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求代祷 - 我们不久将进入 

巴西利斯克 1的季节 
2016 年，7月 24日-8月 13日 

 

鲍勃·琼斯（Bob Jones）曾领受一些关于这个灵的异象。鲍勃·琼斯已经在天堂与主同在

了。戴保罗(Paul Keith Dvis)也写过这个同样的灵的文章。 

 

我在 2007年 7月曾寄出一篇相关的文章，说明在这个季节里祈祷的需要。2016年是以

色列和属神真实教会关键的一年，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灵。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对撒旦

的诡计无知。 

 

十字架的大仇敌之一，就是「巴西利斯克」(蜥蜴)或「小蛇之王」。巴西利斯克是魔鬼

的象征，其主要目的就是制造死亡和毁灭。这灵使用瘟疫和其他的疾病所造成人们死亡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以色列。埃及人崇拜这个灵为「众蛇之主和王，震慑所有人，

也不能被任何人毁灭」。他们用巴西利斯克作为冠冕，放在他们所敬拜的众神头上，及

其它埃及纪念碑之上。这表明撒但企图提升牠自己高于神，成为崇拜的对象。就如鸡头

蛇身怪兽 2，牠带来的瘟疫，造成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灾害。 

 

「巴西利斯克」的季节已临近，我们想再次重申这段时间的重要性，和极大自洁、悔改、

祷告的需要。过去以来，我一直很强调以色列需要祈祷的遮盖和在属灵里的代祷，我们

需要持续的代祷。但是，我们也需要给予神的教会、及我们所居住的国家，同样的关注。

因为这季节的临近，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儆醒。 

 

在但以理书里，我们看到天堂的计画要实现在地上，以及米迦勒在其中特别明显的角色。

我们的愿景和焦点完全要放在主和祂的圣灵上。上帝选择了一些男性和女性释放天堂的

资源和服事的使者对抗仇敌。我们知道，那与我们同在的，更多于那些敌挡我们的，并

且那凡为攻击我们所发的器械必不亨通。 

 

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
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
以利沙。                                                       王下 6：16-17 

                                                      
1
巴西利斯克，又叫蛇尾雞或者翼蜥，在希臘和歐洲的傳說裡，是所有蛇類之王，並且能以眼神致人於死。根據 Pliny 

the Elder的 Naturalis Historia，巴西利斯克是一種有劇毒的小蛇，其爬行過的土地會留下有毒的黏液，而他的凝

視同樣也是致命的。 
2
傳說中的一種毒蛇(由蛇孵公雞所生,有霎時致人死地的能力) 



我们正活在末世，撒旦会尽一切所能，让上帝的旨意在此时被破坏。以色列在这个巴西

利斯克的季节特别危险。 

 

以色列政府、圣经的土地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肉身的后裔，从未有过像现在这个时

刻一般，需要极大量的祷告。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不仅有责任，更有种莫大的荣幸能站在

破口上，在以色列的动荡时期，为那土地代求。经文清楚地指出，那些与以色列站在一

起的个人和教会，都会有极大的祝福。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创 12：2-3 

 

主对以色列的爱情是永恒的，分享祂的心就是和祂一起爱犹太人、以及爱基督的血所流

出的土地。 

 

在过去的几年中，主已经先知性的指示对抗以色列和教会灵界敌人的代祷策略。每天持

续不断的祈祷，是对以色列和教会的敌人，行使的属灵争战的关键。上帝特别指明了在

灵里特定的季节，属灵战争会扩大。这就是巴西利斯克的季节。 

 

在过去几年中，有相当大的启示被释放出来，用以揭发目前敌挡以色列及教会的这对立、

邪恶的势力。这独特的季节在犹太历史上，产生了许多最具灾难性的事件。这十字架历

史悠久的敌人，不仅仇恨以色列，也极大仇恨与神立约的百姓。我们相信下面的内容将

会帮助每一位读者，在这个属灵的争战上，更加了解这个主题。 

 

属灵争战的计划和战略 
 

巴西利斯克的异象 

 

