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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第 13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哥林多第 13章實際上由第 12章開始。保羅在第 12章講到

各種不同屬靈恩賜。聖靈如何透過信徒的生命顯示自己。 

一個人能持有的各種不同的恩賜。不是每個人都有全部的恩

賜, 不是每個人都有所有的服事，很明顯這是修辭上的表達

方法。 

豈都是使徒嗎? 豈都是先知嗎？豈都是教師嗎？豈都是行異

能的嗎？豈都是得恩賜醫病的嗎？豈都是說方言的嗎？豈都

是翻方言的嗎？但是就像屬聖靈的恩賜，聖靈將會按照個人

的恩賜各自分開。因此就這些恩賜而言，聖靈是至高的。然

而我們要認真的追求最好的恩賜。 

只因聖靈分配他們并不阻止我想得特殊的恩賜。因此保羅

說，“認真的渴想最好的恩賜。”再一次最好的恩賜是被

你生命裡的需要所決定的。神呼召你實現什麼服事。無論你

在基督身體中的什麼位置，決定什麼是最好的恩賜，使你能

夠充分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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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羅說，“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有一個更

好的道甚至比有醫病的恩賜或行異能的恩賜更好，或說方

言，或無論什麼，比較好的事，都沒有這個好。所以當我們

開始第 13章我們開始進入保羅所言的最妙的道勝於所有恩

賜，是一個更大的恩賜。 

在第 13章前，最初的 3節他向我們表示至高的愛超越屬靈

的恩賜。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

鳴的鑼，響的鈸一般。(哥林多前書 13:1) 

這個希臘文字 AGAPE翻譯作神的愛。它是一個新約所造的新

字。它不出現在古典希臘文。古典希臘文對愛有其他的字。

愛表現在生理，性慾上，愛表現在情緒，愛人上。但是古典

希臘文不認識什麼神的愛，神聖的愛。 

我今天早上聽到一個有趣的新聞，說我們如何不斷地把字加

入我們的字典。這個特殊的注釋者提議當我們把每一個新的

字加入我們的詞匯中時，尤其那些報導新聞的人，在他們起

初幾次，他們所使用的字有些明確。然後人們開始使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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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這麼多新的名辭被加進去。所以在一開始前 4節保羅為

神的愛實際為何下定義是必須的。我們接受這個翻譯，因為

英王雅各翻譯本跟隨威克里夫聖經翻譯協會所設定的樣式，

他們首先將聖經翻譯成英文。當他的翻譯從拉丁武加大譯本

而且在拉丁字 CHARITOS，是愛的意思，如此在翻譯

CHARITOS他將此字譯為慈善。 

這字最原始的想法是給予某種類型的愛。但是過了多年愛

CHARITY這個字改變了它的意思，它有時是在壓力之下的給

予。你打算今年要給聯合基金多少，而且它有點是同情窮人

的味道因此它不再必然是因愛所激勵的給予，雖然慈善這字

一度從拉丁字 CHARITOS 翻譯而來，或許足已表達這個希臘

字但在今日我們的語言中卻不再能表達，因為我們使用慈善

這字的緣故。那麼我們真的只好回去用舊的愛了這個字。當

我們必須回想愛這個字時，我們立刻明白英語在語言上的限

制。因為這英文字不是原來類型的愛。 

因為這字是我使用表達我最深的感覺和情感之一，當我說，

“我愛我的妻子，凱。”這字表達我最深的感覺和情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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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她描述我對她的感覺的。然而當我想要描述我愛雪糕，

我也使用相同的字。我愛 。但是我對雪糕的感覺遠不能同

我對我妻子的感覺相比。英語受這語言的限制。因此我們拿

希臘字 EROS牲愛，把它翻譯成牲愛。我們拿希臘字

PHILEO，把它翻譯成友愛。然希臘字 AGAPE後神的愛，我們

翻譯成愛到底的愛，然而它們全是不同層次的愛。現在更佮

當較地說，“我愛雪糕 。”因為 EROS只是肉體表現的範

圍，當然與我深愛我的妻子是不同。但是這 AGAPE神的愛的

確是愛到底的愛。我們明白它的定義，它是描述神對我們的

態度。 神如此地愛世人。它用來描述我們在態度上的字。

應該彼此的對待彼此的相愛的字。 

一種不自私給予的愛。這個愛優越於屬靈的恩賜。 

如果我有說方言的恩賜，不管是人的，或是天使的，一種天

上的不被任何人了解的語言。如果我有這種能力和恩賜，若

我沒有愛我所說的完全無意義，它只是噪音。你發出叮噹聲

的時候是製造噪音。它是無意義的聲音，失去它的意義，如

果沒有愛在裏面的話。這一切都變得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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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 各樣的知

