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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3:1-14 教案 
 創作者：金甌  
 編輯：蘇姐 劉姐  
 日期：2020 年 1月 13 日 

教學主題：如何成為神的兒女 

一、單元目標 

1. 認知目標：認識因信稱義的真理 

2. 情感目標：體會聖靈一路的帶領 

3. 意志目標：定意單單委身於福音 

4. 行為目標：糾正錯誤的稱義觀念 

5. 生命目標：活出十架為本的生命 

二、主題經文：加拉太書 3:1-14 

三、設計對象：北美華人教會信主二年以上，25-55歲的中、青年人。 

設計者：金甌 上課堂數：1堂 上課時間：90分鐘 

四、敬拜讚美：詩歌將作為回應安排在快結束時，此處教師帶領學生以禱告開始。 

五、經文分析 

請見教師版第五、六大點。 

六、教學重點： 

1. 認識當時加拉太教會的問題，以及保羅如何從兩個方面來論證“因信稱義”的道
理。 

2. 如何堅定“因信稱義”的道理？如何看待律法與信心的關係，以及聖靈在信徒生命
中的作用與能力？ 

3. 怎樣持守信仰，不被迷惑（基督徒會遇到怎樣關於真理的迷惑？這些迷惑有什麼吸
引力？）。 

七、思考問題：（本節將在課堂不同階段來引導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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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問題：（主要幫助學生快速進入經文當中，抓住重點，並開始進行思考） 

1. 保羅用什麼詞來形容加拉太教會的收信者？他為什麼這樣形容？ 

2. 請在這段經文中找出反復多次出現的詞。通過這些詞彙，你覺得保羅在該段論證的
主要內容是什麼？ 

3. 請找出保羅在該段中引用的所有舊約經文的出處。對比保羅的措辭與舊約聖經的措
辭，它們是完全一樣的嗎？所引用的聖經在舊約中各自的上下文是什麼？保羅引用這些舊

約經文，如何為他所要表達的觀點服務？ 

有關“因信稱義”： 

1. 當時的加拉太人是通過什麼成為上帝的子民？如今的我們又是如何成為上帝的兒女
呢？ 

2. 你認為怎樣才叫做“相信福音”？這福音是什麼？“信”又有怎樣的內涵？ 

3. 作為一個基督徒，你如何看待舊約的律法？你又如何看待現在基督徒應有的行為要
求（比如屬靈的操練，又如處世為人的品行等）？你覺得這是成為神兒女的必要條件嗎？ 

4. 聖靈怎樣在信仰的道路上帶領我們？ 

有關堅定信仰： 

1. 回想你從開始接受基督到現在為止，你有過懷疑的時候嗎？有過不理解的地方嗎？
若有，是什麼最容易讓你產生懷疑呢？請分享。 

2. 你覺得如今你對上帝的信心處在怎樣一個光景？你對現況滿意嗎？哪裡做得比較
好，哪裡還不足夠呢？ 

3. 你覺得律法主義、或者這個世界所崇尚的價值觀與成功學，它們的吸引力在哪裡？
為什麼人們會願意跟隨或推崇？我們生活在這世上，不可避免會接觸到這些，要怎樣才可

以抵擋世界的影響力呢？ 

八、設計理念： 

課程針對的是北美華人教會信主兩年以上、25-55歲的成年人。通常這個年齡段的北
美華人教會信徒，都有較理性的思維方式（硅谷尤甚，因工程師居多），也多有在工作與

學習上成功的經歷。這樣的對象有如下需求與考量： 

1. 他們有較為既定成型的學習方式，且中國傳統教育的影響根深蒂固。所以在教學和
引導上，應該避免突兀地使用與他們慣常學習方法迥異的教學方式，以免引發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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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感。現今的教學趨勢變化巨大，老師應當引導他們適應，但也需要循序漸進，

