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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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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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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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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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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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10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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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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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
是愛。





主愛大能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引言

• 愛得太遲



背景

•最榮耀, 美麗, 雄偉的愛之篇

•正在撕裂的教會

•教會時弊的良方 - 愛



1.愛大過所有屬靈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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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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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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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愛大過所有屬靈恩賜

•三個假設性的句子

•講方言, 先知講道之能,知識

•信心可以移山, 慈善家, 烈士

•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1. 愛大過所有屬靈恩賜

• 例子: 我的邪惡計劃

• 應用: 我們有重視愛多於恩賜 ?



2.愛是超自然的行動

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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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2. 愛是超自然的行動

• 愛不單是一種感覺, 愛一定行動

• 一朵美麗的花出於哥林多的污泥

• 那位配得上那壯麗圖畫的人



2. 愛是超自然的行動

• 愛是恆久忍耐, 又有恩慈

• 即食文化

• 凝望耶穌



2. 愛是超自然的行動

• 愛是不嫉妒, 不自誇, 不張狂

• 吹水文化

• 凝望耶穌



2. 愛是超自然的行動

•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 拆毀文化

• 凝望耶穌



3. 愛是永恆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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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10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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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愛是永恆的禮物

12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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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
愛。



3. 愛是永恆的禮物

• 愛是永不止息

• 末後的日子

• 短暫 vs永恆

• 例子: 十年前送給妹妹的卡

• 應用: 追求愛, 停止紛爭



反思問題

2. 愛之篇裏面提到十五種愛的特徵, 全部都是行動. 那一樣
你會繼續發展呢?
3. 回顧過去, 我們在哪裏缺乏愛, 令家庭,教會, 工場,社會撕
裂呢? 求神原諒我們賜我們能力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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