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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季第一學季第一學季第一學季                                                                                                                                                                                                                                                                                        （ 32  個小時的 VCD 光碟課程 ） 

 

    

 

 

信仰的根基                             
 
講員：貝里斯．康利牧師   Rev. Bayless Conley 

木棉花基督教中心   Cottonwood Christian Center 

 

康利牧師是主任牧師，最初的 ISOM課程錄製是在 

5000 名會友的教會進行。 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

初信者的課程，在基礎的根基、教義真理都有清

楚的教導。  

 

第一單元  

第一課   聖經是神的話、三位一體的神  

第二課   耶穌的神性、耶穌的使命  

第三課   出於恩典也因著信的救贖  

天堂與地獄、基督的再來  

第四課   聖靈的位格與職事  

第五課   神的醫治  

第六課   教會的聖禮 

A 1 
  時數 : 6 

  

 

 

 

超自然生活與醫治 

 

講員：吉爾   Dr. A. L. Gill 

吉爾事工   Gill Ministries 

 
吉爾博士與他的妻子喬依絲是國際著名的福音書籍

暢銷作者，並已有 20 本著作與教導手冊 ( 含有

VCD )。 其中一本「神對一切需要的應許」已銷售

超過 7 百萬本。 他們生動的事奉，伴隨著戲劇性

的神蹟，奇事與異能發生在 60 多國以上。  

 

第二單元  

第一課   聖靈  

第二課   聖靈的恩賜  

第三課   聖靈的話語恩賜  

第四課   聖靈的啟示恩賜  

第五課   聖靈的能力恩賜  

第六課   醫治的恩賜 

第七課   醫治與大使命  

第八課   神醫治的大能  

 A 2 
 時數 : 10 

 



第九課   說出醫治的話  

第十課   藉由按手傳遞恩膏 

  

 

 

 

新約概論 

 

講員：約翰．安斯特茲   Dr. John Amstutz 

四方國際使命團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the    

                               Foursquare Gospel 
 
約翰‧安斯特茲博士在本系列講述的十堂課裡， 

包括馬太福音到啟示錄的解析。 他教導新約已 

有二十七年的經驗，在解經上有極精闢的見解。 

約翰‧安斯特茲也是四方教會世界宣教計畫的主 

要負責人。 

  

第三單元  

第一課   新約簡介  

第二課   馬太、馬可、路加：耶穌基督的三幅肖像  

第三課   約翰：耶穌基督的第四幅肖像  

第四課   使徒行傳：福音的擴展  

第五課   羅馬書：恩典福音的書信  

第六課   哥林多前後書：活出恩典福音的書信  

第七課   保羅的監獄書信（以弗所、腓立比、歌羅

西書與腓利門書）  

第八課   帖撒羅尼迦書前後書：主的再來；提摩太

前後書、提多書；保羅給領袖的信  

第九課   希伯來書─猶大書：一般書信  

第十課   啟示錄：萬物之終 

 A 3 
 時數 : 10 

 

  

 

 

 

讚美與敬拜 

 

講員：拉瑪．柏士曼   LaMar Boschman 

國際敬拜協會   International Worship Leader's   

                           Institute 
 

拉瑪‧柏士曼博士是四本有關敬拜暢銷書籍的作

者，包括「音樂的再生」( Rebirth of Music ),「熱愛

祂的同在」( A Passion For His Presence )， 及 「未

來的敬拜」( Future Worship )。 他帶領錄製一些純

音樂的敬拜讚美的 CD，他也是歌曲創作者，並一

直訓練敬拜讚美者與敬拜領袖。  

 

第四單元  

第一課   敬拜的首要性、目的及內涵  

第二課   音樂在神國度中的角色  

  A 4 
 時數 : 5 

 



第三課   新歌的重要性  

第四課   敬拜者的責任  

第五課   如何成為一位敬拜者 

  

 
 

 

敬畏 神 

 

講員：約翰．比維爾   John Bevere 

國際使者  Messenger International   

 

比維爾牧師透過他的書籍、特會與電視信息傳播

等，每年接觸數百萬人們。 他的異象是堅固信

徒，使在教會已失喪和受壓制者覺醒，並向列國宣

告 神榮耀的知識。  

 

第五單元  

第一課   敬畏 神 

 A 5 
 時數 : 1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學季學季學季學季                                                                                                                                                                                                                                                                                        （ 32  個小時的 VCD 光碟課程 ） 

 
   

 

禱告的大能 

 

講員：狄克．伊士特曼  Dr. Dick Eastman 

全家庭歸主   Every Home for Christ 

 

狄克‧伊士特曼博士是「逐步佈道」的董事長，這

是將福音傳入全球每一個家庭的事工。 在這個系

列裡，伊士特曼博士教導學生如何以禱告來開啟閉

鎖的屬靈之門。  

 

第一單元  

第一課   禱告的三重潛能  

第二課   禱告是什麼  

第三課   禱告的實踐 (一)  

第四課   禱告的實踐 (二)  

第五課   禱告的目的 

 B 1 
 時數 : 5 

 

   



 

幫助人的事奉 

 

講員：柏第．貝爾   Buddy Bell  

國際助人的事奉  Ministry of Helps International, Inc. 

 

柏第·貝爾牧師被稱為「牧師最好的朋友」。 他教

導信徒如何去做幫助人的事工，如同耶穌的門徒所

作的。 這是教會在訓練領袖時,必須教導的一項事

工。  

 

第二單元  

第一課   一個僕人的經歷  

第二課   明星和蠟燭皆為神所用  

第三課   不必害怕領導，結構和組織 (一)  

第四課   不必害怕領導,結構和組織 (二)  

第五課   成為火熱事奉的僕人 

 B 2 
 時數 : 5 

 

 

 

  

 

舊約概論 

 

講員：史密斯   Christopher Gornold -Smith 

教師 / ICI 大學 

 

史密斯牧師來自英國，在神召會及布魯塞爾的 ICI

大學事奉數年。 他是當今世界上最具權威的舊約

概論教師之一。 最近幾年他已經加入國際媒體組

織的事奉，並且現在是在聖經故事影音專案的負責

人。 

  

