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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著想 

1.擔當別人的軟弱              1-7節 

2.讓生命能有盼望             8-13節 



1 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
己的喜悅。2 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
處，建立德行。3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如
經上所記：「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
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5 但願賜忍耐
安慰的上帝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6 一
心一口榮耀上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
使榮耀歸與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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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說，基督是為上帝真理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
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話，9 並叫外邦人因他的憐憫
榮耀上帝。如經上所記：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讚
你，歌頌你的名；10 又說：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
百姓一同歡樂；11 又說：外邦啊，你們當讚美主！
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他！12 又有以賽亞說：將
來有耶西的根，就是那興起來要治理外邦的；外邦
人要仰望他。 
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將諸般的喜樂、
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 
盼望！  

2.讓生命能有盼望                      8-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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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or I tell you that Christ became a servant to the 

circumcised to show God’s truthfulness,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promises given to the patriarchs, 9 and in 

order that the Gentiles might glorify God for his mer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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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2:1-2 
1 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
甚麼事上論斷人，就在甚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
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2 我們知道
這樣行的人，上帝必照真理審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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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說，基督是為上帝真理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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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9:21-24 
21 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裏拿一塊做成貴重
的器皿，又拿一塊做成卑賤的器皿嗎？22 倘若上
帝要顯明他的忿怒，彰顯他的權能，就多多忍耐寬
容那可怒、預備遭毀滅的器皿，23 又要將他豐盛
的榮耀彰顯在那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上。
24 這器皿就是我們被上帝所召的，不但是從猶太
人中，也是從外邦人中。這有甚麼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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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上帝。如經上所記：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讚
你，歌頌你的名；10 又說：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
百姓一同歡樂；11 又說：外邦啊，你們當讚美主！
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他！12 又有以賽亞說：將
來有耶西的根，就是那興起來要治理外邦的；外邦
人要仰望他。 
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將諸般的喜樂、
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 
盼望！  

2.讓生命能有盼望                      8-13節 



為人著想 

1.擔當別人的軟弱              1-7節 

2.讓生命能有盼望             8-13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