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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主題教案 
 

教學主題：逆境中的喜樂——新冠疫情下的省思 

 姓名：沈華偉
日期：2020 年 12 月 15 日 

 

一、 單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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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題經文：腓立比書 4:4-7 

三、 設計對象：基督徒，20～55 歲的青年、中年人。 

設計者：沈華偉 上課時間：90～120 分鐘，老師可以依照課程時間決定要使用的學

科數量。此外，也可以依據學生年齡、族群的組成，和自身對於不同學科的熟悉度

進行分配調整。 

四、 敬拜讚美：本教案將以詩歌作為課程結束時的回應，藉此讓學生有機會再次透過詩

歌的歌詞，思想課程中的重點。 

五、 經文分析：請見教師版。

六、 教學重點： 

1. 了解腓立比書的背景，和保羅在腓立比書中所提到關於喜樂的經文。 

2. 透過對於不同學科的學習，可以辨別腓立比書當中，保羅所提到的「喜樂」與一

般快樂的情緒有何異同。 

3. 知道真喜樂的源頭在哪裡，個人可以做出具體的行動來調整信仰和生活，得到真

喜樂。 

七、 思考問題：現象式教學法，將以觀察現象為起點，進而隨著課堂的進展，提出各個

思考問題。 

1. 對於現象的觀察（在此以新冠疫情爆發之現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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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你觀察到哪些社會問題？ 

b. 請嘗試描述自己對於該社會問題的看法。 

c. 請分享自己或其他同學所提到的問題與現象對你的生活和情緒有何影響？ 

2. 哲學科目：介紹歷史中重要的哲學家和思潮對於快樂、喜樂的理解（在此將以斯

多葛學派和伊比鳩魯學派為範例） 

a. 從斯多葛學派和伊比鳩魯學派對於人如何得著快樂和幸福的理解，分享你

個人對於喜樂人生的定義是什麼？ 

b. 在自己所分享的定義中，有哪些是自己能夠支配的因素，哪些是取決於外

在環境的因素？ 

3. 人體科學科目：從人體構造來思想人的情緒是如何受到影響 

a. 認識了大腦激素和身體器官是如何影響一個人的情緒後，你可以怎麼做來 

幫助自己調節情緒？ 

b. 在疫情當中，我們需要居家避疫，許多餐廳也要暫時停止營業，這是否對 

你個人的情緒產生衝擊或影響？ 

4. 神學科目：有關腓立比書中的「喜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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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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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保羅多次提到的「喜樂」有什麼特點？ 

d. 對你個人來說，有什麼具體的行動可以幫助自己得到保羅在腓立比書中所

提到的「喜樂」？ 

八、 設計理念 

本教案的設計是針對已經信主並穩定參與教會、年齡在 20-55 歲的基督徒。這個階段

的信徒，通常已經了解基督教的基要真理，能夠明白「喜樂」這一類較為抽象的概念。然而

在信仰和靈命逐漸成長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理想與現實兩造之間的衝突， 陷入「知易行

難」的瓶頸。因為對象是成年人，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已經定型，要想讓生命成長，跳出固有

的模式，必須有個人自發性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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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課程的引導上，將採取社會上正在發生的現象作為起點（本教案以新冠疫情

下的現象作為範例），並且藉由對現象的觀察和個人在現象當中的體會，先從理性的觀察做

切入，再透過設計的問題，引導出學生的情感面，最終鼓勵學生做自主性的反省和思考。 

一旦學生透過現象的觀察和自身情感的剖析對主題產生共鳴，他們的學習好奇心就

容易受到觸動。教師就可以在這個環節，開始逐步介紹不同學科（本教案將以哲學和人體

科學作為範例，老師可以依據自己的專業，或與教會中有不同專業的弟兄姊妹一同配搭運

用不同的學科）對於該主題的研究。之後透過小組討論的過程，再一次激發學生的思考，

並且從別人的分享中，帶來思想的交流與激盪，並幫助大夥看見其他學科在該主題處理上

的優點和缺點。 

在最後一項學科介紹討論後，將聖經觀點介紹出來。在這個部分要注意的是，掌控 

已經在課室中建立的氛圍，保持彈性和活力，避免流於照本宣科或是單向講述的教學形式。

持續採用先一起觀察，之後提問討論的方式，使學生自然而然在課程的進行中，比較多種 

學科之間對於單一主題研究的不同角度。最後以鼓勵和開放的方式，讓學生自主地做出合神

心意的選擇和行動，並且實際寫下簡單的三樣行動，再一次將生命交託給主。 

 