第三單元  

第一課   認識舊約  

第二課   聖經的翻譯和創造  

第三課   神的形象與人的墮落  

第四課   巴別塔和亞伯拉罕: 約的概念  

第五課   亞伯拉罕、以色列、約瑟與摩西  

第六課   會幕的敬拜  

第七課   約書亞記、士師記、路得記  

第八課   列王、大衛、詩篇和希伯來詩歌  

第九課   智慧文學、王國的分裂 

B 3 
時數 : 10 

 

   



 

 

福音的實質 

 

講員：羅泰瑞  Terry Law 

憐憫世界  World Compassion 

 

羅泰瑞博士的事奉，主要在於其所帶領的「世界恩

慈事工團」，這項事工乃是經由書籍、教導及慈惠

事工，進入每一個國家。 他以音樂及有關天使的

著作聞名。 本系列課程可說是他所有教材最精采

的部份。  

 

第四單元  

第一課   神聖的交換 (一)  

第二課   神聖的交換 (二)  

第三課   誇勝的讚美  

第四課   是什麼促使天使行動  

第五課   如何促使你的信心運作 

 
B 4 
時數 : 5 

 

 

 

  

 

 

耶穌，今日醫治者 

 

講員：貝里斯．康利牧師   Rev. Bayless Conley 

木棉花基督教中心   Cottonwood Christian Center 

 

康利牧師再次回到這個學季中清楚傳授聖經有關醫

治的主題。 這個系列從許多不同的角度來驗證醫

治，並且使信徒確信醫治是救贖的一部分，並且今

日仍然想醫治我們。  

 

第五單元  

第一課   神的旨意和醫治  

第二課   救贖與醫治  

第三課   全備的救恩  

第四課   摩西、蛇和醫治  

第五課   憐憫帶出醫治 

 

 
B 5 
時數 : 5 

 

 

 

  



 

 

信心的生活 

 

講員：比爾．韋斯頓  Bill Winston 

牧師 / 活的話語基督教中心   

Pastor / Living Word Christian Center 
 

比爾．韋斯頓牧師是一個靠近芝加哥有 15,000 會

眾的教會的牧者。 他有一個國際性的電視節目並

且他的教會擁有一個商場。 韋斯頓牧師是一位在

有廣大需求的特會中的講員。  

 

第六單元  

第一課   信心的生活 (一)  

第二課   信心的生活 (二) 

 

 

 
B 6 
時數 : 2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學季學季學季學季                                                                                                                                                                                                                                                                                        （ 33  個小時的 VCD 光碟課程 ） 

 
   

   

 

 

為倍增而動員 

 

講員：貝林．吉爾福仁  Berin Gilfillan 

國際好牧人使命團 

Good Shepher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貝林‧吉爾福仁博士就是領受神的異象，而開始的

本校創辦人。 他分享他的著作「開啟亞伯拉罕應

許」中的核心精隨，並且分享如何運用此套教學課

程，使教會信徒得以加倍成長。 貝林博士指出了

七個倍增的重要地區，並且神想透過國際教學課

程，釋放到當地的教會。 那些領會在「開啟亞伯

拉罕應許」書中有強烈的教導 -- 包括了全美國英語

/西班牙語學校中。  

 

第一單元  

第一課   倍增成長 

 
C 1 
時數 : 1 

 



   

 

以教會為培訓基地 

 

講員：史登．狄可分  Dr. Stan DeKoven 

國際異象大學  Visio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狄可芬博士是國際異象大學 ( Vision International 

Univ.) 的創辦人兼校長。 他的學校以協助及建造教

會聖經學校而著名。  

 

第二單元  

第一課   服事訓練的模式  

第二課   教育事奉的目標  

第三課   籌劃聖經培訓中心 

C 2 
時數 : 3 

 

  

 
 

 

細胞小組 

 

講員：斯多克斯提爾  Larry Stockstill 

牧師 / 伯大尼世界禱告中 心 

Pastor / Bethany World Prayer Center 
 
斯多克斯提爾牧師在美國路意斯安納州牧養擁有一

萬名會眾以細胞小組為基礎的教會。 他曾在世界

各地研究細胞小組，他熱衷於門徒與領袖潛能訓

練，提供教會細胞小組基本架構。  

 

第三單元  

第一課   細胞小組的目的  

第二課   透過細胞小組傳福音  

第三課   培養領袖  

第四課   倍增的原則  

第五課   教會領袖造有兒子的靈 

C 3 
時數 : 5 

 

  

 
 

 

權能佈道 

 

講員：布永康  Dr. Reinhard Bonnke 

基督傳萬邦   Christ for All Nations 

 

在布永康的佈道事工裡，有上百萬人得救、被釋

放、得醫治，許多神蹟奇事印證他所傳的道。 從

當今世界上最有恩賜及傳道成果的佈道家之ㄧ身上

學習傳福音的秘訣。  

 

第四單元  

第一課   大使命  

C 4 
時數 : 5 

 
 



第二課   如何與聖靈的大能配合  

第三課   純全正直帶來聖靈的恩膏  

第四課   大使命的測度  

第五課   聖靈的火 

  

 
 

 

純正的領袖 

 

講員：傑克．海福德  Dr. Jack Hayford 

牧師 / 道上教會  Pastor / The Church On the Way 

 

海福德博士是加州「道上教會」的主任牧師（已退

休），以他事奉多年的經歷，可以說是一位公認的

牧師中的牧師。 也是國際間頗受敬重的作家、作

曲家及教師。  

 

第五單元  

第一課   內心的純正  

第二課   饒恕的心 

C 5 
時數 : 2 

 
 

  

 
 

 

領導者的異象 

 

講員：大衛．謝柏利  David Shibley 

環球前進機構  Global Advance Ministries 

 
謝博利博士帶領全球前進事工。 他寫了無數的

書，挑戰教會實踐大使命。 他著重在裝備好的牧

人，並分賜異象給領袖們。  

 

第六單元  

第一課   懷抱異象  

第二課   有異象者的特質  

第三課   異象實現的要素  

第四課   大使命的異象  

第五課   資助異象成就 

C 6 
時數 : 5 

 

  

 
 

 

教會拓植 

 

講員：吉姆．非尼  Jim Feeney 

牧師 / 麥德福特基督教中心  

 

非尼博士的教會是一個差遣團隊拓植的教會。 他

們教會在這方面特別有經歷，用此方式已經建立了

許多教會，是非常值得我們效尤的。 本課程吉

姆．非尼博士要由學術及經驗的角度來教導這個主

C 7 
時數 : 5 

 



