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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章：三個跟聚會和信仰生活有關的個案

12-14 章在聚會中
運用恩賜的原則

11:2-16信徒在聚會
（崇拜）時應有裝束

11:17-34 守聖餐的具體
愛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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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1
•不同恩賜的來源與應有的配合

13:1-13
•運用屬靈恩賜時的重要原則-愛

14:1-40

•教會中造就肢體與聚會秩序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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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愛就是運用屬靈恩賜的原動力

13:4-7
•愛的獨特性-愛是甚麼？

13:8-13
•愛的永恆-愛是永不止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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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段（13:1-3）保羅用了三組假設性句子，而涉及的內容是層
層深入的由說方言到自我犧牲，如是者便將整個推論點推向高
峰。

13:1說萬人的方言、並
天使的話語說方言
的恩賜

13:2 有先知講道之能、
也明白各樣的奧祕、
各樣的知識．而且有
全備的信、叫我能彀
移山作先知講道、智
慧的言語、知識的言
語及信心的恩賜

13:3 將所有的賙濟窮人、
又捨己身叫人焚燒
施捨及（極可能是指）
殉道的恩賜



13:1-3 愛就是運用屬靈恩賜的原動力

承接12:31:

• ‘最妙的道’就是愛

• 愛就是運用屬靈恩賜的動力、方式和目的

• 信徒須要藉愛去服事、運用屬靈恩賜。這樣才能得到真正的果效，
使教會受益。

這是一首散文詩，因為在當時的文獻中，常以愛為分裂的反義
詞。由於詞藻的優美，在感情上能引發讀者的共鳴，故同樣可
以達到推動讀者將愛心付諸行動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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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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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13:1 我若能說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
鑼*、響的鈸。
*鳴的鑼直譯作「發響聲的銅〔片〕」。
NLT 13:1 If  I could speak all the languages of  earth and of  

angels, but didn’t love others, I would only be a noisy gong or a 

clanging cymbal. 

天使的方言參張永信著-哥林多前書，教會時弊的良方-愛第
297頁：猶太人相信，天使所說的，是一種特異的話語。
保羅在此作了一個假設性的情況，就是他若具備了說方言恩賜
的最高境界能說世人和天使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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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沒有愛即沒有愛作為背後的動力
愛: 原文是: ἀγάπη ; Transliteration: agapē簡意是: 
1 愛
1.1 指人的愛
1.1.1 未指明愛的對象
1.1.2 指明對象：
1.1.2 1對象非人：ἀ. τῆς ἀληθείας，真理之愛，帖後2:10 。
1.1.2.2 對象為人：ἀ. εἰς τινα 向某人的愛，如 εἰς πάντας τοὺς ἁγίους 向眾聖徒，弗1:15 西1:4 。
1.1.2.3 對象為神或基督：ἀγάπην τοῦ θεοῦ對神的愛（但許多時候所有格可以作為主詞）路
11:42約5:42帖後3:5約一2:5,15 3:17 4:12 5:3林後7:1

1.2 指神和基督的愛：
1.2.1 對人的愛，用於神：ἐν ἡμῖν在我們裡面，約一4:9,16。εἰς ἡμᾶς向我們，羅5:8，參羅5:5。
1.2.2 指神和基督之間的關係，約15:10下;約17:26。τοῦ υἱοῦ τῆς ἀγάπης αὐτοῦ他愛子，西1:13。

2 愛筵
為早期基督徒在聚會時連帶享用的餐筵，此舉乃為助長並表達弟兄間的愛 ( 猶1:12)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5%B8%96%E5%BE%8C&chap=2&sec=10&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5%BC%97&chap=1&sec=15&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A5%BF&chap=1&sec=4&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B7%AF&chap=11&sec=42&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B4%84&chap=5&sec=42&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5%B8%96%E5%BE%8C&chap=3&sec=5&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B4%84%E4%B8%80&chap=2&sec=5,15&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B4%84%E4%B8%80&chap=3&sec=17&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B4%84%E4%B8%80&chap=4&sec=12&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B4%84%E4%B8%80&chap=5&sec=3&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6%9E%97%E5%BE%8C&chap=7&sec=1&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B4%84%E4%B8%80&chap=4&sec=9,16&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BE%85&chap=5&sec=8&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BE%85&chap=5&sec=5&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B4%84&chap=15&sec=10&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B4%84&chap=17&sec=26&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A5%BF&chap=1&sec=13&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7%8C%B6&chap=1&sec=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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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信望愛專卷註釋: 希臘文有四種愛
a.第一個是「eros」指兩性之間的愛情，此字總是含有性
愛的意思。此字沒有在新約中出現。
b.第二個是「storge」指父母與子女之間，弟兄姊妹之間
，及親戚之間的愛，此字也沒有在新約中出現。
c.第三個是「philia」，描寫一種同時涉及身心靈的熱情，

