說：「輪中套輪」是在輪中有

輪，成為兩層。這也指輪中套上輪，兩個輪可成為四個角落，是交叉的

輪。這樣軸心一動，兩個輪就向四方旋轉，可能這是此處的原意。── 

《天道聖經註釋──以西結書》 

 

• 唐佑之博士說，所有活物都一齊行動，神無所不能。可見神的寶座在動

作中，顯明神的威榮。先知看見神的顯在，不只在耶路撒冷或應許地，

甚至在被擄之地，在外邦。 

 

• 另一位聖經學者說：1：19-21 描寫活物與輪完全的配合和統一的動作，

亦顯示神的全然靈活。活物和輪子在運動時完全的協調。輪子和活物都

不能獨立行動。輪子的結構非常複雜，代表人間事務和歷史事件的錯綜

複雜性。在不知內請的旁觀者看來是無奈的混亂，偶發的事件，以及人

類野心和任性所造成的後果，實際上都在神無限聖手的引導下，逐步成

就預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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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穹蒼上的寶座 

 
1:22-24 活物的頭以上有穹蒼的形像，看著像可畏的水晶，鋪張在活物的頭以上。

穹蒼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張，彼此相對；每活物有兩個翅膀遮體。活物行走的時

候，我聽見翅膀的響聲，像大水的聲音，像全能者的聲音，也像軍隊鬨嚷的聲音。

活物站住的時候，便將翅膀垂下。 

 
1:25-28 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聲音。他們站住的時候，便將翅膀垂下。在他

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形像，彷彿藍寶石；在寶座形像以上有彷彿人的形

狀。我見從他腰以上有彷彿光耀的精金，周圍都有火的形狀，又見從他腰以下有彷

彿火的形狀，周圍也有光輝。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形狀怎樣，周圍光輝的形狀也

是怎樣。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像。 

 
寶座的形像，是這個榮耀的異象的偉大高潮。在水晶般的穹蒼之上，先知最初看到

的似乎是厚厚的一片深藍色，一看來無疑像寶石。隨著形象的清晰，先知看到了寶

座的形像。 

          
寶座上仿佛有人的形狀。先知在異象中沒有看見神的本體，而只是小心地說看見彷

彿是神的形象。在舊約中未道成肉身的主耶穌曾以旅客的身份向亞伯拉罕顯現（創

18:1）；以襲擊者的身份向雅各顯現（創 32:24）；以武士的身份向約書亞顯現

（書 5:13）；在異象中向《啟示錄》的作者約翰以不同的形狀顯現。祂顯示自

己，包括羊羔（啟 6:1；參啟 1:1-16；14:1）。 

 
統治諸天的神不是一位空洞的神。以西結看見穹蒼和寶座就在活物的上方。活物又

挨在輪子旁邊，休息的時候，輪子觸到地面。坐在基路伯之上的那一位依然控制著

局面，保護著祂的子民。地上所有高舉自己違抗天上神的勢力都將被制服。神乃是

最偉大的主宰。 

 
以西結的反應 

 
V28 我一看見就俯伏在地，又聽見一位說話的聲音。 

 
以賽亞見到主的那時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

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