題。 教會領袖及有潛力的拓植教會者，將由此課

程很實際地學習到如何招募成員與預備工作，然後

取得地方教會的差派，帶領整個團隊去開展新教

會。  

 

第七單元  

第一課   教會拓植概論  

第二課   教會就是拓植培訓中心  

第三課   輔導未來的傳道人  

第四課   甄選教會拓殖成員  

第五課   拓殖小組的預備與差遣 

  

 
 

 

讓聖靈引導 

 

講員：貝里斯．康利牧師   Rev. Bayless Conley 

木棉花基督教中心   Cottonwood Christian Center 

 
康利牧師以實際的洞察力與領袖分享如何讓聖靈來

引導。 並且這是一個非常實用的系列教導當尋求

方向時同時處理潛在的隱藏的陷阱。  

 

第八單元  

第一課   神引導的方式  

第二課   神在我們靈裡動工  

第三課   在困難時受引導  

第四課   生活的優先次序  

第五課   引導的陷阱及危險 

C 8 
時數 : 5 

 

  

 
 

 

持守應許 

 

講員：艾德．可爾  Dr. Ed Cole 

基督教男性網路  Christian Men's Network 

 

艾德．可爾博士曾是 "基督徒男人的網路" 的創始

與負責人。 這個信息感動了持守應許者前進的形

成。我們非常感謝能夠在艾德．可爾博士去世前錄

製了這個信息。  

 

第九單元  

第一課   持守應許 

C 9 
時數 : 1 

 

  

 

 



 

講台的呼召 

 

講員：吉姆．可裴伊  Jim Cobrae 

牧師/磐石教會與世界外展中心   

The Rock Church and World Outreach Center 
 

吉姆．柯佈瑞牧師是在加州的聖伯納丁諾有 15,000

會眾的磐石教會牧會。 每一場的服事他都以台前

的呼召為結束，從未改變。 學習台前的呼召的原

則，帶下每週都有 250 名新的信徒。  

 

第十單元  

第一課   如何作台前的呼召 

C 10 
時數 : 1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學季學季學季學季                                                                                                                                                                                                                                                                                        （ 32  個小時的 VCD 光碟課程 ）    
 
   

 

曠野的心態 

 

講員：喬依絲.邁爾  Joyce Meyer 

喬依絲‧邁爾事工  Joyce Meyer Ministries 

 
喬依絲．梅爾是「活在真道裡事工」（Life in the 

Word Ministries）的會長和創始人，以她在廣播電台

的「在真道裡生活」節目而聞名。 她常常能夠以

適切的方式表達出神話語的深度奧秘，甚得觀眾的

喜愛。 她也是位多產的作家，有 30 多本的著作。

在本課程中，嬌絲要指出許多基督徒的錯謬觀點：

以為內心錯誤的思想，導致人離開屬靈的勝利與產

業，這不是來自魔鬼的策略。  

 

第一單元  

第一課   思潮、異象與責任  

第二課   責任與考驗  

第三課   抱怨與急躁  

第四課   急躁與受害心理  

第五課   心理受害與自憐  

第六課   自負  

第七課   愛比較、固執頑梗與悖逆 

 

D 1 
時數 : 7 

 

  

 
 



 

領導人的培養 

 

講員：布來恩．休士頓  Brian Houston 

牧師 / 澳洲希爾頌教會  Senior Pastor 

Hillsong Church in Sydney, Australia 
 
布來恩．休士頓牧師在澳州雪梨牧養二萬會眾的

「希爾頌」（Hillsong）教會。 他的電視事工傳送

到180 個國家中。 在這一系列課程中，他分享了領

袖培養原則，及領袖的心態決定了他生命的果效。 

 

第二單元  

第一課   領導人的心態  

第二課   心態決定生命的歷程  

第三課   心態決定生活的成敗  

第四課   領導者或追隨者  

第五課   懷抱異象者的陷阱 

D 2 
時數 : 5 

 

  

 
 

 

細胞小組的領袖培養 

 

講員：比利．郝斯比  Billy Hornsby 

牧師 / 伯大尼世界禱告中心 

Pastor / Bethany World Prayer Center 
 
郝斯比牧師在他的事奉工作已逾二十年了。 在錄

製課程中他仍帶領紐約 Bethany Cell 教會。 這個行

動是著重於幫助世界各地教會中的細胞小組。  

 

第三單元  

第一課   果效  

 

註:第四季課程有些更改。 第八與第九單元目前還

再翻譯中但已經代替原來的第七單元 ( 宣教差傳與

收割 )。 原課程仍然為 ISOM 所認可並可以使用。 

D 3 
時數 : 1 

 

  

 

 

 

族群和解 

 

講員：伯納  Dr. A. R. Bernard 

牧師 / 紐約基督徒生命中心 

 

伯納博士不僅是紐約一間擁有二萬一千名會眾的教

會牧師。 有資格就種族及族裔問題發表言論的人

並不多，而這門課所談論的即為種族及族裔的深入

探討，並談論自然及屬靈的起源和神的命定。  

 

D 4 
時數 : 4 



第四單元  

第一課   導言  

第二課   來源與命運  

第三課   恐懼  

第四課   實際應用 

  

 
 

 

個人佈道 

 

講員：雷．康福  Ray Comfort 

佈道家 / 活水出版 

Evangelist / Living Waters Publications 
 

雷．康福牧師來自紐西蘭，著有四十多本書，其中

以「地獄的奧祕」一書尤為著名。 他在本課程中

使用了許多有趣的視覺教具，引進他的信息中。  

 

第五單元  

第一課   地獄絕密  

第二課   無神論  

第三課   爭戰的佈道  

第四課   真假改變  

第五課   如何為神火熱 

D 5 
時數 : 5 

  

 
 

 

屬靈爭戰 

 

講員：舒迪恩  Dean Sherman 

有使命的年輕人  International Dean for the College of 

Christian Ministries YWAM’s University of the Nations 
 
舒迪恩是位備受尊敬的聖經教師。 他在傳道人特

會、青年使命團 ( Youth With A Misson ) 及教會講授

屬靈爭戰這主題逾 20 年，足跡遍及全美 50 州及世

界 40 多個國家。 你一定會欣賞他處理這重要問題

所用的實際手法。  

 