1996年 7月 23日及 1997年 7月 23日，主给鲍勃·琼斯异象，显示出这是一个强大的邪

灵。主渴望我们理解并抵挡牠。在异象中清楚指示，这灵不想被揭发或被知道。此邪灵

习惯在秘密处运作，以致不被人发现或拦阻。若是教会不祷告抵挡的话，这个十字架的

大敌人，就有权柄在地上造成极大规模的破坏与苦难。这个邪灵就是巴西利斯克。 

 

巴西利斯克也是魔鬼的象征，其主要目的就是死亡和毁灭。这灵使用瘟疫和其他的疾病

所造成身体上的死亡，可以追溯到古代以色列。埃及人崇拜这个灵为「众蛇之主和王，

震慑所有人，也不能被任何人毁灭。」他们用巴西利斯克作为冠冕，放在他们所敬拜的

众神头上，及其它埃及纪念碑之上。这表明撒但企图提升牠自己高于神，成为崇拜的对

象。 

 

在 1997年给鲍勃第二个异象中，这个灵比以前倍增了几百倍。这表明这灵的权柄目前正

在逐步被给予及增加中。很显然的，在某些周期性的季节，这个灵有极大的力量，造成

死亡和毁坏。此外，在 1997年异象中，这灵正在孵一窝蛋，想要定期的在地上生出愤怒

和悲惨。 

 

他们菢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     
以赛亚书 59：5 

 



每次的启示，这黑暗的王子都在被暴露时显出惊讶。因为他习惯于在暗地里运作。牠隐

藏的非常好，甚至不需要在黑夜中运作，像大多数的邪灵那样。他甚至可以在正午的光

明下得胜。虽然他并不需要夜晚的黑暗，但就像所有的恶灵一般，他更喜欢隐藏在黑暗

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诗篇 91：6 

 

圣经中的巴西利斯克 
 

巴西利斯克这个词是从 basiliskos 衍生出来，意为「戴菊鸟」或「王」，意思是从公鸡

的卵子被蛇孵化出一个神话性的爬虫动物来。在圣经中，巴西利斯克有时被翻译成「毒

蛇」或「虺蛇」。希伯来文在诗篇 91:13，以赛亚书 14:29;11：8;59：5，箴言 23:32

和耶利米 8:17说： 

 

你要踹在狮子和虺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诗篇 91:13 

 

终久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 箴言 23:32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以赛亚书 11：8 

 

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
火焰的飞龙。                                                  以赛亚书 14:29 

 

论南方牲畜的默示：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
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                                                        
                                                              以赛亚书 30：6 

 

他们菢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 
以赛亚书 59：5 

 

看哪，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书 8:17 

 

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这个词通常被假定是表示蝰或角蝰，一种有强烈毒性的蛇，一般

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毒蛇之一。显然，这灵的象征指出牠是黑暗者，抵挡上帝在地球 

上的目的。在但以理书 10章，我们发现波斯魔君抵挡加百列的行程，使神圣的旨意无法

传递而延迟 21天。巴西利斯克也是一个高阶的执政掌权者，牠也想要拦阻神的旨意，并

释放死亡的力量。在神话中描述，死亡的力量不仅在牠的呼吸中，甚至在牠的眼光中也

有死亡力量。 

 

在异象中，圣灵给鲍勃诗篇 91:13对付这邪恶的灵，并用悔改和坚定信念，宣告神话语，

给予我们保护。如此，我们的心中便维持圣洁，并能发出战胜这个敌人所必需的神圣权

柄。 

 

圣经宣称，我们的脚要践踏在“蝎子”和“蛇怪”身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任何力量，

而是因为经由基督所给予我们的胜利。教会已被赋予能力来处理这个灵，但人类因为对

这个敌人缺乏知识，不知如何将我们救主的胜利用在一切抵挡上。 



 

在路加福音 10:19，上帝应许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
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前尼西亚教父记录了早期教会领袖无价的著作。其中一位伟大的教会先祖是爱任纽，他

是第二世纪教会满有恩膏的信差，最后殉道。他的话提供了关于这个主题有价值的见解： 

 

