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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r Sheva
這禮拜, 法院針對超宗教派指控 Beer Sheva 彌賽亞集會所攻擊他們的建築物而造成損失
開案。Beer Sheva 集會所的領導, Howard Bass , 懇求禱告能使真相大白; 法官 Iddo
Ruzin 將辨別是非; 真兇領導將被帶入司法; 律師將有聰明才智來辦這個案子。 法官已經
承認, “無可至否的, 一個極嚴重的事件發生了。” 下一個聽證日是 六月二十一日。
黎巴嫩
我們為在黎巴嫩過去這個禮拜裡的大選, 由 Saad Hariri 領導, 集於現代回教, 德魯氏, 西方
人和基督教於一身, 稱為 “未來”黨, 擊敗由敘利亞和伊朗支持的 Hizballah 恐怖集團獲得
勝利獻上感謝。投票率結果是超逾百分之五十三強。 Hariri's 合黨佔有 67 席位對恃於
57 席位的 Hizballah 。 再來的挑戰是 Hariri's 合黨是否會屈服於 Hizballah 的要求保有
所有內閣任命的否決權。
伊朗
明天, 六月十二日禮拜五. 伊朗預定有總統大選。 兩位首席候選人是 Ahmadinejad . (他為
伊朗高級領導, Ayatolla Khamenei 所支持) . 和 Hossein Moussavi (他為前總統 Hashmi
Rafsanjani 所背書)。這個競選如火如荼且近了。Ahmadinejad 以他超然姿態, , 指控他的
對手是賣國賊, 像希特勒一樣散佈謊言, 且寧願入獄, 也要公然侮辱他。 當 Moussavi 在觀
念上與 Ahmadinejad 或許沒什麼多大差別時, 他的競選代表這個國家重組的可能性及投
票對抗瘋狂的 Ahmadinejad。
內唐雅胡
禮拜天, 以色列總理 般傑明內唐雅胡, 預定將在特拉維夫 Bar Ilan 大學做一個急劇的政策
演講。他到目前的作的言論指明他要認可以色列之前對美國及巴勒斯坦所做的承諾, 包括
喬治布希描述的 “路圖”, 但他反對其他單方面的讓步。內唐雅胡必須站在一個困難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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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一方面得抵擋從歐巴馬總統和國際族群來的壓力, 另一方面得抵擋在他自己聯黨中那些
處於極端右翼位置者。
兩國解決方案
國際族群其一的方案是讓以色列同意 “兩國解決方案”。 實際上, 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樂
於見到 “兩國解決方案”如果它能帶下和平, 但極端的慕斯林派系真正同意與以色列和平
共處的機會是極小的。事實上, “為兩國人民, 兩個國” 的每個觀念, 聽起來有些不合理。
哪兩國? 為那兩國人民? 一國是為巴勒斯坦, 一國是為猶太人嗎? 看起來的計畫是一國為巴
勒斯坦 , 一國為巴勒斯坦和猶太人。如果真如所設, 兩個分別的國為兩個分別的民, 那為什
麼每個人都在議論要猶太人搬移他們的家, 而無人要巴勒斯坦人遷移呢? 又為什麼每人都
在談論要凍結所有猶太人租界區屈服於所謂的巴勒斯坦領域 ,那為什麼無人談論要凍結阿
拉伯人租界屈服於所謂的猶太人領域區呢?
耶路撒冷安息日示威
耶路撒冷市長 Nir Barkat 正面臨著從耶路撒冷超傳統族群來的挑戰。 Barkat 剛剛核准允
許停車艙自治區在禮拜六安息日時開放, 以鼓勵城市的遊客和文化活動。而超傳統派視這
是違反安息日和拉比法律。 上個安息日, 他們做了一個暴力示威與警察對恃。而 Barkat
仍宣稱不管如何, 他仍要開放停車區。 一般人視此超傳統派的示威是一個驅使其他族群離
開此城, 所以可讓耶路撒冷在超傳統拉比派的控制之下的企圖。.