第六單元  

第一課   爭戰的聖經基礎  

第二課   認識屬靈爭戰  

第三課   爭戰的禱告和地獄之門  

第四課   摧毀陰間之門 

D 6 
時數 : 5 

  

 
 



 

權柄與饒恕 

 

講員：約翰．比維爾   John Bevere 

國際使者  Messenger International   

 

比維爾牧師透過他的書籍、特會與電視信息傳播

等，每年接觸數百萬人們。 他的異象是堅固信

徒，使在迷失與受挾制者覺醒，並且向列國宣揚祂

榮耀的知識。  

 

第八單元  

第一課   撒旦的引誘  

第二課   在遮蓋之下 

D 8 
時數 : 2 

  

 

 

 

屬靈的突破 

 

講員：瑪麗琳．希齊  Dr. Marilyn Hickey 

Marilyn Hickey Ministries 
 
瑪麗琳．希齊博士以被受邀為政府領袖與世界各國

政要的嘉賓。 她是一位帶著神話語大使命的先鋒

教師，她的電視節目「今日與瑪麗琳合撒拉」

( Today with Marily and Sarah ) 是全球收視的節目。

在這一系列課程中她將分享特殊象徵的信息。  

 

第九單元  

第一課   熟記聖經 ━━ 第一部份  

第二課   熟記聖經 ━━ 第二部份  

第三課   打破祖先來的咒詛 

D 9 
時數 : 3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學季學季學季學季                                                                                                                                                                                                                                                                                        （ 32  個小時的 VCD 光碟課程 ）    
 
   

 

與基督連結 

 

講員：奧斯本  Dr. T. L. Osborn 

奧斯本國際事工  Osbor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奧斯本博士以奉獻宣教而聞名全球，他曾向七十八

個國家上百萬人佈道。 他對本系列課程的評語

是：「在五十五年來的世界佈道中，這是我所發現

最重要的真理教材。」 本課程將為你揭開神施行

最大神蹟的真相。 

  

第一單元  

E 1 
時數 : 7 



第一課   耶穌是我們的模範  

第二課   耶穌是我們的啟示  

第三課   我們的回應  

第四課   付諸行動  

第五課   我們的可信度  

第六課   我們的合法地位  

第七課   去經歷吧！ 

  

 
 

 

給予的生命 

 

講員：韋恩．梅爾  Wayne Myers 

大使命福音協會 

 

韋恩．梅爾牧師是經驗豐富的墨西哥宣教士，他曾

在七十多個國家佈道。 他大概是給予牧師最多車

子，並協助墨西哥教會蓋屋頂的傳教士了。 他向

信徒挑戰要像耶穌一樣，過著給予的生活。  

 

第二單元  

第一課   最高的生活方式  

第二課   開始過給予的生活  

第三課   交換地上的財富  

第四課   超乎所能的給予  

第五課   在神凡事都能 

E 2 
時數 : 5 

  

 
 

 

聖經的長老職分 

 

講員：狄克．便雅憫  Dick Benjamin 

使命 / 愛伯特路普社區教會 

 

狄克．便雅憫牧師目前像使徒般監督六十多個教

會，大多數都建立在他的領導之下。  就是他的教

會在阿拉斯加差派了一千名會眾外展建立了新的教

會。便雅憫牧師專長於教導聖經中關於長老的呼召

及領導。  

 

第五單元  

第一課   長老的職分  

第二課   教會長老的職責與關係  

第三課   長老的資格  

第四課   五重職事 (上)  

第五課   五重職事 (下) 

E 5 
時數 : 5 

   



 

 

得著新世代 

 

講員：衛理‧喬治  Rev. Willie George 

牧師 / 前進教會  Pastor / Church On The Move 

 
喬治牧師牧養的「前進教會」( Church On The 

Move )，是北美最大的教會之一。 他非常熱衷於得

著新世代的一群，也為此而立下了孩童和青少年事

奉的國際級標準。 他在本課程要講的，即是他對

裝備教會得著下一世代的洞見。  

 

第七單元  

第一課   聖經所說的兒童事奉  

第二課   接待的原則  

第三課   末日的收割  

第四課   傳福音給兒童  

第五課   青少年事奉的牧養導向  

第六課   如何持續孩童的注意力  

第七課   怎樣把故事說得好 

E 7 
時數 : 7 

  

 
 

 

管理未來 

 

講員：吉米．魏得曼  Rev. Jim Wideman 

兒童牧師 / 前進教會  Pastor / Church On The Move 

 

魏得曼牧師是「前進教會」( Church On The Move )

非常優秀的行政主管。 在這個實用課程中，他所

分享的原則，可以幫助我們建立強有力的教會，並

兒童的事奉。 這課程所講的範疇涵蓋時間與人的

管理、目標設定、問題的解決、以及其它有關組織

的範疇等等。  

 

第八單元  

第一課   運用布偶教導兒童  

第二課   問題解決者  

第三課   建構兒童的事奉  

第四課   如何使他人協助你 

E 8 
時數 : 4 

   



 

青少年的事奉 

 

講員：布藍．巴特  Rev. Blaine Bartel 

青少年牧師 / 前進教會  

 Pastor / Church On The Move 
 
巴特牧師是帶領「前進教會」( Church On The 

Move ) 青少年事奉快速成長的主要負責人，每週帶

領 2,500 名以上的年輕人參與出外傳福音的事奉。

他的 1-80  概念如今已為上百間其他教會所採用。

在本課程裡，他要分享如何使青少年事奉大有成效

的實用原則。  

 

第九單元  

第一課   設定異象  

第二課   帶領你的領袖們  

第三課   與年輕人有效的溝通  

第四課   策劃有果效的年輕人聚會 

E 9 
時數 : 4 

  

 

 

網上學習  

超低價 US$10 /  每學季 已是 ISOM 學員適用  

US$125 / 每學季 適用網函授學員 

 

教牧單元 ( 32 片 VCD 課程 )  

最近編輯的主題是學生較有興趣，針對更深的事奉訓練。增加這個主題單元到 ISOM 原有學

季中，他也可以成為獨立課程。 如果需要，你可以從這些富有經驗的牧者與宣教士，學習到

他們全心投入在這些實用的課程內容。 你將會感受到一系列真實的智慧與屬靈的看見，從如

何準備一場佈道到如何以適當的用與神的方法來事奉。  

 