親密而溫柔的關係，係人間最高的愛，但它的光仍會搖曳
不定，它的熱仍然可以冷卻。此字是非宗教的希臘文文獻
裡最高的「愛」字。
d.第四個是「agape」，此字是新約作者常用的「愛」字，
此字的名詞從來沒有在非宗教的希臘文文獻中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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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pe的基本意義：
a.一種普及萬人的善意及相應的行為。
b.有責任及能力去愛那些不可愛的人，去尋求別人的最高利

益，不管那人是誰，也不論他所做或曾做的是什麼事，也不
計較他對此愛的回應如何。換言之，「功過應得之賞罰」這
個觀念在基督化的愛中是沒有地位的。
c. 此愛與人間的愛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後者是一種「

不由自主」的反應，但前者乃是一種整個人的操練，不是一
種毫不費力便自然產生的情感上的回應。而是以意志克服自
己，使自己能愛人的自我征服。
d.一種熱誠而深切的關心別人，設身處地的關心別人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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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愛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所佔的重要地位：
a.應是基督徒生活的氣氛、是基督徒行事為人不變的動機 (弗
5:2  西 3:12,14  林前 16:14 ) 。
b.此愛是基督徒合一的秘訣 (西 2:2) 。
c.愛是持守真理應有的態度，基督徒的自由應受愛的支配 (弗
4:15) 。
d.愛是帶來實際行動的，導致實際的捐輸與真誠的寬恕 (林
後 8:7,8,24) 。
e.此愛不是受感情左右、軟弱無力的東西，而是具備敏銳的
洞察力，能辨別是非，在需要時也不避諱嚴詞譴責和警告(腓
1:9-10  林後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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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成了: 參 NASB: I have become …原文的時態是表明「已經變
成」而且「現在也是這樣的人」的意思，而不是「將要變成」的
意思。
鳴的鑼: 可能有以下意思：
• 當時有人用這比喻來形容那些演講家，笑他們所說的是言至之
無物。

• 指一種既單調又沉悶的響聲。
響的鈸:鈸此自的原文(κύμβαλον; Transliteration: kymbalon); 與
當時的異教假神(Cybele) 一字相近。這個異教的特色是在敬拜時
狂歡及渾然忘我的表現。
沒有帶著愛去說方言，只是好像一些單調而喧鬧的噪音而已，
對人斯毫沒有屬靈的益處，反倒惹來煩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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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3: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
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彀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
甚麼。
新漢 13:2 我若有宣講神信息*的恩賜，又明白一切奧秘、一切知
識，又有完全的信心足以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宣講神信息直譯作「說預言」，參11:4註；第8、9節同。
NLT 13: 2 If  I had the gift of  prophecy, and if  I understood all of  

God’s secret plans and possessed all knowledge, and if  I had such 

faith that I could move mountains, but didn’t love others, I would 

be nothing.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這是其中一種能造就信徒的屬靈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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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智慧的言語、知識的言語的
屬靈恩賜
各樣: 原文是: πᾶς; Transliteration: pas; 簡意是:  每一種, 各種, 整
體, 全部
全備的信信心的恩賜
全備: 原文跟以上片語中的’各樣’是同一個字
叫我能彀移山: 參太17:20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
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
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

信徒能夠具備上述這四種恩賜但卻沒有存著愛心去行出來，仍
算不得甚麼 {原文是: οὐδείς; Transliteration: oudeis, 簡意是 :沒有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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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3:3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
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新漢 13:3 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給人，又捐軀捨身，好能夠誇
口*，卻沒有愛，對我還是沒有益處。
*誇口：有古抄本作「被人焚燒」。
NLT 13:3 If  I gave everything I have to the poor and even 

sacrificed my body, I could boast about it; but if  I didn’t love 

others, I would have gained nothing. 

