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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第 13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哥林多第 13章实际上由第 12章开始。保罗在第 12章讲到

各种不同属灵恩赐。圣灵如何透过信徒的生命显示自己。 

一个人能持有的各种不同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全部的恩

赐, 不是每个人都有所有的服事，很明显这是修辞上的表达

方法。 

岂都是使徒吗? 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

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

是翻方言的吗？但是就像属圣灵的恩赐，圣灵将会按照个人

的恩赐各自分开。因此就这些恩赐而言，圣灵是至高的。然

而我们要认真的追求最好的恩赐。 

只因圣灵分配他们并不阻止我想得特殊的恩赐。因此保罗

说，“认真的渴想最好的恩赐。”再一次最好的恩赐是被

你生命里的需要所决定的。神呼召你实现什么服事。无论你

在基督身体中的什么位置，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恩赐，使你能

够充分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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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罗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有一个更

好的道甚至比有医病的恩赐或行异能的恩赐更好，或说方

言，或无论什么，比较好的事，都没有这个好。所以当我们

开始第 13章我们开始进入保罗所言的最妙的道胜于所有恩

赐，是一个更大的恩赐。 

在第 13章前，最初的 3节他向我们表示至高的爱超越属灵

的恩赐。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

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哥林多前书 13:1) 

这个希腊文字 AGAPE翻译作神的爱。它是一个新约所造的新

字。它不出现在古典希腊文。古典希腊文对爱有其它的字。

爱表现在生理，性欲上，爱表现在情绪，爱人上。但是古典

希腊文不认识什么神的爱，神圣的爱。 

我今天早上听到一个有趣的新闻，说我们如何不断地把字加

入我们的字典。这个特殊的注释者提议当我们把每一个新的

字加入我们的词汇中时，尤其那些报导新闻的人，在他们起

初几次，他们所使用的字有些明确。然后人们开始使用。但



3 of 19 

哥林多前书第 13章 
 

是有这么多新的名辞被加进去。所以在一开始前 4节保罗为

神的爱实际为何下定义是必须的。我们接受这个翻译，因为

英王雅各翻译本跟随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所设定的样式，

他们首先将圣经翻译成英文。当他的翻译从拉丁武加大译本

而且在拉丁字 CHARITOS，是爱的意思，如此在翻译

CHARITOS他将此字译为慈善。 

这字最原始的想法是给予某种类型的爱。但是过了多年爱

CHARITY这个字改变了它的意思，它有时是在压力之下的给

予。你打算今年要给联合基金多少，而且它有点是同情穷人

的味道因此它不再必然是因爱所激励的给予，虽然慈善这字

一度从拉丁字 CHARITOS 翻译而来，或许足已表达这个希腊

字但在今日我们的语言中却不再能表达，因为我们使用慈善

这字的缘故。那么我们真的只好回去用旧的爱了这个字。当

我们必须回想爱这个字时，我们立刻明白英语在语言上的限

制。因为这英文字不是原来类型的爱。 

因为这字是我使用表达我最深的感觉和情感之一，当我说，

“我爱我的妻子，凯。”这字表达我最深的感觉和情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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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她描述我对她的感觉的。然而当我想要描述我爱雪糕，

我也使用相同的字。我爱 。但是我对雪糕的感觉远不能同

我对我妻子的感觉相比。英语受这语言的限制。因此我们拿

希腊字 EROS牲爱，把它翻译成牲爱。我们拿希腊字

PHILEO，把它翻译成友爱。然希腊字 AGAPE后神的爱，我们

翻译成爱到底的爱，然而它们全是不同层次的爱。现在更佮

当较地说，“我爱雪糕 。”因为 EROS只是肉体表现的范

围，当然与我深爱我的妻子是不同。但是这 AGAPE神的爱的

确是爱到底的爱。我们明白它的定义，它是描述神对我们的

态度。 神如此地爱世人。它用来描述我们在态度上的字。

应该彼此的对待彼此的相爱的字。 

一种不自私给予的爱。这个爱优越于属灵的恩赐。 

如果我有说方言的恩赐，不管是人的，或是天使的，一种天

上的不被任何人了解的语言。如果我有这种能力和恩赐，若

我没有爱我所说的完全无意义，它只是噪音。你发出叮当声

的时候是制造噪音。它是无意义的声音，失去它的意义，如

果没有爱在里面的话。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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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

识 。(哥林多前书 13:2) 

因此我可能有知识言语的恩赐，我可能有预言的恩赐，我可

能对圣经里面有些有趣的小事有属灵的见领会。神试着给我

们各种不同的隐秘的信息，但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什么

也不是。 

我有全备的信，(哥林多前书 13:2) 

我有人们告诉我他们很有信心，但是我不真曾遇见有任何一

个人具有非常的信心。但是如果我很有信心，它能叫我能够

移山，现在耶稣说，“如果你有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你

能够移山。” 