註:這套課程最近是在我們的圖書室編輯中，錄音、紀錄與英文的快速版目前在進行，在編輯

完成時將會發行。  

 

戰勝自然的罪  

講員：貝林‧吉爾福仁博士 ( Dr. Berin Gilfillan )  

貝林 · 吉爾福仁博士就是領受神的異象,而開始的本校創辦人。 在這個課程中,他分享他如何戰

勝肉體上思想意念。花了13 年發現這個啟示。  

第一課 戰勝自然的罪  

 

牧者的心  

講員：約翰．比維爾牧師 ( Rev. John Bevere )  

比維爾牧師透過他的書籍、特會與電視信息傳播等每年接觸數百萬人們。 在這個課程中,約翰

敞開他的心告訴我們，他如何持續地與神同行。  

 

第一課   抓住神的心意  

第二課   培育優良的靈性  



更新如鷹  

講員：約翰．伯爾斯博士 ( Dr. John Burns )  

伯爾斯博士幕會於加拿大溫哥華的「得勝的基督徒中心」( Victory Christian Center )。 他也主

持一個國際性的節目「成功的家庭」( Family Success )。 在這個課程中,他分享了從老鷹的生

活方式看見領袖的訓練原則。  

 

第一課   像鷹一般的生活  

第二課   什麼使一隻老鷹莊嚴？  

 

群體與性別  

講員：吉爾博．比勒任肯博士 ( Dr. Gilbert Bilezikian )  

比勒任肯博士是為「柳溪」( Willow Creek )  的牧者比利．海博 ( Bill Hybel ) 的良師益友而聞

名。 他也是惠頓學院 ( Wheaton College ) 的教授，並一直全然專注於主張在教會中真實的群

體生活。  

 

第一課   在創造中的共同體  

第二課   從歷史中觀看神的意圖  

第三課   十字架與群體  

第四課   群體中的關係  

 

生動的講道  

講員：彼克．克里夫牧師 ( Rev. Brick Cliff )  

克里夫牧師是以琳訓練的牧師與宣教士，他強烈地透過 ISOM 的異象使列國藉著訓練而受到

極深的影響。 這個主題回應了開發中國家對講道及訓練上的教材的需求。  

 

第一課   生動講道的必要性  

第二課   品格與恩膏  

第三課   插圖與佈道的主題  

第四課   生動講道的組織與寫作  

第五課   台前的呼召與概要描述  

 

預言的根基  

講員：海凱氏博士  ( Dr. Keith Hazel ) 、傑瑞米．海凱氏 ( Jeremy Hazel ) 帶領一個先知性的教

導和發掘團隊。 他們在不同的地方說過預言並且在「國際的安提阿」運作。 這項事奉使得地

方教會在預言服事上動了起來。 海凱氏與傑瑞米教導這項課程，提供了在世界上許多預言事

奉上所發現，有超自然教導與濫用的平衡作用。 

  

第一課   預言事奉的價值與重要性  

第二課   預言事奉的型態  

第三課   新約的先知  

第四課   釋放預言的事奉於地方教會  

第五課   聽見神的聲音  

第六課   判斷先知的話語  

第七課   對預言的接受與回應  

第八課   預言的匯集於地方教會  

第九課   錯誤的啟示  



第十課   外展  

 

事奉的實用要點  

講員：法吉斯博士 ( Dr. P.G.Vargis )  

法吉斯博士帶領印度福音團隊。他是強於在印度建立教會的一位。 在這個課程中，他分享了

許多在領袖與個人的原則上，來管理與引導他的生命。  

 

第一課   異象與設定目標  

第二課   領導的榜樣  

第三課   倍增的領袖原則  

第四課   牧者的婚姻  

 

聽見神的聲音  

講員: 馬克．斐克勒博士 ( Dr. Mark Virkler )  

斐克勒博士是「基督教領袖大學」( Christian Leadership University ) 的創辦人與董事長，其單

位與 ISOM 有深切的關係。 他的著作已超過 60 本書，在這些課程中他教導如何以實用的方法

來聽見神的聲音。  

 

註：贊助一個外區學校來自世界上最遙遠貧窮的請求，幫助使一個不同、大或小、每一個播

種的種子都能結果子。  

 

第一冊 ( 33 片 VCD  課程 )  

回應全世界教會 60% 需要，製作出「世界婦女」 ( Woman of the World, WOW )。 這些課程是

藉由婦女製作也是為了婦女而做的。 WOW 第一冊有 33 課其設計為鼓勵、加強並裝備屬神的

婦女為基督在生活中變得有影響力。 WOW 可以和 ISOM 學校形成裝備課程或是單獨安排在

教會婦女事工中一項裝備工具。  

 

變成一個母親 / 良師益友  

講員： 麗莎 · 比維爾牧師 ( Rev. Lisa Bevere )  

麗莎是一位著作暢銷的作者。 她與她的丈夫,約翰每週主持電視節目「信差」 ( The 

Messenger ) 已傳送到 214 個國家。 在這課程裡她極力的教導兩性的聖潔及在基督的身體裡做

一個母親/良師益友。  

 

世代的祝福  

講員： 約翰和海倫 · 伯爾斯博士 ( Dr. John & Helen Burns )  

約翰和海倫伯爾斯博士在加拿大溫哥華牧養的「得勝的基督徒中心」( Victory  

Christian Center )。 他們也主持一個國際性的節目「成功的家庭」。 約翰和海倫在全世界講論

婚姻、家庭及關係。  

 

神對你家庭的計畫  

講員：瑪麗琳．希齊博士  ( Dr. Marilyn Hickey )  

瑪麗琳．希齊博士一直實踐神的話語舖蓋了全地，神給予的異象已逾三十年。 她從經文中給

予實用的幫助但也從她當一位母親的經驗關於神在你家庭中計畫。  

 

純正的領袖    這些是從課程中節錄出來的，你可以從影片或線上找到這些內容。 

講員：  傑克 · 海福德博士  



第一課   內心的純正  

 