九、 跨域現象式教學(Phenomenon-based learning)教案設計表（範例） 
 

跨界現象式教學 PhenoBL(Phenomenon-based learning)聖經研習課程設計表 

課程/單元名稱 喜樂何處尋 

教會/團契/學校 ＯＯ基督教會 教師姓名 ＯＯＯ老師 

學習經文 腓立比書 4:4-7 研讀日期 2020/7/14 

學員靈程或角色   慕道友； ◎ 初信； ◎ 晉升； ◎ 團契同工； 

  長執； 牧者 

現象式教學探索議題   ◎ 社會議題  ◎ 生活議題 人文議題 法律議題 

  ◎ 心理議題 倫理議題 科技議題  ◎ 健康議題 

  文創議題 其他 

擬培育之素養 連於元首 (生命力): 國度胸懷， ◎ 建造教會， 參與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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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呂沈仁娣設計之
基督精兵圖像， 
2019-12-23） 

自主行動 (學思力): ◎ 生命更新， ◎ 心眼擴張， 技藝突破， 

人際互動 (協作力): ◎ 溝通表達， 善用傳媒， 同心開創， 

關懷社群 (精兵力): ◎ 活化基督， ◎ 傳揚主恩， 護育全球. 

裝備 7 大跨域/界素養 

（參芬蘭 2016 年新課綱之 

7 大跨域素養） 

  ◎ 思考與學習如何學習； ◎ 文化識讀、互動和表達能力； 

  ◎ 自我照顧與日常生活技能； 多元媒介素養； 

  資訊科技素養； 職業技能與創業家精神； 

  ◎ 參與、影響並打造永續未來； 

學習目標： 
（參呂沈仁娣 2015 年設計

之教學目標） 

註：基本上，現象式課程設計的目標有： 

提高學習動機：以現象探討為學習起點，藉由真實、有趣、有意義的

議題的探討，來提高學習動機； 

1. 鼓勵自主學習：提供機會讓組員對議題進行思考並自我解答。 

2. 引導互動教學：在小組討論與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完成對議題

的理解、思辨、溝通、反思、接受或修正多元的觀點。 

3. 面對生活議題：以生活化的素材設計教案，可激發學員主動參

與學習並內化所學之真理，並應用實踐之。 

但在編寫教案時，以上幾個目標只是參考指標，而真正的教學目標，

可掌握上述原則後將之清楚編寫成下列的實際五大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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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有不受環境影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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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現象導向學習模

式(PhenoBL) 設計理念 
（2020/8/25，呂沈仁娣， 
根據 PhenoBL 的理論基礎
並參閱“台大 Super 教案
獎”教案設計表編寫） 

觀察真實現象為導引：激發學員觀察現實生活中特定現象

(Phenomenon /Observable Occurence) 的問題，引導學員循序漸進

地透過問題導向(PBL)的教學模式，來進行聖經真理與該現象在跨學

科跨領域上的全面性思考、研討與運用，以幫助學員深入了解該情境

與神、人和萬有的關係。 

自發探索能力是基要：透過探索式對話(exploratory discourse), 

激發學員分享所觀察到的現象，提出各樣相關問題，並嘗試建立初步

的解答模組，培育學員的自發學習能力。 

科研驗證模組乃進路：鼓勵學員用相關科學或學術專業知識等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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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特定現象，以核對先前建立的解答模組的可信度。例如：可做個科