這節所提及的兩項恩賜施捨（甚至到了一個地步把自己所有的給
了出去）以及捨棄己身都是極難的及在世人眼中都是最有意義和
價值的行為。但保羅提醒我們若沒帶著愛去運用這些恩賜，對
己對人都沒有益處(原文跟上節的’算不得甚麼’ 是同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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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己身叫人焚燒’ 是甚麼意思?

NIV: …….and give over my body to hardship that I may boast,…..

Berean Literal Bible: ….. and I may deliver up my body that I may boast,….

叫人焚燒直譯是以致被焚燒，在此有古本抄本用自我炫耀，而不是被焚燒。
若是這樣，此句的意思應是：一個人犧牲了自己，其實是為了高抬自己，以此作
為誇耀。這是一個非常劾人的行動，看似一個壯烈的犧牲。然而不帶著愛去行出
來也是徒然。
這句無論怎麽解釋，都會遇到困難。這可能解釋作為主殉道。但是，雖然在保羅的
日子偶爾也有殉道的事發生，在尼祿王逼迫基督徒之前，並沒有以火焚燒殉道者之
記錄。猶太人也不會用火焚燒來懲罰基督徒。按猶太人公會的規定，只有和同一對
母女發生性關系，或與祭司女兒行淫，才要用火焚燒。有人認為，“叫人焚燒”是
指被賣作奴隸以後，被人用火印烙印記。但是，當時的奴隸並沒有被烙印的習慣。
最合理的解釋是，保羅在此指自我犧牲。雖然保羅不可能贊同這樣自我犧牲式的自
殺，但他以此作為自我犧牲的最高表現。他的意思是：“如果為了某個崇高的理想，
我不惜以最痛苦的方式自我犧牲，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13:4-7愛的獨特性-愛是甚麼？

和合本 13: 4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
誇．不張狂．

新漢 13:4 愛是恆久忍耐；愛是仁慈，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自
高自大，

*有古抄本沒有愛是。

NLT 13:4 Love is patient and kind. Love is not jealous or boastful or 
prou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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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三節到第七節，保羅講述了甚麼是愛。
• 他先用兩個正面去講論甚麼是愛 (3:4a)

• 然後用了八個反面的方式去形容愛 (3:4b - 6)

• 最後再以四個個正面的描寫作結束 (3:7)

參原文翻譯：

愛是:

恆久忍耐- 原文的意思是有耐心, 等候, 忍耐, 承受, 延遲 ( 路
18:7 ); 時態是:現在, 主動式.

參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New Testament:

這句的開始有一個冠詞 (article)，意思是’這’ (The or This) -

Originally a demonstrative pron. meaning this, that, but in Attic 

and later usage it became mostly a prepositive art. ‘The’



18

這字常用作形容上帝身上（路18：7；彼後果：9）。能忍受長久的
痛苦，例如基督耶穌堅忍地承受罪人的頂撞，又給予世人機會，
悔改歸正。這可說是上帝的愛那被動的一面。
又有恩慈:參原文翻譯：

此字在新約只有此一次出現，是形容上帝的愛那主動的一面。祂
對人滿有恩慈，採取行動施行救恩，甚至捨己以完成救屬行動。

參: Thayer's Greek Lexicon: to show 

oneself  mild, to be kind, use kindness; 

即: 有恩慈, 慈愛, 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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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The NIC on the New Testament –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Revised:

These first two clauses, “Love is patient [= forbearing], love is kind, ” represent 

respectively love’s necessary passive and active responses toward others or 

difficulties in general. The first verb pictures long forbearance toward them; the 

second verb pictures active goodness in their behalf. In Pauline theology they 

represent the two sides of  the divine attitude toward humankind (cf. Rom. 2:4). On 

the one hand, God’s loving forbearance is demonstrated by his holding back divine 

wrath toward human rebellion; on the other hand, God’s kindness is found in the 

thousandfold expressions of  divine mercy. Thus Paul’s description of  love begins 

with this twofold description of  God, who through Christ has been shown to be 

forbearing and kind toward those who deserve divine judgment. The obvious 

implication, of  course, is that this is how God’s people (i.e., the Corinthians 

themselves, not to mention all others who would claim to belong to Christ) through 

