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馬書 14:1-12 

接納他人 





接納他人 

1.要接納軟弱的               1-3a節 

2.神也接納他們               3b-6節 

3.各自向神交賬               7-12節 



1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2 有人
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3 吃的人不可輕看
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因為上帝已經收納他
了。4 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
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5 
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心裏
要意見堅定。6 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
因他感謝上帝；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上帝。 
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8 我們
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
活或死總是主的人。9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
人並活人的主。10 你這個人，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麼
輕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站在上帝的臺前。11 經上寫著：主
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
認。12 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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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各執己見 

a.針鋒相對 

c.爭持不下 



1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2 有人
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3 吃的人不可輕看
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因為上帝已經收納他
了。4 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
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5 
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心裏
要意見堅定。6 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
因他感謝上帝；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上帝。 
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8 我們
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
活或死總是主的人。9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
人並活人的主。10 你這個人，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麼
輕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站在上帝的臺前。11 經上寫著：主
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
認。12 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說明。 



各執己見 

b.針鋒相對？ a.互相接納？ 



1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2 有人
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3 吃的人不可輕看
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因為上帝已經收納他
了。4 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
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5 
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心裏
要意見堅定。6 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
因他感謝上帝；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上帝。 
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8 我們
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
活或死總是主的人。9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
人並活人的主。10 你這個人，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麼
輕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站在上帝的臺前。11 經上寫著：主
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
認。12 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說明。 



1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2 有人
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3 吃的人不可輕看
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因為上帝已經收納他
了。4 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
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5 
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心裏
要意見堅定。6 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
因他感謝上帝；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上帝。 
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8 我們
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
活或死總是主的人。9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
人並活人的主。10 你這個人，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麼
輕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站在上帝的臺前。11 經上寫著：主
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
認。12 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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