IHOP 以色列 Mandate Conference
我們感謝神在堪薩斯國際禱告中心舉辦的以色列 Mandate Conference 又是另一個成功
的特會。 Mike Bickle, Dan Juster 和 Asher 是主要的講員。 在禮拜六一致的訊息釋放中,
Mike 講說 以列的完全。 Asher 講說 教會的完全。 [Asher's 另外的信息是包括: 打擊耶洗
別與異教徒; 一個為耶穌統管與掌權的熱情; 和 將要來的二次大屠殺]。 我們為 IHOP 為
神對以色列國旨意委身的程度而感動不已。 IHOP 的團隊今日為基督肢體, 領導神國度前
進。
搶劫
當 Asher 和 Betty 正為這個禮拜在 IHOP Tikkun 和 Call2All Hong Kong 的事工忙碌著時,
他們在耶路撒冷的公寓被不法的回教徒工人侵入 ,偷了文件, 珠寶, 錢, 鎖, 支票本等物。
“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 ,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 苦難,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 身上常帶
著耶穌的死 ,使耶穌的生常在我們身上。”歌後 1:8; 4:8; 4:10, "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
去, 也甘心忍受。" 希伯來書 10:34 。我們感謝神, 這個重大的損失是無法與在我們神和
拯救者所結的永生果子 比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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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迫害就沒有復興
最近, 我們團隊有機會與一個阿拉伯傳福音領袖 “J”交通。 他家庭許多成員是回教宗教
領袖。當他信靠耶穌後, 他的家人命令他撤銷他的信仰。一度, 他的親戚將他關在房裡, 毒
打他,且威脅要殺他 (在回教世界, 一種 “榮譽死亡”甚至不需經過審判。) 那時, 其中一個
親戚突然心臟病發作, 他們趕緊放下 “J”而緊奔醫院。 他也分享了他們在回教傳福音中,
看見許多奇蹟式的突破。 “J”對我們的結語是: “沒有迫害, 是不可能有復興的。”

最新消息:
香港Call2All 特會
此次在香港舉辦的 The Call2All 特會非常成功, 並達成幾項歷史性的目標:
1. 為了一起共同事工完成這個世代的偉大使命, 在超黨派和福音派間, 跨越宗教黨派,
結合幾乎所有主要宣教行動 。
2. 在宣教行動和禱告行動間的連結和合作。
3. 認知中國在下個世紀裡是未來世界復興堡壘的地位。
4. 加強伸展亞洲國家, 包括中國, 印度, 和回教世界, 作策略性的計畫。 這計畫也為許
多中國人稱為“傳回耶路撒冷”行動。
5. Call2All 的世界策略也包括一個合理的地位與以色列, 如果它仍然還是處於認識的
最初階段。
真是有夠湊巧, 這個特會與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的天安門示威事件的二十周年紀念日同一
日舉行。
它也與挪亞方舟展開幕日同日舉行。這個方舟是世界上唯一的全面挪亞方舟複製品。它的
製作成本計約五千萬, 現在以一個家庭-靈性景觀點, 開放給任何到香港旅遊的人。
Tikkun USA 特會
我們今年在賓州 蘭卡斯特舉辦的特會是一個大勝利, 且為美國公理教會連結網絡畫下一轉
捩點。 在 Patty Juster 和 David Rudolph 帶領當中, 聖靈在聚會中大大澆灌, 並伴隨許多預
言湧湧而流。Paul Wilbur 則帶領兩晚的敬拜。
也許最大的重要突破是在少年人和年輕人之間的領導關係。Dan Juster 的兒子, Ben, 被任
新美州執行主任。在牧師領袖關係之間流露著合一。約有五十位少年人在聖靈作工下受教。
在三十年的委身關係後, 我們在美國的行動, 在長老和先知們在我們當中以愛和關懷下, 將
權力交託給年輕一代的手, 轉變進入了它顯著的盟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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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Mandate Conference
請為這周末在坎撒斯市國際禱告中心所舉辦的以色列 Mandate Conference 特會禱告。
Dan 和 Asher 將與 Mike Bickle 一起合力教導。

請為我們持續的, 在以色列本地的復興運動, 植彌賽亞集會所, 門徒訓練中心, 以希伯來文先
知性禱告, 讚美守望, 和為那些財務幫助所需的事項禱告。
請將這些近日訊息傳給你相信他們會從中得益處的人。
請與我們在財務上同工, 來加強在以色列彌賽亞肢體的力量, 照應這兒的復興工作, 且對國
際傳講以色列, 教會, 和末世的訊息。
我心旋律 譯
*註: 此文章只可印列出來為自己使用。 除非經過 Re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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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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