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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很大膽地說，哥林多前

書13章整章就是愛的光譜分析。愛和
光一樣，是由許多顏色組成的；光譜

分析出來就成了彩虹，而彩虹的顏色

卻只能由無數的雨滴展示出來。

當我們提到神的「愛」時，這

個字的定義為：「一種感情，包含判

李定武／著

斷在內，是特別按照原則、責任和禮

節而作的一種意志決定。」這個定義

雖然有些拗口，意思卻十分完全和正

確。有的愛純粹出於感情，這裏所說

的愛卻是經由理智的認識，再加上意

志的行動所帶出來的感情，這就是這

一章所說的愛。

這一章自然分成三個段落：從

13章1-3節，保羅提到愛的價值；4-7
節，敘述到愛的美德；8-13節，則談
到愛的得勝。

愛是我們服事的力量，也是服

事時所需的能力，更是我們獻身的動

力，這就是愛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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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3: 1）這是一

句很短、卻很重要的話，使徒宣稱我

們可以很有口才，然而若是沒有愛，

就只不過是一個缺乏能力和性格的工

具罷了。有一位老清教徒作家對這一

句話下了一個古怪卻有力的結論： 
「單有提琴而沒有拉琴的人，有什麼

用呢？」這就是使徒心中所想的。當

我們說話時，不論我們是用人的語言

或天使的語言，若沒有愛，那只不過

是吵鬧之音罷了。所以我們必然會有

一個推論：當我們因著愛而說話時，

必然會以對神完全降服的心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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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