现在如果我有全备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

不算得什么。 

爱强于牺牲。因此许多次我们蒙召为神献祭。 

我若将所有的救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益。(哥林多前书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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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强于任何所有的恩赐，爱胜过我可能对神所做的任何牺

牲。现在保罗为着我们的原故，为希腊字神的爱下定义。他

宣告说，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哥林多前书 13:4) 

保罗在加拉太书 5章 20节给我们另外一个定义；保罗说，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然后接着是喜乐，和平，忍

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但是忍耐是特征之一，是

爱的标志之一。彼得感受到在主带领同行中，有一天对耶稣

说，“我应该原谅得罪我的人多少次？七次？”我认为彼得

试着在其它门徒之前炫耀。有点像说，主我认为我有肚量能

原谅相同的冒犯七次。心想主会说，“彼得，你真的长大

了，真好。”但是主对彼得说，“彼得，你要这样做，七十

个七次。” 

耶稣说什么？忍耐或宽恕不是数学的事，是圣灵的事，它是

一种态度，所以我不能有保留，我不能有留下一个帐号，我

不能说 478，479次，直到我完成我的七十个七次，然后才

罢手。我确定耶稣知道彼得那时不会算几次，而且会明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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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或宽恕是圣灵的事。 

爱的特征，神的爱是忍耐，也是恩慈。就是忍耐的极限的最

后是以仁慈响应，我听到人们说，就是我自己也这样说，

“我已经忍耐够了，我准备探取行动了。”它通常是强有力

的，复仇心态的方式，不是那么恩慈。我忍了又忍，我忍够

了。那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我忍了又忍，忍了再忍。那时

忍耐之后的恩慈。 

爱是不妒嫉 (哥林多前书 13:4) 

我不强求你有的，那些好的事因为我爱你，我高兴发生在你

的身上的那些好事。我喜欢的是你的数字被选中，而不是我

的，因为我爱你。我喜欢你升迁，你看爱是如此的伟大以致

于你喜欢别人受祝福，那不是妒嫉你所领受的，那不是妒嫉

你得到的。爱是不妒嫉，也不是自夸，它不寻求提升自己。

我们活在名利诱惑的世界中。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好象每件事

物都是自我推销。而每件事不是为这，就是为那作自我推

销，不幸的是世界那种名利的诱惑也潜入教会中。因此我们

看见在教会里许多追求名利的人，试着促销计画或更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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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他自己。真的爱不吹嘘，也不自夸，它并不加入优越

感。它不看自己本身比别人强。它不轻视别人。它不制造等

级差别。它不自夸。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哥林多前书 13:5) 

几年以前当我想往日的时光，当时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

们班上有一个女孩子，她可以一迅唱歌剧，一边弹奏，她学

习真的进步很快而且可以展示她的歌喉，你能够在五条街以

外听到她的声音。她把她的怪异当成是优美的。我曾在洛杉

矶市中心工作，看见她穿著怪异，她自己却感觉是虔诚的。

她的头发总是往后梳成一个小包，因为这样是虔诚的，她从

不化妆，因为那时不敬虔的，而且她对公义神圣虔诚这些东

西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曾习惯于坐街车来回宿舍之间，而

且有时我坐在街车上，她刚好也在市中心工作，有时她会和

我坐同一班车。当她看见我的时候，她会用那种大噪门的歌

剧声对我说，“赞美主，弟兄。”整台车都听到这个看起来

怪异的女孩子的声音。你知道如果她生得很美丽的话，事情

可能会不同。偏偏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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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感到困窘的是你不想和那样怪异的人在一起。车里每个

人的头都转过去看她和谁在说话，我也会转头当作不认识她

似的。我若看到她坐在我等的街车上，在转角我就会知道她

是否上了车。若是，她从前门上车，我就会从后门下车。我

会等下一班车回家。即使花多一角硬币我也觉得是值得的。 

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哥林多前书 13:5) 

不试着让自身引起注意。它不寻求自己的。“道路”这字应

该在这里加入，不寻求自己的益处，而拖延其它人，它不

坚持自己的道路，不轻易发怒，“轻易”这个词并没有出

现在任何一份希腊文的手稿中。因为我曾说，“是啊，我不

轻易发怒。”你如此做让我感到沮丧，但是不容易。然后当

我开始研读希腊文手稿我发现这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希

腊文的手稿中。是译者在翻译这想法的时候，哦，感到沉

重，但是不发怒，谁不偶而发怒？他们为你的益处加入“轻

易”一词，但是不幸的若要忠于真理，我必须将它取出。没

发怒吗？不计算人的恶， 

它是有点不狡猾的，这是没有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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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哥林多前书 13:6) 

