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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沈華偉
日期：2020 年 12 月 15 

日 
 

腓立比書主題教案（教師版） 
 

教學主題：逆境中的喜樂——新冠疫情下的省思 

 
一、 課前預備 

1. 以禱告開始自己的預備，並為課堂的進行以及學生禱告，求上帝開啟老師和學生

的心，讓聖靈對課堂中的每個人說話，傳遞真理。 

2. 閱讀聖經腓立比書，將經文讀熟，且掌握保羅寫腓立比書時的背景。 

3. 閱讀腓立比書的主題教案，特別是跨域現象式教學(Phenomenon-based 

learning)教案設計表。 

4. 確保每個學科的教學資料和影片能正常播放，且能透過線上會議軟件播放。 

5. 依據課堂學生人數，預備適量的講義。 

二、 課程引言 

 
歡迎大家撥打進來一同學習。我們今天要透過對現階段疫情中的觀察和查考腓立比 

書，來省思我們的生活和上帝的關係。我們會先一起觀看一段 5 分鐘的影片，之後一起探

討影片中所描述的現象。盼望我們透過今天的課程關注到周遭的環境，並意識到環境對個

人的影響，進而反思我們自己的情緒和與上帝的關係。在開始之前，讓我們先一起來看今

天課程所要達成的目標： 

 

1. 認知目標：理解腓立比書中所說的「喜樂」 

2. 情感目標：從自身經驗和環境反思「喜樂」 

3. 意志目標：相信有不受環境影響的「喜樂」 

4. 行為目標：願意以行動得著真正的「喜樂」 

5. 生命目標：願意委身基督以基督為「喜樂」 

三、 現象呈現 

老師可以依據自己設定的主題來搜尋合適的影片，或是以讀出某篇文章或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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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進行。此部分的重點在於忠實地詮釋現象並傳達給學生。本教案所使用的範例將著

重在帶領學生觀察疫情中個人的情緒和面對疫情的壓力的影響，進而省察自身信仰是否有

成為真實的幫助，或是我們處於信仰與生活切割的狀態之中，幫助我們調整焦點，將喜樂

和盼望寄託在上帝身上，因此使用的影片是“Coronavirus outbreak: Is a 'mental 

health pandemic' coming after COVID-19？”1
 

四、 現象探討 

 
現象展示之後，老師用問題引導學生，對現象進行探討。透過學生的回答，將現象

當中的問題展示出來。由於每個現象的背後會帶出不同的問題，因此老師也要依據所要達

到的教學目標適當設計問題，使得教學範圍不至於太過寬泛而不夠具體。若以上方的課程

目標為例，下列為幾個引導問題的範例：在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你觀察到哪些社會問題？

剛剛的影片中所突顯的問題是什麼？請嘗試描述自己對於該問題的看法？其他同學所提到

的，是不是也影響你的生活和情緒？通過這一連串的討論，將學生從個人對現象的觀察連

結到個人的經歷和感受。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意願。（見教案七、思考問題） 

 

五、 學科轉換 

現象展示和現象探討之後，老師開始逐一介紹預備的學科領域，並且以適切轉接語

做學科之間的連接。每一個學科段落的進行，都是依循：1.學科介紹 2.引導問題 3. 總

結轉接，這三個步驟為循環依序進行。介紹的方式和引導的方式可以有所變化調整，增加

教學方式的多樣性。 

關於學科的數量和時間可以依照課程需要進行調整。本教案將以哲學/心理學和人體

科學這兩個領域作為範例： 

1. 哲學/心理學：老師介紹斯多葛學派和伊比鳩魯學派對於幸福人生的看法。老師

可以決定要直接使用影片，或是自行觀看影片後設計講義和 PPT。斯多葛學派: 

 
 
 
 

1 Coronavirus Outbreak: Is a “mental Health Pandemic” Coming after COVID-19?, 2020, 
https://youtu.be/Wy6xtIRAV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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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 Epicurus”2，伊比鳩魯學派：“Philosophy – Epicurus”3
 

 

2. 人體科學：腸道是人體的「隱藏大腦」，腸道的運作直接影響人的情緒。請觀看

影片《兩分鐘看腸道如何影響我們的心情》4
 

六、 經文探索： 

 
為了讓學生有自主性的學習，在課程之前，老師鼓勵學生預讀並找出腓立比書中的關

鍵字。在課程當中再透過分組方式，讓學生之間對個人課前的預備進行討論。這部分的問

題如下： 

 

1. 從腓立比教會所處的時代和此封書信的背景，你認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正在面對 