簡介  

一、 一個好的領袖具有不同的特質。 我們當中有些人擁有一些特質及能力，例如：特別的創

造性才能、知性的理解、管理的能力、先知性的異象、吸引人的個性、屬靈的熱情、超

自然的恩賜…。  

我們沒有一個人擁有全部恩賜。 只是當人們想在一個領袖身上看出他的才能時，他們只

是在看那些明顯部份。 我現在要談的是那不明顯，而且沒有任何才能可以替代的特質。  

二、 我常被領袖們問到：「領導成功的祕訣是什麼？」  

人們認為祕訣應該是花在讀經和禱告上的時間有多少。 當然，這是重要的，但我相信沒

有什麼比培養「純正的心」( a heart of integrity )  更重要。 因為我們用這顆心來禱告及傳

講神的話語。 對於任何領袖，最重要的事就是純正的心。  

三、 以下課程將引導我們認識舊約聖經中不斷重複的一個概念。  

 

課程大綱  

 

一、 基本原則  

A.   有些學者稱這原則為「首次運用的法則」。 一個概念在聖經中出現的第一次，揭示了它

貫穿於整本聖經的意思。 創世記 20 : 1-6  中的「心正手潔」或「心中正直」（純正的

心），在聖經裏第一次被提到。 

  

這個故事介紹了下列這些概念：  

a.  舌頭誠實  

b.  心思真實  

c.  對自己誠實  

d.  一顆不違背誠信的心  

 

這些是領袖能被信任的素質。 而「心正手潔」（純正的心）包含了以上所有的素質。  

有趣的是，這個故事教我們「心正手潔」（純正的心），然而，故事中，信心之父亞伯拉罕

卻違背了這個原則。  

 

但一位外邦人的王卻表現了心中的正直（純正的心）。 這裏要學習的功課是很明顯的。 我也

許不是一個有啟示或有亮光的人，但我仍可以是一個「心正手潔」（純正）的人，對神啟示

我的事有所反應。  

 

神以不同的方法向我們啟示一些事：  

a.  用祂的話語  

b.  藉著環境  

c.  藉著聖靈與我們交通  

d.  祂使我們知罪  

e.  祂糾正我們  

 

神和亞比米勒的對質以及他的回應 ( 創 20 : 3-5 )  

注意：聖經在此第一次提到正直（純正）和心有關，神是針對那人所不明白的事情上對他說

話的。純正的心和下面兩件事有關：  

1.  總有些事是我不知道或不明白的，神會幫助我面對。  



2.  有些事是我明白的。 如果我違反了，神不會來糾正我這些事的。 這是一個可怕的事實。  

神的回答及原則 ( 創 20 : 3-5 )  

 

神非常了解我們因無知而犯了無辜的錯，這全是由於缺少智慧的緣故。  

神說：「我來阻止你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你所作的是由於無知，並對自己所知道的沒有妥

協。」  

 

論點：反面的意思也包含在這個概念裏。  

對於我們所明白的事或所擁有的啟示，神要我們負起責任，行走在光明的道路上。  

不肯放棄錯誤的領袖 ── 在財務上不負責任、有不道德的關係… 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錯誤是

個「例外」，應該受到神的容忍。 你認為如何？  

這是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違反了心正手潔（純正）的原則，神是不會來阻擋的，直到審

判最終降臨。 神只警告 / 訓誡 / 糾正那些行在祂旨意裏的誠實人。  

關鍵是：當神訓誡我的時候，即使我尚未清楚明白事情的真相，我卻要立刻對神作出回應。 

  

＊ 這個故事非常清楚的表明了在領袖的生活中，再沒有比建立和保持心正手潔 的品格更重

要的了。  

 

二、 一個有活力的字 ( 詩 25 : 20-21 )  

研究「純正」這字可以提供一些概念來幫助我們如何去保持「心正手潔」（純正）。  

舊約中的「thom」這個字提供了完全的 / 全備的概念。  

說明：在數字裏，我們有「整數」及「分數」的對比。  

 

1.  「純正的心」是描述一種內心的態度。它不容許自認為的「小小」偏差，而使得對神或對

自己的完全誠實被「切除」。  

2.   試探  

給自己合理化的解釋─給自己預備一個藉口好妥協。 自我辯護：我的情形是個例外，「神

不會那麼認真地不接受我的妥協。」  

 

具體的例子  

1.   在談話中違背了誠實的原則。  

2.   當聖靈在我們內心糾正時，我們不順服而叫聖靈擔憂 ( 弗 4 : 30 )。  

持守話語純淨、態度一貫、拒絕為真理「加料」、棄絕性放縱、不給生氣及不饒恕留餘

地，也不給魔鬼留地步 ( 弗 4 : 27  )。  

 

三、 主動順從原則  

A.  大衛，是一個合神心意 ( 純全正直 ) 的人  

1. 「耶和華阿，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理行，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 

( 詩 86 : 11 )  

注意兩個步驟：  

a.  我是能受教的。  

b.  我要走在你指示的道中。  

結果：如此，耶和華阿，你能「保有我一顆完整的心。」  

2. 「求你保護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不至羞愧 ( 受窘 )，因為我投靠你。 願純全正直保守

我，因為我等候你 ( 聽你的聲音 )。」( 詩 25 : 20 )  

說明：在大衛的領導下，以色列的疆界擴展到最大的極限，以至無法做到去邊界巡邏。 



問題來了： 如何能保守我的王國？ 他做了上述的禱告：「你，耶和華必定保守我。」  

四、 不遵照原則所帶來的悲劇  

A.   記得所羅門最初的禱告：「因此，耶和華以色列的神阿，現在求你應驗向你僕人我父大衛

所說的話。」( 王上 8 : 25 )  

神的回應 (王上 9 : 3-5 )：「你向我所禱告的，我已經應允了。 我已將你所建的這殿分別

為聖，使你的名字永遠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裏。 現在，你若效法你父

大衛，存『誠實正直的心』行在我眼前，我就必堅固你的國位。」  

當所羅門面對與大衛所面臨同樣的問題時 ( 防衛疆域 )，他與大衛解決的方法有明顯的差

別。  

所羅門選擇外交的方法：結盟。  

每簽定一個條約就帶來一個新的公主以加強政治的結合。 耶路撒冷充斥了因訂定條約而

帶來的偶像，用偶像來保障個人或業務上的安全。  

概念：我們每個人都是「房屋的建造者」我們建立家庭、教會、服事。  

一個家庭，一個教會，一個服事能持久 ( 亦即，神長久的同在)的關鍵，決定於我們願意

經常保有內心的純正。  

五、 順服的途徑  

我很驚訝：thom ( 純全正直 ) 這個字的複數是 THUMMIM ( 即土明之意 )。 藉此，可以明

瞭神給我們保持內心正直的構圖。  

A.   大祭司的胸牌：「烏陵和土明」。 沒有人準確地知道它們是用什麼作成的，但知道它們

能作「決斷」。  

1.    出埃及記 28 : 30 ─「你要將烏陵和土明放在決斷的胸牌裏 ( 亦即，按照神的引導作決

定 )，亞倫要帶在胸前。」  

2.    實例： 尋求一個純正的祭司─「直到有用烏陵和土明決疑的祭司興起來。」( 尼 7 : 65，

拉2 : 63 )  