識 。(哥林多前書 13:2) 

因此我可能有知識言語的恩賜，我可能有預言的恩賜，我可

能對聖經裡面有些有趣的小事有屬靈的見領會。神試著給我

們各種不同的隱秘的信息，但如果我們沒有愛的話，我什麼

也不是。 

我有全備的信，(哥林多前書 13:2) 

我有人們告訴我他們很有信心，但是我不真曾遇見有任何一

個人具有非常的信心。但是如果我很有信心，它能叫我能夠

移山，現在耶穌說，“如果你有像芥菜種一樣的信心，你

能夠移山。” 

現在如果我有全備的信， 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

不算得什麼。 

愛強於犧牲。因此許多次我們蒙召為神獻祭。 

我若將所有的救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

仍然與我無益。(哥林多前書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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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強於任何所有的恩賜，愛勝過我可能對神所做的任何犧

牲。現在保羅為著我們的原故，為希臘字神的愛下定義。他

宣告說，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哥林多前書 13:4) 

保羅在加拉太書 5章 20節給我們另外一個定義；保羅說，

“聖靈所結的果子是仁愛。”然後接著是喜樂，和平，忍

耐，恩慈，善良，信實溫柔節制。但是忍耐是特徵之一，是

愛的標誌之一。彼得感受到在主帶領同行中，有一天對耶穌

說，“我應該原諒得罪我的人多少次？七次？”我認為彼得

試著在其他門徒之前炫燿。有點像說，主我認為我有肚量能

原諒相同的冒犯七次。心想主會說，“彼得，你真的長大

了，真好。”但是主對彼得說，“彼得，你要這樣做，七十

個七次。” 

耶穌說什麼？忍耐或寬恕不是數學的事，是聖靈的事，它是

一種態度，所以我不能有保留，我不能有留下一個帳號，我

不能說 478，479次，直到我完成我的七十個七次，然後才

罷手。我確定耶穌知道彼得那時不會算幾次，而且會明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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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或寬恕是聖靈的事。 

愛的特徵，神的愛是忍耐，也是恩慈。就是忍耐的極限的最

後是以仁慈回應，我聽到人們說，就是我自己也這樣說，

“我已經忍耐夠了，我準備探取行動了。”它通常是強有力

的，復仇心態的方式，不是那麼恩慈。我忍了又忍，我忍夠

了。那不是神的愛，神的愛是我忍了又忍，忍了再忍。那時

忍耐之後的恩慈。 

愛是不妒嫉 (哥林多前書 13:4) 

我不強求你有的，那些好的事因為我愛你，我高興發生在你

的身上的那些好事。我喜歡的是你的數字被選中，而不是我

的，因為我愛你。我喜歡你升遷，你看愛是如此的偉大以致

於你喜歡別人受祝福，那不是妒嫉你所領受的，那不是妒嫉

你得到的。愛是不妒嫉，也不是自誇，它不尋求提升自己。

我們活在名利誘惑的世界中。今天在這個世界中好像每件事

物都是自我推銷。而每件事不是為這，就是為那作自我推

銷，不幸的是世界那種名利的誘惑也潛入教會中。因此我們

看見在教會裡許多追求名利的人，試著促銷計畫或更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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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銷他自己。真的愛不吹噓，也不自誇，它並不加入優越

感。它不看自己本身比別人強。它不輕視別人。它不製造等

級差別。它不自誇。 

愛是不自夸，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哥林多前書 13:5) 