Christ and the Spirit are to be toward others.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Ro+2%3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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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不嫉妒:

嫉妒: 原文是: ζηλόω ; Transliteration: zēloō; 簡意是: 努力,渴望,熱心,投入, 

充滿嫉妒
這裡是負面的用法。哥林多教會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因著嫉妒而分門
別類，皆因沒有愛。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自誇: 原文是: περπερεύομαι ; Transliteration: perpereuomai ;簡意是: 自誇 (to 

boast oneself )這字在新約裡只此一次出現，本來用作形容膨脹的氣袋。
在此是寓意的用法，指人心高氣傲，有如氣袋一樣自我膨脹。而心中有
愛的人是不會有這種行徑的。
張狂: 原文是: φυσιόω; Transliteration: physioō簡意是: 原來"吹"的意思; 

吹噓, 驕傲自大; 此字在林前8:1 譯作 - 自高自大
這字與自誇是互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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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3:5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
惡．
新漢 13:5 不做不合體統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
別人的過犯*，
*不合體統的事:原文是指違反道德或社交操守，引致出醜、羞辱的事
*過犯: 或譯作惡
NLT 13:5 or rude. It does not demand its own way. It is not irritable, and 

it keeps no record of  being wronged. 

害羞的事: 早於7：36出現，該處譯作不合宜，有不尊重和行事魯莽的
意思；指對人對事未能切合時宜。哥林多教會在很多的事上，例如：
婚娶、夫妻相處、婦女蒙頭、聖餐和吃過祭偶像的食物等問題上都處理
失當。一個有愛心的人，須小心地待人處事，力求最少不會帶給別人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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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自己的益處: 原文直譯是：不追求自己的東西 (參呂譯: 不逕求自己
的….) . 東西可以是指個人的意見，或是權益。愛使人不自私地生活，
卻處處為別人著想。
不輕易發怒: 發怒: 原文是: παροξύνω; Transliteration: paroxynō簡意是: 使
變為尖銳, 挑動去刺激, 去策動, 挑釁 ( 徒 17:16  林前13:5 )

人在盛怒中，往往不能客觀地對人對事，以致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心中
有愛的人會有能力化解不必要的怒火，以致能冷靜處理問題。
不計算人的惡 (參呂譯:不記住別人的過錯….. ): 計算: 原文是: λογίζομαι ; 

Transliteration: logizomai ; 簡意是: 數算, 計算; 仔細思索, 考慮; 認
為, 相信 (參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New Testament 

Actually, the verb logízomai means to put together with one's mind, to 

count, to occupy oneself  with reckonings or calculations.)

由是觀之，計算是一個與記錄下來相關的字眼；故是把別人的錯失記在心
中。試想一個人終日的心思意念是在記錄及數算別人的過錯，這是多麼可
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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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3: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新漢 13:6 不為不義而喜樂，只為真理而歡喜；
NLT 13: 6 It does not rejoice about injustice but rejoices whenever 

the truth wins out. 

不喜歡不義: 對於週圍發生的不義事情，會著意處理，不會容讓。
只喜歡真理:喜歡: 原文是 : συγχαίρω; Transliteration: synchairō; 簡意
是 : 與人一起歡樂; 恭賀 路 1:58  腓 2:17; 參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New Testament: from sún <G4862>, together, and 

chaírō <G5463>, to rejoice. To rejoice together, to share in another's 

joy.此乃一複合字，意即共同歡喜，有極大歡喜的意思。即無論
是在理念和實踐上、都樂於見到真理的彰顯。

http://www.crossbooks.com/book.asp?strongs=G4862
http://www.crossbooks.com/book.asp?strongs=G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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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新漢 13: 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NLT 13:7 Love never gives up, never loses faith, is always hopeful, and 

endures through every circumstance.