哦，他活该，哦，我真高兴看到如此，哦，他需要那样，

不，这不是爱，当我的敌人被击倒时，被消灭时，我不会在

这不义中觉得欢喜，而不仅仅是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

息。(哥林多前书 13:7) 

现在有止息的事物，就是为你在处理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

回过头再来看一看，爱是的超越一切属灵的恩赐。它另外的

一项特点就是它是持久的，而属灵的恩赐却不是。会有说预

言的恩赐也有不再需要的时候了。在天上我们和耶稣在一起

的时候我还有需要另外找一个职业，说什么需要劝诫训诲的

或安慰的吗？每件我们需要的东西就在那，我不必为了劝诫

你再寻求主，只要委身于主，我们就和他在一起的。我不需

要安慰你，我们全部的试炼将会结束，我们在他荣耀的同在

里，因此说预言的恩赐也有时间价值的限制，它现在是很

好，当我们还在这世界时需要它，但是会有说预言的恩赐止

息的时候，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它不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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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停止；(哥林多前书 13:8) 

当然这可能指的是说听不懂的方言恩赐，一会儿我们会再指

出神所给予协助你的灵和神深处的沟通。给予你在你的敬拜

中帮助你，我们会在他的同在中，说方言之能，不再需要，

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归于无有，而且再一次这指的是知识的

言语的恩赐。神在一个特殊情况中给我们知识或洞查，帮助

我们处理当时的情况，知识的言语总是部份的知识，我们从

不曾领受对情况完全而且彻底的知识，在新约中当这恩赐被

操练时，他们的领受不是完全的知识，未发生的部份的知

识，但不是所有的细节。 

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哥林多前书 

13:9) 

这些事是不完全的，有一天会过去的事物。另一方面，爱是

永不止息。预言要不再有。方言也必中止。知识归于无有。

因为这些事物事情是不完全，我们只预言我们知道的部份，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这所提的完全是

什么呢？ 在二十世纪以前，每一个圣经解释者都了解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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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一直连系到二十世纪教会历史的传

统观点和每个圣经注释者的观点。在二十世纪的开始，在公

元 1906年开始了一个现代的灵恩运动，称为五旬节运动，

是对属灵恩赐兴趣的更新。 

因这个现代的五旬节运动开始于 1906年，一些基要派的讲

道者想要蔑视当时圣灵运动的角色，他们翻到哥林多前书

13章，带出新的解释「突然的，那完全的来到」变成不再

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现在根据他们的解释说：圣经是神

完整的启示来到了。当我们领受所有的经卷的时候，我们就

不需要说预言的恩赐，不需要说方言和知识言语的恩赐来教

人们，当神的话完全的来到时，圣灵所有的恩赐与使徒都不

再需要，就是使徒年代的完结。 

他们为了冻结属灵的恩赐的运用，当然要有经节的基础支持

他们的说法，他们必须改变那“完全的来到”的意思将它扭

曲称为神的话，而非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意思。 

在往后的解释中, 你会发现指的是神，但那不是在这个世纪

以前，因为以前所有的圣经教师都了解「这个完全」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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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的来临。我同意坎贝尔摩根，他是我所相信非常诚

实的诠释者。我同意他的话，“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明显的看

到他是指那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他继续说“我们将要面

对面见他，现在我们透过暗色的玻璃看衪，但是以后是面对

面。”现在我们知道一部份，我们就说部份预言，但是之后

我们将要知道，甚至明白以前所知道的。 

什幺时侯呢？就是当我们面对面见耶稣基督的时候。而不是

把第 13章，作为反对操练圣灵的恩赐的证明，事实上十三

章支持，圣灵的橾练因为这些恩肠是给我们的直到耶稣基督

的再来，等那完全的到来。如果你和我翻到使徒行传的第 2

章，当圣灵降临在教会，他们全部都说起别国的话，来从全

世界来了许多虔诚的人，为了逾越节聚集在一起，听到噪音

全部聚集在门徒聚集的房间，他们充满惊奇和希奇，说到，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

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听到玛代和帕提亚的方言，和那

些从米所波大米亚来的人，他们在称颂赞美神。这意谓什么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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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彼得站起来为他们解释的时候，他首先给他们一个圣经的

基础说，以色列人侧耳听我的话，第一，你们所提的论点是

错误的，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但是现在是早上 9点钟。你

问这是什么意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末后的日

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

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像，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

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 

这个预言一直讲到未世苦难时期，那时将有血，火，烟雾，

月亮要变成血，日头要变为黑暗，这都在主再来审判的日子

未到以前。因此先知约珥的预言是一个末世的预言，带你进

入苦难之内和主的来临之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

必得救。从圣经的基础，说那完全的是指圣经而不说那是耶

稣基督的再来，是强词夺理。 

我认为那些采取这种立场的，是因为他们认为现代已经没有

圣灵的恩赐，而且因为他们采取这立场，他们强加如此解

释，是强词夺理。我确实相信正确的解释那完全的来到，指

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和圣经其它的经卷也相贯通。 



15 of 19 

哥林多前书第 13章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

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哥林多前书 

13:11) 