幾年以前當我想往日的時光，當時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

們班上有一個女孩子，她可以一迅唱歌劇，一邊彈奏，她學

習真的進步很快而且可以展示她的歌喉，你能夠在五條街以

外聽到她的聲音。她把她的怪異當成是優美的。我曾在洛杉

磯市中心工作，看見她穿著怪異，她自己卻感覺是虔誠的。

她的頭髮總是往後梳成一個小包，因為這樣是虔誠的，她從

不化妝，因為那時不敬虔的，而且她對公義神聖虔誠這些東

西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曾習慣於坐街車來回宿舍之間，而

且有時我坐在街車上，她剛好也在市中心工作，有時她會和

我坐同一班車。當她看見我的時候，她會用那種大噪門的歌

劇聲對我說，“讚美主，弟兄。”整台車都聽到這個看起來

怪異的女孩子的聲音。你知道如果她生得很美麗的話，事情

可能會不同。偏偏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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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感到困窘的是你不想和那樣怪異的人在一起。車裡每個

人的頭都轉過去看她和誰在說話，我也會轉頭當作不認識她

似的。我若看到她坐在我等的街車上，在轉角我就會知道她

是否上了車。若是，她從前門上車，我就會從後門下車。我

會等下一班車回家。即使花多一角硬幣我也覺得是值得的。 

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哥林多前書 13:5) 

不試著讓自身引起注意。它不尋求自己的。“道路”這字應

該在這裡加入，不尋求自己的益處，而拖延其他人，它不

堅持自己的道路，不輕易發怒，“輕易”這個詞并沒有出

現在任何一份希臘文的手稿中。因為我曾說，“是啊，我不

輕易發怒。”你如此做讓我感到沮喪，但是不容易。然後當

我開始研讀希臘文手稿我發現這字并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希

臘文的手稿中。是譯者在翻譯這想法的時候，哦，感到沉

重，但是不發怒，誰不偶而發怒？他們為你的益處加入“輕

易”一詞，但是不幸的若要忠於真理，我必須將它取出。沒

發怒嗎？不計算人的惡， 

它是有點不狡猾的，這是沒有懷疑的。 



10 of 38 

哥林多前書第 13章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哥林多前書 13:6) 

哦，他活該，哦，我真高興看到如此，哦，他需要那樣，

不，這不是愛，當我的敵人被擊倒時，被消滅時，我不會在

這不義中覺得歡喜，而不僅僅是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

息。(哥林多前書 13:7) 

現在有止息的事物，就是為你在處理屬靈恩賜的時候，我們

回過頭再來看一看，愛是的超越一切屬靈的恩賜。它另外的

一項特點就是它是持久的，而屬靈的恩賜卻不是。會有說預

言的恩賜也有不再需要的時候了。在天上我們和耶穌在一起

的時候我還有需要另外找一個職業，說什麼需要勸誡訓誨的

或安慰的嗎？每件我們需要的東西就在那，我不必為了勸誡

你再尋求主，只要委身於主，我們就和他在一起的。我不需

要安慰你，我們全部的試煉將會結束，我們在他榮耀的同在

裡，因此說預言的恩賜也有時間價值的限制，它現在是很

好，當我們還在這世界時需要它，但是會有說預言的恩賜止

息的時候，就是當主再來的時候，它不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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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講道之能，終必停止；(哥林多前書 13:8) 

當然這可能指的是說聽不懂的方言恩賜，一會兒我們會再指

出神所給予協助你的靈和神深處的溝通。給予你在你的敬拜

中幫助你，我們會在他的同在中，說方言之能，不再需要，

終必停止。知識也終歸於無有，而且再一次這指的是知識的

言語的恩賜。神在一個特殊情況中給我們知識或洞查，幫助

我們處理當時的情況，知識的言語總是部份的知識，我們從

不曾領受對情況完全而且徹底的知識，在新約中當這恩賜被

操練時，他們的領受不是完全的知識，未發生的部份的知

識，但不是所有的細節。 

我們現在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哥林多前書 

13:9) 

這些事是不完全的，有一天會過去的事物。另一方面，愛是

永不止息。預言要不再有。方言也必中止。知識歸于無有。

因為這些事物事情是不完全，我們只預言我們知道的部份，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這所提的完全是

什麼呢？ 在二十世紀以前，每一個聖經解釋者都了解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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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耶穌基督的再來，這是一直連繫到二十世紀教會歷史的傳