B.   如何做──他們要來到會幕的面前說：「神阿，指示我們以色列當如何行。」  

無論是哪一個實例，都讓我們清楚看見領袖要保有純全正直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願意讓

心中的那個「土明」很忠實的保守著，就必行在順服神的路上，王國的疆界得以拓展，事

工得有果效。 因著內心的純全正直，疆界必蒙福且得保守，事奉也得堅立在主面前。 

  

小組討論 ( 3 - 4 人為一小組)  

討論： 決定一位好的事奉領袖，當要求哪些素質？  

上題所討論出來的好素質與心正手潔（純正）有何關係？  

心正手潔（純正）如何應用在以下的兩個課題？  

a.  面對我們不知道或不明白的事。  

b.  明知故犯的事。 

  

為彼此以及你的領袖禱告，祈求聖靈保守他們的心純正。  

 

家庭作業  

從聖經第一次提到心正手潔（純正）的故事中，你學到什麼功課？  

心正手潔（純正）所傳達的意念是什麼？  

神如何啟示祂的旨意？  

當神向你啟示他的旨意時，祂對你有什麼期待？  

 

「開啟亞伯拉罕的應許」 ISOM  創始人 貝林 · 吉爾福仁博士 著  

在聖經裡有一個應許,那是對所有的基督徒,男性和女性，所有的種族及經濟背景的人都可得到



的。 這個應許在信徒的生活中帶來豐盛的收穫與祝福。 他是對戰勝所有仇敵過得勝的生活和

觸及列國與列國祝福一種潛能的保證。 他是宇宙中由最高的誓約所支持,他等待被開啟。 這

個約是亞伯拉罕的應許，並且貝林 · 吉爾福仁博士相信那是 ISOM 課程在世界各地能大量成長

背後的奧秘。 這本書也是為了那些想了解如何與得著亞伯拉罕應許的祝福相襯的人而作的。  

只要美金 10 元  

 

一系列的第一  

本教學課程的第一課是「信仰的根基」由貝里斯．康利牧師講授。 在一九九五年一月八日於

加州洛斯．阿拉米圖（Los Alamitos）錄製而成的。  

第一次的教學課程錄製採用 14 種語言現場錄音完成。  

第一場的畢業典禮是在 1999  於尼泊爾的砍薩曼督舉行的。 這個學校是使用英文版本教材並

有現場尼泊爾語翻譯人員上課。  

第一種教學課程完成的語言是希伯來語，許多人認為應該是西班牙語,但有兩課，事實上在現

場被翻譯成阿拉伯語而在希伯來語完成之後被放入西班牙語。  

最老而畢業的學生是菲律賓馬尼拉的一位姐妹，她在高齡 89 歲時在班上是優秀的學生。 在

她 92 歲時，她仍以逐戶叩門的方式來傳福音。  

最大的一場的畢業典禮是在亞洲一個受迫害的國家舉行。 在一場典禮中有 9,141 名學生畢

業,，但基於安全的考量，參加的學生只有 200 名，而事實來了超過 500 名。  

 

如何開始  

請使用以下的指示說明,在您的教會開始 ISOM 課程。  

 

註冊  

□   如果您是教會牧者，挑戰您的會友受裝備。 您對學校異象的提倡促使它成功是非常  

關鍵重要的。  

□   如果您不是教會牧者，可拿所有教材給教會的牧者取得他的認同與支持。  

□   禱告並尋求神關於您個人在教學課程中的投入。 請記得它已遠遠超越為一個節目。  

它是一個門徒訓練，必然為神的聖靈為引導。  

□   在教會的牧者認同後，請在您的教會宣傳教學課程，或者告訴您所認識並有興趣的朋友。  

□   尋求一個上課的時間與地點，準備必要的設備。  

 

開辦  

□   設定一個日期開始教學課程 ( 記得容許二個星期讓 ISOM 訂購單處理的時間 )。  

□   請欲參加的學生簽名並支付學生註冊費用。  

□   根據你的訂購單與付款資料打電話給 ISOM ( 所有主要信用卡皆可接受 )。  

□   在訂購後約 1~2 星期教材寄送。  

□   在收到後請檢查所收到的 VCD 影片與課本與訂購的是否正確。  

 

個人化  

□   建立班級自己的風格型態，建議邊上號碼並且上課的時間要準時 ，每堂課的出席人  

元要作紀錄。  

□   查看指導員手冊 ( 包括學校教材 ) 其他的說明指示。  

□   課前將每件事帶到神面前，並且相信神會透過這個課程而完成祂的計畫。  

 

每一學季完成  

□   至少在二星期前打電話訂購新學季的教材。  



□   使用在指導磁片包括指導手冊中的跨頁格式來追蹤學生並成績的資料。  

□   在第三與第五學季後向 ISOM 報告學生資料。  

□   閱覽 isom.org/transfer 中那些學生有興趣的 transfer of credit。  

 

學分的移轉  

基督教領袖大學  

（帶著神的聲音到你學習的經驗中）  

國際異象教育網路  

（使完全的話語到全世界）  

魏格納領袖訓練學院  

ISOM  課程可移轉至一些不同的教育機構，包括上述所提的學校等。 每所學校機構都有他自

己學費的結構，對 ISOM 所提供的課程有他們自己的學階要求標準。 這些機構一般都認可這

個訓練同等於他們個別社團的課程。 請上網 isom.org/transfer 或 請電 ( 909 ) 478-3330 可查詢

更多的資訊。  

 

ISOM 課程的學分  

在美國，ISOM 並無賦予像一般被認可的訓練學校的功能。 但更正確的說，他提供了課程教

材給教會並其他牧者們能運作他們自己的訓練計劃。  

 