哪些問題？ 

2. 你認為，腓立比教會信徒所面對的問題，相對保羅在信中多次提到的“喜樂”， 

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關係？ 

3. 保羅多次提到的“喜樂”有什麼特點？ 

 
在學生們先分享之後，老師依據各組所分享的內容，做歸納和補充。 

 
七、 經文分析： 

1. 保羅寫腓立比書的原因 

腓立比書無疑是監獄書信中的一卷，是保羅在被囚禁之下所寫成的。但學者

們對於寫作的地點和時間有不同的看法。若是我們相信傳統上保羅死於尼錄皇帝

期間的說法，成書的日期必須早於主後 68 年。然而在這個時間之前，保羅很可能

在羅馬、以弗所或是該撒利亞5。 

(a) 羅馬（主後 61-63 年） 
 

 

2 PHILOSOPHY - The Stoics, 2014, https://youtu.be/yu7n0XzqtfA 
3 PHILOSOPHY - Epicurus, 2020, https://youtu.be/Kg_47J6sy3A 
4 《兩分鐘看腸道如何影響我們的心情》, 2015 , https://youtu.be/TRBroHCB3_s 
5 Harold W. Hoehner, Philip W. Comfort, and Peter H. Davids, Cornerstone Biblical Commentary: Ephesians, 

Philippians, Colossians, 1&2 Thessalonians, Philemon, vol. 16 (Carol Stream, IL: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2008), 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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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認為腓立比書寫成的時間是在保羅於主後 60-62 年在羅馬軟禁的

時候。特別在書中保羅談到自己的死刑審判（1:19-20;2:17），若是

保羅不是被囚禁在羅馬，基於他的羅馬公民權，他可以繼續上訴。但

是聖經學者戴斯曼（Deissmann）反對這種看法。他認為羅馬和腓立

比之間的距離太遠，若是要在這兩地之間旅行，那麼第二章當中所使

用的時間副詞，像「快去」、「立刻」，會產生不自然的張力。因

此，他主張寫作的地點應該是在以弗所。 

(b) 以弗所（主後 55 年） 

戴斯曼（Deissmann）認為以弗所這個地點距離腓立比夠近，這給往

來時間上的推斷有更好的解釋。然而，這種說法的問題是，沒有辦法

與《使徒行傳》的記錄調和。若是對照《使徒行傳》路加從未記錄過

保羅在以弗所被囚禁的事情。所以，若要容許這件事情的發生，則需

臆測路加的記述並不完整，或是假定在以弗所暴動發生時保羅已經由

於他羅馬公民的身份而獲得保護性的拘留。這兩種假定都難以有足夠

的論據支持6。 

(c) 該撒利亞（主後 58 年） 

某些學者則認為該撒利亞有可能是腓立比書的寫作地點。他們的主要

理由是：首先《使徒行傳》曾經記載保羅被囚禁於此（23:33-35），

而且監禁的時間長到足夠容許從腓立比來回旅行。敵視保羅的猶太人

應該是那群在該撒利亞嘗試要謀殺他的人，並非羅馬的猶太人（徒

21:37-26:32）。以上這幾點的確都是非常有利的證據，但這個說法

最大的問題在於，保羅自己在腓立比書中暗示自己正面對死刑的審判 

（腓 1:20; 2:17）7。 

 
總結來說，本教案贊成傳統的看法，認為羅馬仍然是最有可能的寫作地點。 

 

 
 