我就算不得什麼。」（林前13: 2）值
得我們注意的是，使徒在這裏所說的

康培‧摩根（Campbell Morgan）／著 王林秀芬／譯

編者註：母親的愛可說是人世間最偉大

的愛，然而因著神所賜給基督徒的新生

命，教會所展現出的主的愛，甚至比母

愛更廣大。本文主要是解經王子摩根對

哥林多前書13章的解經，再配以小組

討論或個人靈修的思考與討論問題；而

生動多情的短詩則是由著名的作家畢哲

思所寫。



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

次。」（太18: 22）只有愛才能做到
這件事。

舊約中還有一個如詩般美麗的例

子可用來解釋這一點，就是雅各為他

兒子祝福時，提到約瑟，他這樣說：

「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

結果的枝子，他的枝條探出牆外。」

（創49: 22）多結果子的樹枝是很美
的畫面，然而當果子多到探出牆外的

時候，這就是愛心滿溢的表現了。

「愛是不嫉妒」，探討這一點

之前，我們先回頭讀前面一章，在那

裏，保羅提到一個身體中有各式各樣

的恩賜、功用和能力。他說：「設若

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

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設

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

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

（林前12: 15-16）這是一個非常生動
的畫面：腳嫉妒手，耳嫉妒眼。既然

嫉妒，就不可能有愛；但如果有愛，

腳就會因手的靈巧而喜樂，耳也會 
因眼的明亮而高興，一點也不會有 
嫉妒。

「愛是不自誇」，當然這句話強

調的是「自」這個字；既然有愛就不

會自誇。古羅馬人會對一個過度誇張

對己之愛的人說：「朋友，我不相信

你。」這是很合理的反應，因為愛是

不自誇的。

「不張狂」，這句話比前面那一

句更進一步，也告訴我們愛是不自誇

的原因。這句話表達了真愛「甜蜜而

不自覺」之美，有愛的人不會認為自

己有什麼值得驕傲的。

「不求自己的益處」，這是對完

全捨己的真愛最深刻的說法了。我們

若用這個尺度來衡量愛，就會發現這

標準十分徹底，因為真愛的成分裏是

找不到自益的；真正的愛乃是不求自

己的益處。

最後，愛是「不輕易發怒」。

英文欽定本譯作：「愛是不輕易被激

怒」，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實。但「輕

易」這個詞並沒有出現在任何早期手

抄版本中，顯然那些敬虔的著名學者

認為保羅說得有些過分，因此把「輕

易」這個詞加進來。事實上，自從

1611年以來，就有不少人用「不輕易
發怒」作他們壞脾氣的藉口。愛是根

本不會被激怒的，這句話表明，在面

對惱人的事物時，愛能表現出極大的

耐心，以上就是愛對一個人個性所產

生影響的分析。

接下來是第二段的七句話。

愛是「不計算人的惡」，用更白

的話說，愛就是不記錄別人所犯的過

錯，不留著將來算帳。

「不喜歡不義」，當然這是前一

句的另外一面；愛既不計算人的惡，

自然也就不願做任何不義之事了。因

此，愛是「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這也是不喜歡

不義的原因，因為愛是喜歡真理。

保羅寫給腓立比人的信中提到他

對這三樣事的看法：「凡是真實的、

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

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

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腓

4: 8）最後一句話：「這些事你們都
要思念」，正確譯法是：「這些事你

們要一一清查」，這與愛是「不計算

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正相互輝映。

「凡事包容」，這裏有一個詞是

帶有圖像性的，很可能我們不明白重

點何在。這個詞的概念就是使用一個

屏幕，將屏幕底下的人安全地保護起

來，遮掩起來。因此，愛是「凡事包

容」，就是用個屏幕把另外一個人遮

起來，使他不受威脅和傷害。愛永遠

是保護那些身處危險的人，使他們免

受傷害。

「凡事相信」，這並不是容易被

騙的輕信，而是在本性中不去懷疑，

這正是愛的行為。

「凡事盼望」，這接著上一句

話，表示也許有些值得懷疑的理由，

有些相反的證據，這時，就要用「盼

望」的愛了。愛，永遠是樂觀的，在

一切不利的情況下，還是盼望有最好

並不是低處的事，而是高處的事，都

是神賜給人的不同恩賜：先知講道、

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甚至

有全備的信。然而，使徒卻用了一個

假設字眼「若」。這種假設其實是非

常大的假設，因為一個人假如擁有這

樣的恩賜，他還求什麼呢？然而使徒

卻說，一個人若有了這些恩賜，卻沒

有愛，這其他的東西就沒有價值了。

他說，若我擁有這一切，卻沒有愛，

就等於什麼都沒有。由此我們很自然

會得到一個推論：愛會帶來極大的能

力，因著愛的緣故，先知講道之能會

受到管制，能用愛心來說明奧祕，並

且信心也受到引導，如此才能產生真

正的能力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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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3: 3）使徒這句話
提到了兩種奉獻：第一種是為窮人捨

己；第二種是信仰極深而願意殉道。

我們再度注意到使徒所提的都是本質

極高尚的事，接著他說，即使做到了

這些事，卻沒有愛，就「仍然與我無

益」。無論任何良善或殉道之事，動

機仍是最重要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解

釋，亦即若我是因著愛而給予，因著

愛的推動而願意為真理奉獻，這樣的

奉獻才有價值。

再來看本章的第二段（林前13: 
4-7）。這是一篇極其優美的經文，
談到愛的美德。仔細看，我們會看到

這一段有七句話論到各人愛心的表

現，後另有七句話論到愛在關係中的

表現。當我們從個人的角度來看愛的

時候，必然會牽涉到人與人的關係；

而當我們說到對他人愛心的表現，必

可視為個人內心世界爭戰的得勝。

讓我們先來讀一讀前面七句話。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這是極度耐心的表現，不只恆久忍

耐，更在耐心用盡的時候，表現了恩

慈；這經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容讓。我們不禁想到，有一次彼得

很難得地提到他應該原諒他的弟兄 
七次，然而主卻回答說：「我對你



的結果。

愛是「凡事忍耐」，這句話或

用另一種譯法就是：在經歷一切過程

中，愛仍堅強。不論發生什麼事，愛

仍保持它的持久力。我們可以把「忍

耐」和前面的「包容」兩字合起來

看：「包容」是遮蓋保護，「忍耐」

則是恆久謙抑。

接下來是一句很簡短的話：「愛

是永不止息。」這句話把我們以上的

討論作了一個總結。按字義看，愛永

遠不會中止，不會失敗，不會使我們

失去生活的原則和動力。保羅的話也

證實了莎士比亞簡單卻莊嚴的話：

「因著環境而改變的愛並算不得愛。」

保羅用一句話把他所說的作了一

個結論之後，接著是這一章的最後一

段，告訴我們愛的得勝。他以愛和其

他高處之事來作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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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他用小孩長成大人作例