依照一個指定方式，當 ISOM 教材被使用到一個訓練的程度時，這個學科教材可被提出給上

述的學校或大學，他們可能接受或不接受該項訓練學分的移轉。  

請您聯絡我們的辦公室，以便建議您們的學校，或是您個人如何更有效益的方式 

來使用ISOM教材 。 

 

 

教牧單元  ( 32 個小時的 VCD 光碟課程）  

 
我們最近另外為學生有興趣進一步的事奉訓練編輯了一套新的單元。這被用於 ISOM 課程，

但是如有必要的話可以被視為一個獨立運作的課程。  

你會從這些有經驗的退休牧師與宣教士，傾心投入在這些實際的課程中，從他們身上學習。

將學習到如何準備一篇講道，到如何以一個適當並且屬神的方法的每個細節，來牧養教會。

isom.org/mm 
 

世界婦女( 33 個小時的 VCD 光碟課程） 

 
在觀察全球基督的肢體，我們發現教會裡超過 60% 是女性。上帝的女兒形成教會背後的支

柱，然而在神的國度裏她們不常被賞識與感激的。  

在回應這方面的需要，我們製作了一套課程名為「世界婦女」( WOW )。這個課程是為了婦

女，也是由婦女來教導的。 第一次 WOW 內容涵蓋了33 個小時的 VCD 

光碟課程，其設計以鼓勵、加強，裝備屬神的女士，使她們在服事基督生活中更有效率。
isom.org/mm 
惟獨認識神的子民必剛強行事。民間的智慧人必訓誨多人，但以理書 11: 32b ~ 33a. 

 
語言及策略性的伙伴  

 

1    國際教學課程克服宣教上的七重障礙  



1）克服語言的障礙。  

2）能夠同步進行不限人數的訓練。  

3）能在任何地點、國家實施這項訓練。  

4）無須外國人在場指導或訓練,全國的教會領袖皆能獨自進行訓練。  

5）成本極低。  

6）課程能在不公開的狀況下進行,能消除政治障礙。  

7）使用的教材,無論內容、教導及屬靈各方面，都經過嚴密審核。  

2    學校遍佈全世界  

ISOM 已有超過 140 個國家並 60 種語言以上。在 12,000 個地方使用 ISOM 課程，只有 5% 

是在西方國家中使用，並且近 60% 是處於信仰被逼迫國家之中被使用。 ISOM 容易學

成，使之能夠達到快速繁殖成長，但也僅僅是整體異象的一部分。 ISOM 在世界上的擴展

已透過與其他策略聯盟而完成。國際好牧人使命團 ( GSMI ) ，ISOM 起源組織機構,還有很

多其他（如牧者心腸…等）及許多個別對接觸遙遠地區，與教導那些有屬靈渴慕的人有

熱情的伙伴。  

3    授權許可與區域代理中心  

對那些有宣教使命異象者，是有可能被允許去複製 ISOM 課程裡某些的教材。 在好牧人使

命團領導完善的考慮下，對於忠實的代理者，每年可以重新續約。 一次權利金的費用是

每一種語言為 1,900 美元，並指定世界上某一個地區或國家而定。 這可以使 ISOM 的使命

異象趨向完整。 在單獨一個授權許可下，已有好些事工團體已展開超過 1,000 個的學校

了。  

那些擁有有效的 ISOM 授權許可稱為區域中心，並且在世界上已超過了100 個，GSMI 可

以提供這些被委託並參與拓展的伙伴，在世界上不同國家當地的區域中心聯絡資料。 如

果您的事奉單位在特定的國家，或區域對展開參與 ISOM 課程有興趣者，請聯絡 GSMI 

( 註 : 授權合約多半用於開發國家，它不是授給典型的西方國，ISOM 教學課程 VCD 與相

關之教材並不包含在 1,900 元的權利金內。)  

4    新的語言翻譯  

如果你有心看見 ISOM 課程能夠翻譯成另一個新語言，GSMI 很樂意與您合作新語言的翻

譯工作。它需花費約 15,000 美元來翻譯一種新的語言。倚靠 神的帶領與為一個特定語言

的需要，如果最初至少可募得 5,000 美元，GSMI 或許用合作事奉的方式帶著信心向前跨

步。 因為ISOM 設計是為了訓練和接觸未能接觸到的人們，新語言是 ISOM 進展與異象的

根基，如果您有興趣協助建立一種新的語言，請您與我們聯繫。  

 

課程目前所用的語言南非荷蘭語、阿卡語、阿爾巴尼亞語、衣索比亞語、阿拉伯語、亞美

尼亞語、孟加拉語、保加利亞語、緬甸語、柬埔寨語、宿霧語、、克羅埃西亞語、捷克

語、英語、埃維語、波斯語、法語、德語、希伯來語、印度語(塔米 

爾語 )、匈牙利語、印尼語、印諾剔特語（Inuktitut）、義大利語、日語、加拿大語、卡連

語（Karen）、韓語、印加拉語（Lingala）、魯干達語（Luganda）、買西里語（Maithili）、

馬來西亞語、中國語、蒙古語、尼泊爾語、奧理亞語（Oriya）、波蘭語、葡萄牙語、旁遮

普語、蓋楚瓦語、羅馬尼亞語、俄語、塞爾維亞人語、肅納語 ( Shona )、辛哈拉語

（Sinhala）、斯洛伐克語、西班牙語、斯華西里語、塔加拉語 ( 菲律賓地方語 ) 、坦米爾

語、鐵魯古語（Telugu）、泰語、南非班圖語、土耳其語、迦納契維語、烏克蘭語、烏都

語、越南語、非洲優魯巴語、南非祖魯語。  

 

( 請至 isom.org/language 查詢更新的語言資料 )  

 

原始的 ISOM  錄製是在 1995 - 2000 的五年期間。「婦女世界」( WOW )  與教牧單元 ( the 



Ministerial Module )  是較近期所錄製的。 每次的錄音輸出入都是精確的。 一些服事已經有所

改變，並有一些明顯的成長。 一些牧者也以此與神一路前行。 大部分的照片是從原始的錄製

中得來的。 

 

新的 iPod® 版本  

目前在 iPod® 中都完整的 ISOM®  與 WOW®  課程以英語快捷版與英語 / 西班牙語方式呈現。 

無論你在何處都可以學習。 超過 190 小時以上的教學可放入你的口袋中。  

開始費用 US$550 + iPod 的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