環聖 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堅忍。
包容: 原文是: στέγω ; Transliteration: stegō; 簡意是: 遮蓋, 不聲張 ( 林
前 13:7 ); 承擔, 忍受 (to cover closely (so as to keep water out), 

generally to bear up under) 引申有保護和堅忍的意思。因著愛，能對
別人歡容，並且盡力保護對方，使對方不受傷害。
相信: 原文是: πιστεύω; Transliteration: pisteuō; 簡意是 :相信; 信賴, 信
靠; 將一件事交託給某人
保羅沒有表明相信的對象是誰，不過當然離不開上帝與人。如果是指
上帝，則是指因愛上帝，相信祂的安排最為美善。如果是指人，便是
因著愛人，去待人摯誠，不懷疑人，對人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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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 原文是: ἐλπίζω ; Transliteration: elpizō ;簡意是: 希望, 盼望; 

期待
這是一個重要的字。根據信望愛專卷註釋的原文字義統計，此字
在新約共出現了32次；其中有19次是在保羅書信中出現。在這
裡，盼望是相信未來在上帝的掌握中，故對人對事都存積極的
看法；再加上心中有愛，對人對事便會更積極。
忍耐: 原文是: ὑπομένω ; Transliteration: hypomenō ;簡意是: 留下
( 路 2:43  徒 17:14 ); 忍耐, 堅守立場參: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New Testament:

from hupó <G5259>, under, and ménō <G3306>, to remain. To 

remain under, i.e., to persevere, endure, sustain, bear up under, 

suffer, as a load of  miseries, adversities, persecutions or 

provocations with faith; to remain privately, stay behind

http://www.crossbooks.com/book.asp?strongs=G5259
http://www.crossbooks.com/book.asp?strongs=G3306


13:8-13愛的永恆-愛是永不止息的

和合本 13:8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
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新漢 13:8 愛是永不止息的。*相反，神的信息的宣講，總要終結，方言
總要停止，知識也總要終結。

*愛是永不止息的直譯作「愛是永不跌倒」，所以或可譯作「愛是屹立
不倒」。

NLT 13:8 Prophecy and speaking in unknown languages and special 
knowledge will become useless. But love will last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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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永不止息: 是對上文描述愛的結語。止息本意是跌倒，這裡
是寓意的用法，指消失，或是死亡，意思正是真愛不死，並且
歷久常新，永不消失。
終必歸於無有: 參原文翻譯：將被廢止; 因此這句要表達的就是指
今世結束，進入主永恆的國度時，再不需要任何先知講道，因
為信徒可以直接從上帝得著啟示。
終必歸於無有: “停止”（παύσονται; ）是動詞“παύω”的未來式關
身語態直說語氣，意思是：使停止。說方言之能將使自己停止，
或自動地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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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3:9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新漢 13:9 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所宣講的神的信息也
有限；
*有限直譯作「局部」，本節下及10、12節同。
NLT 13:9 Now our knowledge is partial and incomplete, and 

even the gift of  prophecy reveals only part of  the whole picture! 

在這裡保羅由’我’變成’我們’，是要讀者參與思考。參新漢，
這節的開頭其實有’因為’一詞；故是緊接著上文，即為’知識’

將被廢去作出解釋。’有限’的原文是’部份’ (Partial)，即人所擁
有的知識，都是部份的知識；是不完全的。同樣，先知所講
的也有限；即作先知講道所傳講的，只是真理的某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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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3:10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新漢 13:10 但等到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就要終結。
NLT 13:10 But when full understanding comes, these 

partial things will become useless. 

那完全的”（τὸ τέλειον）指完全長成，成熟者。見林前二
6的“完全人”。這裏的“完全”不是指質的完美，而是
指量的完全，以和前面的“有限”相對照。“等……來到”
（ὅταν ... ἔλθῃ），語助詞“ὅταν”帶第二簡單過去式假設
語氣，時間副詞子句，指未來某一個未特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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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3:11  我作孩子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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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13:11 我還是孩子的時候，說話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思考像
孩子；既長大成人，就把孩子的種種除掉了。
NLT 13:11 When I was a child, I spoke and thought and reasoned 

as a child. But when I grew up, I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