子來說明他這些話的意思。先知講道

之能歸於無有，是因為事情已經成就

了；說方言的神蹟和讚美的方式停止

了，是因為再沒有這樣的需要了；所

得的知識也歸於無有，是因為到了時

候，我們都知道了。這裏所提到的都

是一些偉大的事，是為要教導人，但

是等到教導已經完全的時候，那些就

都歸於無有了。

但是還有一些事會存留：「信」

會存留。有一首詩歌，說到有一天我

們會看不見信心；雖然就某方面來說

這是真的，但是就另一方面來說，這

並不是真的。有限生命的永恆原則，

就是對無限的神存有信心。「信」會

永存，並要得勝。

「望」也會存留，因為總有新的

領域是人可以進入的。保羅說：「誰

還盼望他所見的呢？」（羅8: 24）可
見盼望就是一直意識到，還有一些新

的事物是我們不知道的。我們永遠不

會把神累壞了，因此盼望也會永存。

「愛」也必然永存。有趣的是，

保羅宣稱這其中最大的是愛。我們若

好好思想這句話，就會看到愛正是信

和望的理由及能力。假如愛中止了，

信就消失；愛中斷了，望就歸於無

有。因此，愛會永遠常存，是信的能

力，也是望的鼓舞。

其實哥林多前書14: 1才是第13章
的結束。那是一個命令：「你們要追

求愛。」研讀第13章必然讓我們感到
自己的失敗，因為假如愛真的就是這

樣，那我們實在是太虧欠了。但感謝

神，藉著這段經文，我們真正知道了

愛的價值、美德和得勝。然而，使徒

保羅深知人的失敗，因此他說：「你

們要追求愛。」他用「追求」這個詞

表示這是需要努力的。在腓立比書

中，他用這個動詞來形容自己過去如

何逼迫教會，和現今如何向著標竿直

跑。但不管用在哪裏，這個詞都有需

要努力和勤奮的意思，表示一種熱情

投入和下定決心的努力。我們還沒有

完全達到這種愛的生活，但是我們可

以而且也必須「追求」愛。

思考和討論問題

◆林前13: 1-3，愛的價值

1.  愛在服事上會帶來什麼果效？
2.  如果服事不是出於愛，最終的結果
會是什麼？

3.  做「高尚的事」背後可能有哪些動
機？為何愛的動機是最有價值的？

◆林前13: 4-7，愛的美德

1.  本段經文一開始說到哪兩項愛的積
極表現？請各舉一個實例。

2.  接著聖經說到八個「愛是不⋯⋯」
在這些表現中，你現在最常犯的是

哪些？你最希望別人（尤其是配偶

或親人）善待你的是哪些？

3.  最後又說到五項愛的積極表現，你
認為最不容易做到的是哪些？

◆林前13: 8-13，愛的得勝

1.  保羅以什麼其他高處的事和愛作比
較？它們和愛的最大差別在哪裏？

2.  根據經文，我們現今的景況是什

麼？未來將會如何？

3.  為何在信、望、愛中，最大的是
愛？ 

（本文選自《聖經中的偉大篇章》哥

林多前書13章，「更新傳道會」2005
年初版。另參漁夫查經系列叢書《成

長中教會的問題─哥林多前書》，

「更新傳道會」2001年初版。歡迎上
網訂購www.crmnj.org，或電732-828-
4545）

我要對你恆久忍耐，

因為我愛你，

願意饒恕你。

我要對你有恩慈，

因為我愛你，

一心要幫助你。

我不嫉妒你所擁有的財物，

也不嫉妒你的各種恩賜，

因為我愛你，

希望你能得到最好的。

我不自誇我的成就，

因為我愛你，

更樂意聽聽你的成就。

我不張狂，

因為我愛你，

希望你比我更多受人推崇。

我不作害羞的事，

因為我愛你，

在乎你的感受。

我不求自己的益處，

因為我愛你，

願意滿足你的需要。

我不會輕易向你發怒，

因為我愛你，

願意轉眼不看你的過錯。

我不計較你的過錯，

因為我愛你，

知道愛能遮蓋許多的罪。

—畢哲思(Jerry Brid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