統觀點和每個聖經注釋者的觀點。在二十世紀的開始，在公

元 1906年開始了一個現代的靈恩運動，稱為五旬節運動，

是對屬靈恩賜興趣的更新。 

因這個現代的五旬節運動開始於 1906年，一些基要派的講

道者想要蔑視當時聖靈運動的角色，他們翻到哥林多前書

13章，帶出新的解釋「突然的，那完全的來到」變成不再

是耶穌基督的再來，但是現在根據他們的解釋說：聖經是神

完整的啟示來到了。當我們領受所有的經卷的時候，我們就

不需要說預言的恩賜，不需要說方言和知識言語的恩賜來教

人們，當神的話完全的來到時，聖靈所有的恩賜與使徒都不

再需要，就是使徒年代的完結。 

他們為了凍結屬靈的恩賜的運用，當然要有經節的基礎支持

他們的說法，他們必須改變那“完全的來到”的意思將它扭

曲稱為神的話，而非耶穌基督的再來的意思。 

在往後的解釋中, 你會發現指的是神，但那不是在這個世紀

以前，因為以前所有的聖經教師都了解「這個完全」是指



13 of 19 

哥林多前書第 13章 
 

耶穌基督的來臨。我同意坎貝爾摩根，他是我所相信非常誠

實的詮釋者。我同意他的話，“從上下文我們可以明顯的看

到他是指那耶穌基督的再來。”因為他繼續說“我們將要面

對面見他，現在我們透過暗色的玻璃看衪，但是以後是面對

面。”現在我們知道一部份，我們就說部份預言，但是之後

我們將要知道，甚至明白以前所知道的。 

什么時侯呢？就是當我們面對面見耶穌基督的時候。而不是

把第 13章，作為反對操練聖靈的恩賜的證明，事實上十三

章支持，聖靈的橾練因為這些恩腸是給我們的直到耶穌基督

的再來，等那完全的到來。如果你和我翻到使徒行傳的第 2

章，當聖靈降臨在教會，他們全部都說起別國的話，來從全

世界來了許多虔誠的人，為了逾越節聚集在一起，聽到噪音

全部聚集在門徒聚集的房間，他們充滿驚奇和希奇，說到，

“這說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嗎？我們各人怎麼聽見他們說我

們生來所用的鄉談呢？我們聽到瑪代和帕提亞的方言，和那

些從米所波大米亞來的人，他們在稱頌讚美神。這意謂什麼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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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彼得站起來為他們解釋的時候，他首先給他們一個聖經的

基礎說，以色列人側耳聽我的話，第一，你們所提的論點是

錯誤的，你們想這些人是醉了，但是現在是早上 9點鍾。你

問這是什麼意思，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在末後的日

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

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像，老年人要做異夢，在那些日

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侍女。” 

這個預言一直講到未世苦難時期，那時將有血，火，煙霧，

月亮要變成血，日頭要變為黑暗，這都在主再來審判的日子

未到以前。因此先知約珥的預言是一個末世的預言，帶你進

入苦難之內和主的來臨之前，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

必得救。從聖經的基礎，說那完全的是指聖經而不說那是耶

穌基督的再來，是強詞奪理。 

我認為那些採取這種立場的，是因為他們認為現代已經沒有

聖靈的恩賜，而且因為他們採取這立場，他們強加如此解

釋，是強詞奪理。我確實相信正確的解釋那完全的來到，指

的是耶穌基督的再來，和聖經其他的經卷也相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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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

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哥林多前書 

13:11) 

這是在成熟中自然的發展。當我與主同在的時候 。我會是

完全的。當我回頭看今天我做的許多事，會顯得非常孩子

氣。當我和主在一起時才能完全知道和完滿。那時這些預

言，方言和知識的言語，都不再是必要的了。我和耶穌在一

起就是進入完滿。 

這裏談到黑暗的鏡子，當時他們所製造的鏡子沒有我們今日

所做的過程完美，直到 13世紀左右他們才開始制造鏡子，

在玻璃後塗上漆。在以前所有的鏡子都是用金屬做的，很亮

的金屬。但是你從來看不到真正的影像，而是扭曲的影像，

因此我們看鏡子時，我們看的是這些扭曲。我們不能清楚看

見，但是之後我們要面對面。我們會完全的了解，而且到那

時我們會知道甚至是已知的。 

當我們下星期進入第 15章時，保羅談到我們的復活和新的

身體，而新身体是非常不同時， 我們會問:「我們會彼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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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嗎？如果我沒有禿頭的話，你如何認識我？」。你如何認