6 Ibid., 16:143. 
7 Ibid., 16:144. 



5  

2. 腓立比教會面對的問題 

除了面臨教會之外的逼迫之外，從腓立比書裡可以看到腓立比教會所面臨的

兩個問題：第一，當時候教會當中有結黨（1:15-16）和紛爭（4:2-3）產生；第

二，教會當中出現錯誤的教導（3:2-3）。這也是學生版講義第四部分經文探索

第一題之答案。 

3. 腓立比書的內容和結構 

腓立比書就像是一封感謝函，保羅向腓立比教會的信徒發出感謝，因為他們

一直支持保羅的福音事工（1:3-6），所以保羅每次在禱告當中為了他們發出讚

美，心中也透露出喜樂之情。除此之外，保羅也使用自己被囚禁，甚至面對死刑

的事激勵腓立比教會（1:20-26）。保羅以一首僕人之歌（2:6-11）描述耶穌基

督是如何虛己，謙卑順服以至於死。他自己也要效法基督，並勉勵腓立比教會信

徒保持教會中的合一，同時勉勵他們不要只將焦點放在所要承受的苦楚，而是看

到堅忍持守之後，在基督裡要得到的獎賞。 

接著保羅提到他要打發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到腓立比信徒那裡，並要腓立比信

徒在主裡以歡喜的心接待他們，因為他們與保羅一同在主裡作工，如同腓立比人

對保羅事工的支持。腓立比書第三章是保羅對於他自己使徒身份的理解，藉著基

督的工作，過去那些人看為可誇耀的都被看作有損的（3:4-11）。最後，保羅再

一次肯定並強調忍耐持守信心的重要（4:10-20）。 

從腓立比書的內容和結構來歸納保羅能夠喜樂的原由有：第一，在他的生命

中有與他一起同工的一群人，他們擁有相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使得在困難的時

候能夠成為彼此的鼓勵。第二，在極為困難的挑戰中，他拒絕讓眼前的難關成為

他全部的視野，耶穌基督的工作就像是一副透視鏡片，使他可以看到將來榮耀的

冠冕，將盼望寄託在那看不見的實存。 

 
4. 腓立比書中的神學主題 

(a) 合一：個人的謙卑是教會合一的基礎。 

(b) 靈裡的喜樂：深信耶穌基督的工作必定帶來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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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預備主的再來：用忍耐的心持守到底，將終極的盼望寄託在基督第二 

次的再臨。 

5. 腓立比書中的喜樂 

腓立比書四章 4 節的「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從原文

的時態，這裡表達的是一種持續的喜樂。而「喜樂」的希臘文字根是 χαίρω。若是

我們查看希臘文字典，這個字的意思是在描述一種高興起來的心情，或是說處於一

種感到幸福的狀態之中8。 

在 4 節的前半節，保羅說常常喜樂的關鍵是要「靠主」。「靠主」的「靠」字

會讓我們直覺性的認為是「倚靠」，若這樣解釋，我們會認為，保羅在這裡是要信

徒倚靠主耶穌，好叫我們能夠凡事心情愉快。然而，原文 ἐν 是個介系詞，它的意

思是「藉著、在⋯⋯裡面、因為」，有在某個範圍之中的意思。若是我們看下文第

7 節，保羅講到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在基督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就 

顯示出把這句話解讀為倚靠主並不合適。因此，腓立比書四章 4 節上半節更好的翻

譯應該是「你們要總是在主裡喜樂」。 

在這裡我們也應該注意，雖然喜樂是一種真實的情緒感受，但是保羅在這裡所

說的喜樂並非代表所有歡快的情緒。腓立比書中的喜樂特別是指著在基督裡的喜 

樂。也就是說這種高興心情是源自個人與神的關係。今天信徒與神建立關係的方式

就是透過神的話，也就是聖經。而整本聖經的宏大敘事（big narrative）就是神的

救恩是如何藉著耶穌基督的工作如今已經部分實現，當主第二次再來時要完全實

現。這就給予每一位信徒在主裡喜樂的理由，並且這喜樂也幫助我們能夠以一種正

面積極的態度來面對這個「既是已然，又是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世界，

在不完美中仍然看到美好。 

總結以上所述，腓立比書中「喜樂」的特點有以下三個方面。這也是學生 

版講義第四部分經文探索第二題的答案： 

(a) 喜樂是一種真實的感覺：不是一種想法或是決定，也不是能自我控制 
 
 

8 William Arndt, Frederick W. Danker, Walter Bauer, et al.,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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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 喜樂是在主裡：基督裡的喜樂能帶給人快樂和滿足感，但人的感受不

等同於基督裡的喜樂。 

(c) 喜樂是透過耶穌基督看到神話語的真實和世界的美好：聖靈幫助我們

看到基督的工作表明他對世人的愛，並且證明上帝的信實。因此，儘

管我們暫時落在一個困苦艱難的環境，我們仍然有理由相信上帝一直

掌權。 

八、 反思分享： 

課程進行至此，學生對於腓立比書應有全面性的認識，老師請學生思想下列問題： 

1. 認識腓立比書的背景，和保羅在腓立比書中所提到關於喜樂的經文。 

2. 透過不同學科的導引，比較腓立比書中保羅所提到的「喜樂」有什麼特點。 

九、 唱詩回應： 

老師總結：保羅在腓立比書中所提到的「喜樂」是一種從聖靈而來，存在於信徒靈

裡的感受。這種感受發生在信徒透過耶穌基督看到上帝的工作之中。因此，基督徒的喜 

樂，不是一種意志上的自欺，而是真實的情感。同時這種情感的建立是以基督的工作為根

基，因此不會受到外在處境的改變而動搖。你已經掌握喜樂的秘訣了嗎？或是在某些時

候，你仍舊無法喜樂？讓我們一起來唱回應詩歌《有一種喜樂》。 

 

在唱回應詩歌時，請學生思想歌詞意義並禱告，感受聖靈的提醒和新的看見。請學生

拿紙筆或以其他方式記錄可以實際幫助自己得到真喜樂的行動，再一次將生命交託給

主。 

 

十、 總結祝禱 

 
老師為課程做簡單總結，並以祝福鼓勵的禱告結束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