在一定的時間跨度中慢慢地進行改變。另外，由於對象是成年人，思想相對比較成

熟，故而要避免過於幼稚或膚淺的活動與遊戲。有鑒於此，本節課的引導活動在設

計上既要有新意和一定的參與性，又不能讓受眾感覺太過另類而產生抵觸，同時也

考慮到客觀條件（如上課時間、授課場所、學生專長等）的限制，故選擇方便操作

上手的“拼圖”活動作為引導，具體設計和活動流程將在下文闡明。 

2. 這個年齡段的華人，能來到美國，尤其是在硅谷地區謀得一份高科技工作的，許多
都是菁英分子，同時也是一路打拼過來，有過不少成功的經歷；再加上華人要艱苦

奮鬥的傳統文化，這樣一群學生，或有意或無意地有著“憑著優秀的行為才能取得

相應回報”的觀念，這也是本課經文所要針對的問題。“因信稱義”不是一句口

號，而是對現有價值觀的挑戰，以及對上帝救贖大功的完全接受。本課引導活動的

設計，將刻意營造一種現有觀念下的無力感，而當基督的十架成為新的價值根基

時，一切就豁然開朗。 

本教案將以名為“‘圓’滿的基督徒生命”拼圖活動作為引導，引出“人單單信靠基

督成為上帝的兒女”的教學重點。上課時將學生分為小組，老師給每組派發 10片拼圖碎
片，並鼓勵學生在每一片拼圖碎片上寫出“你所認為基督徒該有的行為表現”（如每日讀

經、禱告、定時參加聚會、傳福音、行善等），之後老師引導學生試著將這些碎片拼成一

個圓（意指我們常說的“圓滿”）。拼圖的製作經過精心設計（見下圖及詳細說明），其

實並無法拼成圓形，但不能讓學生一眼看出而放棄嘗試。經過數分鐘的努力後，老師知道

學生無法完成，從而引出“外在行為無法拼湊出真正圓滿的基督徒生命，我們似乎缺少了

關鍵的核心”，之後讓學生開始閱讀加 3:1-14的經文，並用“觀察問題”引起注意和激
發思考。在討論“因信稱義”時讓學生再次回到拼圖遊戲中，這次老師給每組學生發一個

拼圖真正的原型木質十字架， 並告訴學生其實我們能夠拼成的不是一個圓（世人眼中的
圓滿），而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徒生命的起點和價值的核心），基督徒一切的好行為都

是建立在十字架的基礎之上。等學生將碎片拼成十字架並貼在木質模型之上後可以作為紀

念品帶回家，常作提醒與反思，並在課堂上引出有關“堅定信仰”的問題。 

這樣的一個教學過程，融合了學生的藝術美感和對數學圖形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讓

學生經歷價值核心的對比——從無法完成到順利完成，最大的變化不是學生的能力，而是
目標的轉變。我們以為這些行為可以使人生圓滿，但基督徒真正的圓滿是十字架。單有外

在的好行為不能讓我們成為上帝的兒女，只有藉著對基督的信和十字架救贖的大能，我們

才能成為神國的百姓，並活出美好的生命。做成的作品可以帶回家中時常思想，亦可餽贈

親友作為有價值的紀念，讓基督的十字架真正成為信徒生命的根基與價值所在。 

引導活動的拼圖設計如下： 

拼圖所根據的是一個十字架來劃分碎片。但為了一開始讓學生可以嘗試去拼成一個

圓，我們用同樣半徑的圓去切割這個十字架原型，這樣得到的碎片有相同弧度的邊，能起

到“障眼法”的效果，使教學引導較為順利地進行。下圖左為用同樣半徑圓形切割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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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示意圖，下圖右為清除輔助線條後得到的最後十字架切割圖。備課時老師可根據右

圖來剪切得到碎片，並考慮用不同顏色的紙片來使最終的成品色彩紛呈。大圖請見附錄。 

 

 

九、導引活動： 

活動名稱：“圓”滿的基督徒生命 

活動目的：先引導學生認識以世俗價值與外在行為去衡量基督徒生命的無力，之後再讓

學生深刻認識到“基督的十架以及對基督的信”才是信徒生命的根基。 

活動步驟： 

（一）課前預備： 

1. 學生在課前完成本課經文（加 3:1-14）的閱讀。 

2. 老師在課前按著設計準備好彩色拼圖碎片以及木質原型十字架。 

（二）引導活動： 

引介活動物件： 

(1) 教師將學生分組（每組 3-4人），發放彩色拼圖碎片（木質原型十字架留在後一階
段發放），並在幻燈片上打出活動標題與文字簡介。 

(2) 教師讓學生觀察所分發的碎片形狀，使學生開始熟悉物件，並對照幻燈片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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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對其可能的用途進行猜測與聯想。 

