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 穆迪在芝加哥博覽會
• Cabc的核心價值 -以基督為中心
• 背景：歌羅西書的主題
• 基督的讚美詩



15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16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
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

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

17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
18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祂
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19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裡面居住。
20既然藉著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祂叫萬
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一. 基督是創造之首

A.  基督是神完美的形象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

約翰福音 1 章: 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
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創世記 1 章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祂
的形像造男造女。

希伯來書 1 章3 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
真像、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祂洗淨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一. 基督是創造之首

B.   基督是創造者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16 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
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

詩篇 89 章: 27 我也要立他為長子、為世上最高的君
王。



一. 基督是創造之首

C. 基督是世界的目的
又是為祂造的．

羅馬書 12 章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
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

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一. 基督是創造之首

D.  基督是世界的支持者
17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

應用：我們真的讓基督成為我們的一切嗎？

例子：精細印刷機的維修



二.  基督是救贖之首

18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
、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19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裡面居住。
20 既然藉著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
祂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A. 基督是教會的頭
B. 基督是首先從死裡復生的
C. 基督有父一切的豐盛
D. 基督叫萬有與父和好



二.  基督是救贖之首

羅馬書 8 章 20-22 
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
因那叫祂如此的。

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
自由的榮耀。

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二.  基督是救贖之首

從地上看福音 從天上看福音

神 創造

人 墮落

基督 復和

回應 新天新地



反思：

1. 我們真的讓基督成為我們的一切嗎？

2. 你已經信靠這位基督嗎？若你已經信靠祂，你有

更深明白福音，實踐福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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