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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禮拜, 我們在耶路撒冷城外 Yad Hashmona Messianic kibbutz 新成立的事
工樓開張了。 它包括了辦公室, 訓練中心, 禱告室。 開張後的第一次的活動,
是 今 天 與 我 們 的 朋 友 Lou Engle 和 Mike Bickle 所 領 導 的 “The Call
California” 時段配合的通宵禱告會。這個事項就像以利亞和耶洗別的靈和她
的眾先知們在靈界的對擊。
耶洗別,
耶洗別 巴蘭,
巴蘭 和大淫婦
啟示錄 12 章敘述著一個榮耀女子的異象, 而 17 章卻敘述一個罪惡的女人。 我
稱為這是 “新娘與淫婦”。這兩個形象是代表整本聖經中許多女子預言式圖像
的至極。這兩女子代表人的類型: 好的族群, 是公義的; 壞的族群, 是邪惡的
人, (且魔鬼與他們同夥) 。
大淫婦象徵不道德, 色慾, 和貪婪, 並與今日西方世俗的社會相勾聯的。 「這
個靈坐在眾水之上」
啟 17:1) - 意極它影響著世界上許多的國家 。大淫婦
大淫婦
個靈坐在眾水之上」 (啟
的靈與耶洗別的靈密切的連接著。
的靈與耶洗別的靈密切的連接著
耶洗別是一個歷史人物, (亞哈王的妻子)。然而, 這個名子也用於泛指運作在
某些婦女身上的邪靈 - 主要經由通姦, 巫術, 和輕忽男人屬靈權柄。這樣的
靈曾坐在女王 亞他利雅, 大利拉, 希羅底等人身上。
啟示錄 2:20 「
- 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 教導我的僕人,
教導我的僕人 引誘他們行姦淫,
引誘他們行姦淫 吃
祭偶像之物」
祭偶像之物」從這個經節, 清楚的看見耶洗別的靈不僅在這個世界上運作著,
並且經由擅於操縱, 偽裝成所謂的 “女先知” 的女人, 運作在各教會和聚會
場所中。
然而, 有一種靈, 也以同樣的姿態運坐在男人之中。 它叫作巴蘭的靈
巴蘭的靈。
巴蘭的靈
啟示錄 2:14 「巴蘭曾教導巴勒
巴蘭曾教導巴勒,
導巴勒 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們吃祭偶

像之物,行姦淫的事
像之物 行姦淫的事」
行姦淫的事」
巴蘭亦是一歷史人物: 他是巴勒王雇用的一位先知, 用來詛咒以色列。 神的
使者阻止了巴勒的計畫, 而將咒詛化成祝福 (民 22 - 24 章) 。 然而, 在民數
記 25 章, 巴蘭設計了一個新計畫: 把年輕摩押女子送到以色列人中去開 “派
對”, 結果造成道德氾濫, 淫亂, 數萬人被殺。
神在這件事上並不是 ”男性主義者”; 有男性的一面, 也有女性的一面。 兩者
都被公平的審判。 (事實上, 聖經是我們找到真正屬靈平等的最先之處 – 在
種族上, 在性別上的, 和經濟上的) 。 「…並不分猶太人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
並不分猶太人 希利尼人.自主的
希利尼人 自主的
為奴的.或男或女
加 3:28)。
。
為奴的 或男或女,
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 (加
耶洗別, 巴蘭, 和大淫婦的靈促使反叛的靈, 充斥在學校和媒體 ; 性道德敗
壞充斥在娛樂, 廣告, 和時尚界; 色情, 戀童症, 同性戀, 女同性戀, 墮胎, 和
極端女權運動。當女性在非洲和亞洲的回教世界受到壓迫時, 我們是女權運動
的倡導者。
。 然而, 當女權運動在西方世界被誤用至一個侵略性的地步, 毀壞
家庭和婚姻價值時, 它變成對女性有傷害, 和對社會整體有破壞性。
對正直商人的進言
目前世界的經濟危機可視為神對貪婪和腐敗的審判。其中問題之一就是 一直
“衍生”: 信用一直加增給從房貸和債務中牟取暴利的一些投資者。 當這個系
統崩溃時, 那些始做甬者卻帶著百萬金錢一走了之。 我祈禱能逞罰那些造成
“白領”犯罪的人的法律能通過, 並執行。
另一方面, 仍有殷實的男人與女人,不被貪婪牽引著 ,也不過度伸展信用債務,
秉著正直與誠實做生意。 這正是這些人被提升來領導世界經濟局勢的時刻。
如果你正是職場中那帶著公義之心的其中之一位, 我們用智慧和豐盛 ,勇氣
和鼓勵來祝福你。我們奉耶穌的名, 綑綁在你身上迷惑, 沮喪, 害怕的靈, 願
你帶著堅固, 穩定, 向前邁進 - 在合宜之時, 做出對的決定。
關乎神和民主
神的國度是君主體系, 不是民主體系。 然而,在這世代, 神對我們學習道德的
功課比強立一個人民不要的政府更有興趣。 在掃羅王被揀選以前 , 神告訴撒
母耳以色列人們的選擇是錯誤的, 但他們拒絕神, 也棄絕撒母耳。 然而, 他
也指示撒母耳讓人民擁有他們想要的 (撒上 8:7-8)。 他們必須從 「硬的方法
(困難中)」學習功課。

同時, 神指示撒母耳向人民解釋所有對與錯的事 (撒上 8:9)。 我們禱告事項
之一是目前總統大選的透明化
透明化;
透明化 事情能完全透明化, 尤其在道德和靈性上。
我祈禱 McCain 和 Palin 能對家庭價值, 清楚發表言論。
末世神的審判
在末世, 光明會愈加光明, 黑暗會更形黑暗。它不是一個令人懼怕的時刻, 但
卻是讓我們的光更加忠實的照耀 (賽
賽 60:160:1-3) 。 神正將光明與黑暗分開, 以至
於我們可以施行公義。我們許多人不習慣把神的審判看成是一個好事,
我們許多人不習慣把神的審判看成是一個好事, 但我們
不管它看起來有多困難,
不管它看起來有多困難, 當他帶下公義時,
當他帶下公義時, 我們就是要來讚美他。
我們就是要來讚美他
神的審判是在天堂裡敬拜與讚美的主題 (見
見啟 11:17-18, 15:3-4, 16:5-7)。 神
的審判是要使人悔改 (啟
啟 9:20-21) 。 有些人會, 而許多人卻不會悔改。 不
管如何, 在兩者中, 神的審判張顯出他的正直
我們的禱告和讚美是
神的審判張顯出他的正直和聖潔
正直和聖潔。
和聖潔
帶下神審判的一部分 (啟
啟 8:3-6)。 至終,
至終 它在這個土地上,
它在這個土地上 帶下耶穌國度的勝
利 (啟
啟 11:15) 。

我心旋律 譯
請繼續為我們在以色列的事工禱告，在本地傳福音的工作，以希伯來語為主
的先知性的讚美與守望禱告，彌賽亞信徒的植堂工作，對年輕的以色列信徒
五重執事的訓練，慈恵救助，以及促進在基督裏的合好與合一。
※註：此文章可以印列出來為個人使用，除非經過 Revive Israel (復興以色列
事工)之版權許可，請勿擅自出版或自行放在其他網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