(3) 教師讓學生思考“一個基督徒該有的行為表現”，並給出一些實例來引導（如每日
讀經、禱告、定時參加聚會、傳福音、行善等），將教具與學生的實際屬靈生活相關聯。 

（三）發展活動： 

第一次嘗試： 

(1) 教師讓學生將前面所想到的基督徒行為一個一個地寫在拼圖碎片上。 

(2) 教師向學生介紹活動的題目，讓同學嘗試將寫了字的拼圖碎片拼成一個圓形，意指
“圓滿”。此處學生需動用他們數學與藝術的平面空間想象力。 

(3) 因這些碎片原本設計就不是能拼成一個圓形，在數分鐘的努力後學生們均無法拼
出，他們亦可能得出無解的結論。 

小結：當學生試圖用這些碎片拼成一個完整的圓形時，好像難以完成，我們需要思考

其中的道理。 

十、STEAM之應用： 

 學生所需知識或技能 活動所運用的知識或技能 

數學 基本的圖形空間想象力 如何將碎片按其樣貌拼成完整圖

形 

藝術 基本的美感 將什麼內容寫在什麼顏色的紙

上，能達到最好的表達效果 

人際 對他人的關懷與溝通能力 活動中與組員一起配搭，對組員

說出真誠而勉勵的話，結束後將

成品贈送親友並對他們講述其中

的含義 

 

十一、STEAMbs教案 

STEAM Bible Study（STEAMbs）教案設計表 

STEAM Bible Study（STEAMbs）教案設計表 

單元名稱：如何成為神的兒女 研讀日期：1/1/2020 教學時間：1/1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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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經文：加拉太書 3:1-14 經文主題：“因信稱義” 

學員背景：生長地__中國__;教育_ 本科以上_; 生活區_ 北美___; 職業__工程師__; 年齡
__25-55歲____; 其他____ 

學員靈程：慕道__,初信 ◎ ,進深 ◎ ; 新進同工__  ,  資深同工/長執___,  其他__________  

涉及領域： 

STEAM精神：跨學科:   S __ T __ R  ◎  E __ A  ◎ M  ◎ ；動手做 ◎ , 生活運用___, 

                           解決問題___, 五感學習____； 

21世紀技能:辯思  ◎, 創意__,溝通◎ , 合作 ◎, 自主學習__, 自我研發__, 媒體程式運用
___  

屬靈生命的培育： 

真理認知    ◎  , 與神關係    ◎  , 眼界觀點    ◎  ,  生命品格_______, 胸襟態度______, 

肢體相交    ◎  , 生活運用______,  教會事奉______,  社區關懷_______, 宣教行動______ 

單元目標： 

1. 認知目標：認識因信稱義的真理 

2. 情感目標：體會聖靈一路的帶領 

3. 意志目標：定意單單委身於福音 

4. 行為目標：糾正錯誤的稱義觀念 

5. 生命目標：活出十架為本的生命 

 

設計理念：以名為“‘圓’滿的基督徒生命”拼圖活動作為引導，引出“人單單信靠基

督成為上帝的兒女”的教學重點。教學過程融合了學生的藝術美感和對數學圖形的想象

力，並讓學生經歷核心價值觀和人生目標的對比。做成的作品可以帶回家中時常思想，

亦可餽贈親友作為有價值的紀念，讓基督的十字架真正成為信徒生命的根基與價值所

在。 

學員先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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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圖形空間想象力、藝術美感與人際溝通能力。 

 

教學器材分析： 

 教師課前按設計所準備的彩色紙拼圖碎片，以及木質原型十字架。       

 

成效評估： 

1. 認知方面：能清楚表達加拉太書所針對的問題以及“因信稱義”的含義。 

2. 情感方面：能以感恩的心回想聖靈所帶領一路以來的經歷。 

3. 意志方面：能堅定對基督十架的信靠，不依靠任何外在的行為成為神的兒女。 

4. 行動方面：完成活動成品，並反思或與人分享，糾正自己或他人錯誤的稱義觀念。 

5. 生命方面：頌讚神的救恩，並願意一生以基督十架為生命的根基與目標。 

 

 

 

十二、STEAMbs教案活動流程表 

 

活動名稱 活動流程 

（導引活動/發展活動/統整活動） 

資源 時間 

(分鐘) 