这是在成熟中自然的发展。当我与主同在的时候 。我会是

完全的。当我回头看今天我做的许多事，会显得非常孩子

气。当我和主在一起时才能完全知道和完满。那时这些预

言，方言和知识的言语，都不再是必要的了。我和耶稣在一

起就是进入完满。 

这里谈到黑暗的镜子，当时他们所制造的镜子没有我们今日

所做的过程完美，直到 13世纪左右他们才开始制造镜子，

在玻璃后涂上漆。在以前所有的镜子都是用金属做的，很亮

的金属。但是你从来看不到真正的影像，而是扭曲的影像，

因此我们看镜子时，我们看的是这些扭曲。我们不能清楚看

见，但是之后我们要面对面。我们会完全的了解，而且到那

时我们会知道甚至是已知的。 

当我们下星期进入第 15章时，保罗谈到我们的复活和新的

身体，而新身体是非常不同时， 我们会问:「我们会彼此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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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吗？如果我没有秃头的话，你如何认识我？」。你如何认

出我整头卷曲的头发？我们将会全然明肖。我们到那时就会

全知道，而不需要彼此介绍。我们会认识彼此，就像我们知

道自己一样。 

有些事会过去，像是预言，说方言，知识的言语；有些会常

存，像是信，望，爱，这些才是持久的特性。信心，相信

它，只因为神这样说。我的信心基于神的话。神这样说，我

就这样信，相信神所说的总是如此，即使当我在天上，仍会

继续相信神所说的。如此永久常存，它总是在那里。我相信

神所说的，虽然我不了解他。许多争论有两面的看法：就如

命定论和人的责任。有人说，“你相信预定吗？”我回答，

“我信。”他们说，“你相信人的责任吗？”我还是那样回

答，“我信。”你两者都信吗？我不了解，如果你问我，你

了解预定吗？我会说不。你了解人的责任吗？不了解。但是

我相信神这样说。因此我接受这些似乎是冲突的观念。因为

神的话这两方面都有教。虽然在理智上我不能把它们调和，

我却相信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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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期在神学院的毛病是努力想把它们调和，我花时间讨

论，研究，祈祷，学习命定伦的教义，神的主权，和人的责

任。并试着将它们集合起来，试着将所有联系在一起。好几

年的研究，我将所有的教义书扔在地上，我以厌倦的心情离

开房间，我大叫神，我不能了解当中的意义。我也尝试过许

多年了。神对我的心说话，“我从来不要求你了解，我只是

要求你相信它。”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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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你想要进入一个合乎逻辑

的辩论和讨论，我不能参与。现在许多人们的问题是他们只

站在一边，去排除另一边，这是危险的，因为你只认识一半

的真理。 有些人不能理解另一边的人，他们以这些神学辩

论，造成教会里的分裂，因为他们不能相信所有的真理，他

们只相信他们心中所能了解的或合理推论出来的。 

我若只相信我所能看见的，那不是信心。信心是相信因为神

是这样说的。盼望是欲望和期待的组合。两者都必须有。人

们许多时候想要却不期待。许多次我的欲望是如此远，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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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不期待它们，我若仅仅想要它们，但那不是盼望，我

不只想要，而且期待它来临。有时你期待你不想要的事物。

现在你可能拿到一张传票，在 21日内上法院回答法官的审

问。因此你期待出现于法官面前，当然你不想去，因为你有

罪。盼望有两层次：欲望和期待。保罗说，“我们是盼望的

囚犯。“我们在主里有荣耀盼望。我想要主的荣耀，而且我

也期待主的荣耀，等待有福的盼望，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耶

稣基督荣耀的出现。我渴望耶稣出现，我期待耶稣出现，所

以我盼望。当周围的每件事都失败的时候，是盼望让你能坚

持。是盼望，让你不放弃，继绩前进。望盼支持我们，让我

们得以持续。 

“为什么我的灵在我里面忧闷？为什么我的灵在我里面烦

躁？”诗篇作者对他自己说话，关于他烦躁的感觉，关于他

里面的失望和沮丧。你为什么那么忧郁？你为什么那么失

望？他说，“在神里有盼望。”那是对沮丧的回答，对失望

的回答，对情况如此丧气的回答。嘿，神正要动工。我期待

他动工。我想要他动工。因此我的灵安息。因为我的希望和

期待在主。因此这三件事物连结：信，望，爱。其中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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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为什么？因为它包含另外两者。当我们读爱的定义

时，相信所有的事物。所以它们都包含在爱中，爱带来盼

望，信和望都包含在爱中，所以爱是最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