學實驗，或分析一些調查數據等。 

參照天父原則為核心： 引導學生將研習所得有關該現象之所有新資

訊/模組與聖經真理的原則詳細核對比照後，再重新就該現象發展一

套合乎聖經原則的全備解說或模組。 

活化聖經模組是動能：透過小組探索、研發、創作的過程，讓組員們

藉著溝通、討論或辯論一同研討該困惑現象, 並藉著反思、修正和團

隊協作創作等，找出全備的聖經原則來應對、調整或具體方案來解決

該現象，活化聖經模組。 

跨科整合實踐乃過程：突破學科領域限制，以主題式、跨科整合式的

教學方式進行統整教學，鼓勵學員進行專題研究，以提升多方多元的

智慧和全備真理的分辨力、整合力、實踐力。 

善用網絡科技為訣竅：透過網路科技作為資料考察以及進深研究之渠

道，在學習的過程中也探索如何使用網路工具一同學習，進行不受空

間限制的線上討論。 

神人情境調合為目標：深入了解特定情境，以及上帝對該情境的期 

許、原則與應對方式，幫助學員不但在真理認知及情境解決能力上有

所提升，更在恩賜的創作力、信仰的內化力和基督生命的活化力 

上都能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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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跨域現象式教學(Phenomenon-based learning)教案架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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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跨域現象式教學(Phenomenon-based learning)教案活動流程表（範例） 
 

活動名稱 活動流程 資源 時間 

第一部分 一、課前預備 電腦、PPT、

Zoom 線上會

議軟件、現

象展示所需

要的影片或

材料、Poll 

Everywhere 

線上即時互

動工具

(optional) 

。 

10 

現象展示 1. 請學生在課程開始前先預讀腓立比書，並嘗試找出 分鐘 

 書卷中的關鍵字。  
 2. 老師在課前需要依據所要展示的現象，蒐集材料，  
 並考量在居家避疫期間如何呈現蒐集的資  
 料。  
 二、現象呈現  

 1. 引言之後，告訴學生接下來所要觀看的影片（見教  

 師版 三、現象展示），並且請同學在觀賞時，特別留  
 意影片當中所提到的主題為何？  
 2. 老師使用 Zoom 線上會議軟件的”Share Screen”功  
 能，分享影片。  
 

 

 

 

 3. 溫馨提示：老師在使用分享功能時，務必將“Share 
computer sound”和“Optimize Screen Share for Video 
Clip”這兩個選項勾選，以確保聲音的輸出和最佳的投 

 

 影呈現。  
 

 

 
 

 
三、現象探討 

 

 1. 個人對現象的觀察  

 請幾位學生發表，剛剛影片中的主題為何？以及提到  
 哪些問題和現象？  
 2. 現象與個人的連結  
 為了讓學生可以將自身投入於現象的觀察當中，老師  
 可以請學生思考，個人在此現象當中心裡曾經出現的  
 感受。建議使用 Poll Everywhere 一類的線上即時投票  
 工具，達到更好的互動效果。例如：同學們在打下自  
 己感受的同時，個別的結果會直接呈現在螢幕上。  
 3. 溫馨提示：由於本教案設定為在疫情中透過線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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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除了直接發言之外，也鼓勵老師善用科技手段

來豐富自己的教學。 

  

連結語 從同學們所發表的想法，我相信我們都有觀察到在疫

情中，我們的情緒的確都受到不小的衝擊，這都是人

之常情。但是我們怎樣能夠不失去在基督裡的確據和

喜樂呢？讓我們一起透過不同的學科來學習探索。 

 2 

分鐘 

第二部分 一、學科介紹 電腦、PPT、 30 

課程領域

之一 

哲學/心理 

學 

1. 老師將斯多葛學派和伊比鳩魯學派這兩大哲學思想

的資料分發給學生。（見教師版 五、學科轉換 1. 哲學

/心理學） 

2. 請參閱教案中的七、思考問題 

二、分組學習 

Zoom 線上會

議軟件、現

象展示所需

要的影片或

材料。 

分鐘 

 1. 依據學生總數將學生分為若干組，每組約 3-4 個人。 

2. 使用“Breakout room”功能，進行線上的小組討 

  