 

 

 

 

 

活動名稱：“圓”滿的基督徒生命 

活動目的：讓學生深刻認識到“基督的十架以及對基督

的信”才是信徒生命的根基。 

活動步驟： 

一、課前預備 

預備的

彩色碎

片數組

（按 3~4
人一組

劃

分），

水彩筆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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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導引活動 

 

(HOOK) 

（起） 

1. 學生在課前完成本課經文（加 3:1-14）的閱讀。 

2. 老師在課前按著設計準備好彩色拼圖碎片以及木質原
型十字架。 

二、引導活動 

引介活動物件：  

1. 教師將學生分組（每組 3-4人），發放彩色拼圖碎片
（木質原型十字架留在後一階段發放），並在幻燈片上

打出活動標題與文字簡介。  

2. 教師讓學生觀察所分發的碎片形狀，使學生開始熟悉
物件，並對照幻燈片上的信息，對其可能的用途進行猜

測與聯想。 

3. 教師讓學生思考“一個基督徒該有的行為表現”，並
給出一些實例來引導（如每日讀經、禱告、定時參加聚

會、傳福音、行善等），這樣就將活動與學生的實際屬

靈生活相關聯。 

三、    發展活動 

第一次嘗試： 

1. 教師讓學生將前面所想到的基督徒行為一個一個地寫
在拼圖碎片上。 

2. 教師向學生介紹活動的題目，讓同學嘗試將寫了字的
拼圖碎片拼成一個圓形，意指“圓滿”。此處學生需動

用他們數學與藝術的平面空間想象力。 

3. 因這些碎片原本設計就不是能拼成一個圓形，在數分
鐘的努力後學生們均無法拼出，他們亦可能得出無解的

結論。 

 

 

小結 當學生試圖用這些碎片拼成一個完整的圓形時，好像難

以完成，我們需要思考其中的道理。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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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語 同學們經過種種的思索和努力，好像就是沒有辦法把寫

著基督徒好行為的碎片拼成一個圓形，那究竟我們為什

麼無法完成呢？是我們的空間想象力不夠？是我們太缺

乏耐心？還是這個題目就是無解的呢？讓我們轉到今天

的經文（加 3:1-14）來尋找答案吧。 

 

 2分鐘 

 

第二節 

經文探索 

 

 (BOOK)  

（承） 

 

1. 讀經：給學生幾分鐘各自默讀本課的經文，並將
“觀察問題”（見上文）投影在幻燈片上，讓學生帶

著這些問題去讀經文。 

2. 各組討論並報告對問題的思考。教師聽取並總結後
給出經文的背景和結構。 

3. 老師提出經文的重點：外邦人如何成為上帝的子
民。並指出不僅僅要將注意力放在“相信耶穌而稱為

義”上，更是要看到“僅僅因著相信，並無其他條

件”這一關鍵。 

PPT，電
腦，投

影機，

白板，

彩色馬

克筆 

 

20分鐘 

 

 

小結 成為上帝的兒女是僅僅因著對基督的信，而沒有其他外

加條件，信徒的經歷和聖經的記載都證明了這一點。 

 

 1分鐘 

連結語 我們初讀經文，了解了經文的背景和結構，並對保羅的

措辭與對舊約的引用有了概念。接下來讓我們仔細思想

什麼是保羅口中的福音，我們又應該怎樣看待信心與律

法的關係？ 

 

 2 分鐘 

 

第三節 

知識信仰

連結 

 

(LOOK) 

反思活動中出現的問題，並引出對聖經的關注： 

教師提問：“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將碎片拼成一個

圓？”並啟發學生給出回答。因為基督徒外在的行為不

能為他賺得寶貴的救恩，也不能僅靠這些行為就得到圓

滿的生命，就算我們再努力、表現得再好也是無用。我

們不應該認為在福音之外還有什麼額外的附加條件，才

能使我們成為上帝的兒女。同樣，任何人都不能用外在

的行為規章來轄製我們的基督徒身份。在接下來的課程

PPT，電
腦，投

影機，

白板，

彩色馬

克筆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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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中： 