出我整頭捲曲的頭髮？我們將會全然明肖。我們到那時就會

全知道，而不需要彼此介紹。我們會認識彼此，就像我們知

道自己一樣。 

有些事會過去，像是預言，說方言，知識的言語；有些會常

存，像是信，望，愛，這些才是持久的特性。信心，相信

它，只因為神這樣說。我的信心基於神的話。神這樣說，我

就這樣信，相信神所說的總是如此，即使當我在天上，仍會

繼續相信神所說的。如此永久常存，它總是在那裡。我相信

神所說的，雖然我不了解他。許多爭論有兩面的看法：就如

命定論和人的責任。有人說，“你相信預定嗎？”我回答，

“我信。”他們說，“你相信人的責任嗎？”我還是那樣回

答，“我信。”你兩者都信嗎？我不了解，如果你問我，你

了解預定嗎？我會說不。你了解人的責任嗎？不了解。但是

我相信神這樣說。因此我接受這些似乎是衝突的觀念。因為

神的話這兩方面都有教。雖然在理智上我不能把它們調和，

我卻相信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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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期在神學院的毛病是努力想把它們調和，我花時間討

論，研究，祈禱，學習命定倫的教義，神的主權，和人的責

任。并試著將它們集合起來，試著將所有聯系在一起。好幾

年的研究，我將所有的教義書扔在地上，我以厭倦的心情離

開房間，我大叫神，我不能了解當中的意義。我也嘗試過許

多年了。神對我的心說話，“我從來不要求你了解，我只是

要求你相信它。”我說，“好的，我相信。“我相信神是至

高的，而且以他的恩典召我，作他的孩子。但是我也相信呼

求主名而得救是必要的。然而如果你想要進入一個合乎邏輯

的辯論和討論，我不能參與。現在許多人們的問題是他們只

站在一邊，去排除另一邊，這是危險的，因為你只認識一半

的真理。 有些人不能理解另一邊的人，他們以這些神學辯

論，造成教會裡的分裂，因為他們不能相信所有的真理，他

們只相信他們心中所能了解的或合理推論出來的。 

我若只相信我所能看見的，那不是信心。信心是相信因為神

是這樣說的。盼望是欲望和期待的組合。兩者都必須有。人

們許多時候想要卻不期待。許多次我的欲望是如此遠，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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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不期待它們，我若僅僅想要它們，但那不是盼望，我

不只想要，而且期待它來臨。有時你期待你不想要的事物。

現在你可能拿到一張傳票，在 21日內上法院回答法官的審

問。因此你期待出現於法官面前，當然你不想去，因為你有

罪。盼望有兩層次：欲望和期待。保羅說，“我們是盼望的

囚犯。“我們在主裡有榮耀盼望。我想要主的榮耀，而且我

也期待主的榮燿，等待有福的盼望，我們偉大的神和救主耶

穌基督榮燿的出現。我渴望耶穌出現，我期待耶穌出現，所

以我盼望。當周圍的每件事都失敗的時候，是盼望讓你能堅

持。是盼望，讓你不放棄，繼績前進。望盼支持我們，讓我

們得以持續。 

“為什麼我的靈在我裡面憂悶？為什麼我的靈在我裡面煩

躁？”詩篇作者對他自己說話，關於他煩躁的感覺，關於他

裡面的失望和沮喪。你為什麼那麼憂鬱？你為什麼那麼失

望？他說，“在神裡有盼望。”那是對沮喪的回答，對失望

的回答，對情況如此喪氣的回答。嘿，神正要動工。我期待

他動工。我想要他動工。因此我的靈安息。因為我的希望和

期待在主。因此這三件事物連結：信，望，愛。其中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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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愛。為什麼？因為它包含另外兩者。當我們讀愛的定義

時，相信所有的事物。所以它們都包含在愛中，愛帶來盼

望，信和望都包含在愛中，所以愛是最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