 論。   
 

 

 

  

 3. 在進入“Breakout room”前，請各組選定一   
 位同學作為該組的代表，待回到主課室後，代表小   
 組分享所學習到的知識，以及大家對於這兩種哲學思   
 想的看法。   

小結 老師針對每組的分享進行回應，並對沒有提及到的重

點進行資料性的補充。 

 1 

分鐘 

連結語 不同的思想對於幸福人生會產生截然  2 
 不同的定義。而我們的定義會影響我們個人在所處環 分鐘 
 境當中的情緒。除此之外，同學們是否知道我們身體  
 當中的某個器官也會影響我們的情緒呢？（以反問作  
 為伏筆，但不一定需要讓同學回答）讓我們一起來看  
 下面這個關於人體介紹的影片。  
 註：參考第一部分現象呈現中，所提到使用 Zoom 分享  
 影片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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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一、學科介紹 電腦、PPT、 30 

課程領域 老師播放人體科學相關之影片（見教師版 五、學科轉 Zoom 線上會 分鐘 

之二 換 2. 人體科學） 議軟件、現 

象展示所需 

 

人體科學  

二、大組分享 
要的影片或 

材料。 

 

 1. 請同學分享看完影片之後的學習和感受 

2. 請大家分享在居家避疫期間，自己或家人是否有 

因為疫情，和餐廳暫時停止營業的緣故，吃不到想吃 

  

 的美食，或是因為不同的時間作息，導致飲食不正   
 常，而情緒受影響的情形？   
 3. 溫馨提示：除了以小組進行較為深入的討論，老師 

也可以適時以大組進行分享。適度切換討論模式，來 

  

 提高線上共學的效益。   
 4. 大組分享也有彼此學習的效果，但是更加著重於 

團體的互動和連結。 

  

小結 上帝的創造是多麽奇妙，我們的情緒的確是會受到思

想的影響，而且我們的肚腹也影響我們的情緒。 

 1 

分鐘 

連結語 既然如此，那麼聖經中所提到的喜樂是什麼呢？是一

種情緒反應嗎？真的有一種喜樂是不會受到任何事物

影響的嗎？讓我們一起從腓立比書來學習。 

 2 

分鐘 

第二部分 一、經文探索 電腦、PPT、 30 

課程領域

之三 

基督教神 

1. 連接語所帶出的問題，是要引導出對於聖經的關注 

2. 由於學生已於課前預讀並且查找腓立比書中的關鍵

字，老師可以直接進行分組的學習討論。 

Zoom 線上會

議軟件、現

象展示所需 

要的影片或 

分鐘 

學 二、觀念扭轉 材料。  

 學生回到主課室後，老師簡單介紹腓立比書背   

 景，並以問題來引導學生思考（請參閱教師版中「經   
 文分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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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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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羅多次提到的「喜樂」有什麼特點？   
第三部分 一、回應詩歌  15 

生命轉化 1. 播放詩歌《有一種喜樂》，在唱詩中鼓勵學生思想 分鐘 
 歌詞以及回想所有課程領域中所學習的。  
 2. 詩歌繼續播放的同時，請學生禱告並思想聖靈給個  
 人的提醒。  

 
二、生命連結 

 

 請學生禱告後在自己的靈修筆記/日記或是一張紙上寫  
 下，實際可以幫助自己與喜樂源頭連結的具體行動。  

 
三、祝福禱告 

 

 老師為課程做簡單總結，並以祝福鼓勵的禱告結束課  
 程。  

 
 

十二、 參考資料 

1. 《全球熱捧的芬蘭「現象式教學」大起底》 
https://kknews.cc/education/5emyqal.html 

2. “What Is Phenomenon-Based Learning? Its Benefits & Examples,” Valamis, 
https://www.valamis.com/hub/phenomenon-based-learning. 

3. 《有一種喜樂》音樂敬拜詩歌源自：https://youtu.be/XKWSbQ9FX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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