1. 教師給出“因信稱義”相關的問題（見“思考問題”
小節），並啟發學生思考。 

2. 各組討論並報告思考的結果，教師聽取並總結，然後
總結經文的重點，並解釋字句和理解上較難的部分。 

3. 教師給出“堅定信仰”相關的問題（見“思考問題”
小節），這部分主要讓學生結合自己的經歷去思考“怎

樣不被迷惑”“基督徒怎樣在這個充滿偏差與悖逆的世

界中生活”等問題。這部分可以讓學生先獨自默想，再

和小組組員彼此分享。不同於前一部分對聖經的解讀，

這部分更注重的是個人經驗的分享，在與同組同學的互

動中得到激勵與關懷。 

4. 最後可以請 2-3個小組向全班分享他們所聽到的印象
深刻的分享，並且邀請小組同學每人對所有其他組員說

一句鼓勵或關心的話，然後彼此代禱。 

 

小結 現在我們充分了解了今天經文的重點，保羅如何論證他

的觀點，我們也分析了當中較為困難的經文，更重要的

是我們也將今天聖經的重點結合自己的經歷進行了反

思。通過一開始的拼圖遊戲我們認識到了外在行為無法

定義基督徒的生命，唯有通過對耶穌的信，我們才能成

為神的兒女，現在讓我們用《靠近主》來回應聖經的信

息。詩歌結束之後我們會播放一段兩分鐘左右的鋼琴伴

奏，邀請大家在這段時間裡伴著音樂，來向神作感恩、

認罪或讚美的禱告。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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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詩歌 

 

詩歌後播放《靠近主》純鋼琴演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8FzCh-6nk 

讓學生們默禱 

鋼琴

（若有

司琴條

件），

YouTube
播放，

擴音設

備 

 

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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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活生命

轉化 

(TOOK) 

（合） 

教師引導同學完成真正的拼圖作品（第二次嘗試）： 

1. 教師提醒同學回到起初的拼圖活動中，提問：如果外
在行為不能定義“圓滿”的基督徒生命，那我們生命的

根本與基礎究竟應該是什麼形狀呢？ 

2. 教師將最後的木製十字架原型和膠水發給每個小組，
指出這才是我們應該拼出的形狀。 

3. 教師引導學生將之前寫了字的拼圖碎片按著合適的擺
放位置，黏貼到木製十字架上，最終得到一個彩色圖紙

拼成的十字架，每一個拼圖碎片上面都寫了基督徒該有

的美好行為。 

4. 教師讓學生好好地觀察這個完成的十字架作品，讓學
生發表心中的感受。 

5. 最後教師總結：外在的行為不能定義一個基督徒的生
命，但若我們以基督的十字架為新生命的起始與根基，

就能靠著神行出美善來。我們始終緊緊依靠十字架，當

我們因著十架、因著對上帝的信心而散發出基督的馨香

時，這才是真正美好的生命。 

6. 學生可以將最後的作品帶回家，常作提醒與反思。也
可以送給一個重要的人，告訴他/她這個十字架所傳遞
的信息。 

 

預備的

彩色紙

片，彩

色筆，

原型木

質十字

架，膠

水 

 

 

 

 

 

 

 

15分鐘 

結束禱告 教師為課堂的學習作簡單總結，並為學生禱告。 

 

 5分鐘 

 

十二、參考資料 

1. 岑紹麟。《加拉太書》。天道聖經注釋。香港：天道書樓，2015。 

2. 聖經原文字義研究與對照參 Logos上 BDAG字典（第三版）。 

3. 讚美詩《靠近主》歌譜下載自搜譜網：http://www.sooopu.com/html/301/3015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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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靠近主》鋼琴伴奏音樂源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8FzCh-6nk 

 

 

附錄 

教師用作準備的拼圖碎片示意如下，這是一種切割的方式以供參考，教師亦可自己作出更

好的設計。下圖是用同一半徑的圓去切割十字架原型而得到的初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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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線條作精簡後得到下面的結果： 

 

老師可以準備數張顏色不同的紙來製作。為方便製作，可先在每一顏色的紙上根據原

型畫上十字架並剪切，隨後將其打亂。如紅色的碎片 A與綠色的同樣形狀碎片 A交換，
綠色的碎片 B與藍色同樣形狀的碎片 B交換，如此類推，就可得到一個十字架的不同顏
色碎片組合。上課時老師可以啟發同學，將不同的內容寫到他們認為最契合的顏色上，以

增加趣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