保羅在別處經文中也曾使用成長與成熟的比喻來描述恩賜的目的。
根據以弗所書4章11至16節，恩賜是用來帶領教會脫離幼稚階段進
入成熟階段的。以弗所書4章13節中譯作“成人”的希臘詞就是哥
林多前書13章10節中譯作“完全”（ τέλειος; Transliteration: teleios）
的這個詞。在以弗所書的經文裏，“成人”的意思被定義為“滿
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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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3:12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糢糊不清．〔糢糊不清原
文作如同猜謎〕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
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新漢 13:12 因為我們現在是通過鏡子間接*觀看，到那時就要面對面
了。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要完全知道，好像主完全知道我
一樣。
*間接：原文用詞是指「用謎語、比喻的形式去表達」。這個表達是
要對比將來的「面對面」（意即「直接」，下句），所以這詞宜譯作
「間接」。
NLT 13: 12 Now we see things imperfectly as in a cloudy mirror, but 

then we will see everything with perfect clarity. All that I know now is 

partial and incomplete, but then I will know everything completely, just 

as God now knows me comple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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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鏡子是用金屬磨光製成，哥林多城就以出產鏡子聞名。
這種金屬鏡的效果比較差，影像模糊。

 保羅在此用:

大人丟棄小孩子的思想與心思; 和
人們選擇清晰的面對面代替模糊的鏡中影像來說明當完全的
臨到，我們就不須要再汲汲於現在這些不完全的東西了。

這節下半部份參原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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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出現了三個知道，後兩個是一個複合詞，指完全知道，
藉以對比前一個的知道。到了永恆的借用將來，我們對真理的
認識，便好像主已全知道我們一樣，是全然透徹的，絕對不
會只是部份和片面的了。
-------------------------------------------------------------------------------

和合本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
是愛。
新漢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NLT 13:13 Three things will last forever—faith, hope, and love—and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NIV: 13:13 And now these three remain: faith, hope and love. But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34

如今所指的是甚麼意思？
• 指時間性, 即’現在’ ;

• 亦可以作邏輯性用法,即保羅在此作出結論。
大部分學者都支持第二個看法,他們所提出的原因如下: 

• 保羅用常存,不會是指時間方面,只存在於今生, 來生便不存在。
• 由於常存是單數字,故保羅是以「信、望、愛」為一單元。事實上,這三項信徒
的德性,常出現於保羅

• 的書信中。
• 如今此措辭再於十四章6節出現,那裡並不是時間性的用法。
• 信是指對上帝的信靠;望是指因著愛主,極為盼望主的再來,能夠與主永遠在一
起;愛是上帝與人之間應有的關係。信靠上帝顯出我們是被造之物,上帝是造
物主,這關係是永遠不會改變的。盼望的背

• 後,是一顆愛主的心,這也是不會因著來生的臨到而改變。所以,三者都常存到
永遠。
至於何以愛是最大的,保羅並沒有在此加以說明。畢竟,保羅已花了很多篇幅,形
容愛的超越和獨特,如果要在此再長篇大論一番,便顯得多此一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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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反省:

• 愛是一切屬靈恩運作的背後動力，如果沒有愛，外表所作的
皆屬徒然，沒有意義。

• 愛並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在與人相處上顯示出來。這些表現,整
體而論是積極的、美善的和造就別人的。

• 心中滿有愛的人,一定不會是自我中心的人,所以,在運用恩賜時,

必定不會自我表揚,以高抬自己,貶低他人。
• 愛使人委身於所愛的人,孜孜不倦地等候和幫助對方,一如浪子
的父親一樣,等候浪子回家。

• 跟恩賜相比,愛能存到永恆,恩賜卻只適用於今生。
• 跟信和望相比,雖然三者都同是存到永遠,但愛是更為超越,因為
愛上帝的人自然會信靠上帝,愛上帝的人自然會盼望與上帝在
一起。按此了解,愛成全了信及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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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樣才能肯定我們的事奉是出於愛心而非出於人意
？

• 我們知道主愛我們，但怎樣才能從知識的層面，進到
感受的層面，即在感受和經歷上認識主的愛？

• 請認真的思想，是甚麼驅使你在教會參與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