“祂将敌意放在蛇与女人及它的后裔之间，他们不停地相互抵挡：那被伤脚跟的脚，也

有权柄践踏在敌人头上，但另一个咬伤、凶杀、和阻碍人类脚步的，要直等到那从玛利

亚所生的后裔来到，被任命践踏他的头，也是先知说：「你要踹在狮子和虺蛇的身上，

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指的就是那被建立、散播来抵挡人，并让人顺服死的罪，罪

的力量应该被剥夺。狮子、敌基督，在末世猖獗的抵挡人类，会被祂践踏;而且祂会捆绑

“龙，那古蛇”，并将牠征服践踏，使牠的力量顺服于人。 

 

伟大的神学家特土良说到巴西利斯克： 

 

“是谁赋予了践踏蛇和蝎子的力量？祂应该是众生之主，祂难道不是一只蜥蜴的主吗？

令人高兴的是造物主经由以赛亚，答应将这个权力甚至赐给小孩子，就算他们的手放在

毒蛇和虺蛇的洞，也不受伤害。而且，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不改变这段文字的字面意

义，这些有毒动物在信心的存在下，就未能如愿伤害人）蝎子和蛇的身影都预表着邪灵，

掌管它们的邪灵，就是蛇、龙，和所有其他最显著的兽。造物主的力量首先赋予在基督

身上，诗篇九十一篇：「你要踹在狮子和虺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以赛亚

书：「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

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同样的先知也说：「这道路要被称为清洁和神圣

的大路;其上没有不洁之物行走，也不应没有任何不洁的方式;但那被分散的要在其上行

走，他们也不得在其中犯错;无狮子会去，也没有任何贪婪的野兽上去行」 他指出信心

的道路，藉那道路我们可以连结于神;借着信心的道路，他应许征服瘫痪所有毒物。 

 

申命记 32:24也描述这个邪灵。根据犹太教的著作。 

 

他们因奢靡而饥饿，被瘟疫和苦毒吞吃。我也将差派野兽的牙齿，用地土中毒蛇的毒液

抵挡他们。  申命记 32:24 

 

早期的拉比教导，这段经文准确的说应该是「我会用燃烧的恶魔击打他们。」「燃烧的

恶魔」指的就是神希望我们了解的这个灵。 

 

历史记载中的巴西利斯克 
 

纵观历史，这灵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产生许多瘟疫造成人们大量死亡。在那些历史时

期，特别是黑暗时代，人们企图用各样迷信和神话传说的方式击打这邪灵，而不是使用

基督的血及祂的话胜过这灵。因此，基督徒们的祈祷皆出于迷信的想象，而不是圣灵所

恩膏神的应许。在保罗给雅典人的信中，有些译文指出使徒保罗形容他们“太迷信”或

“宗教”。保罗指出福音的真理代替对神话和迷信的误导。主今天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在 1997年巴西利斯克的异象中，鲍勃看到这黑暗者在靠近两座桥梁的中间，利用大风带

来瘟疫、病毒和自然灾害，造成了极大悲惨的结果。在异象中，并经由犹太文学纪录确

认，这灵在一年中的某个季节盛行。这个季节被犹太作家称为 Bein Ha'm'tarim。 

 



意思就是“水深火热”或“困难危险”。这个季节为期三周，始于犹太历的搭模斯月 17

号到埃波月 9号。此时，这个灵十分活跃，若基督徒没有经由基督的宝血挑战牠，这灵

就会主导这三周。这种高层次的权柄，不能透过个人的祷告，必须经由集体联合的代祷。 

 

在 1997年给予鲍伯的异象里，飓风丹尼吹入阿拉巴马州莫比尔湾，完全符合“两座桥梁

之间”的描述。按照圣经的定义，丹意思是“审判”，指向神将来的到来公义。飓风丹

尼一反常态的反复在莫比尔湾十二个小时，倾倒 40英寸雨还夹带着大风，似乎在自然界

明显启示出这灵的真实。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
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
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
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                                           

耶利米哀歌 1：1-3 

 

巴西利斯克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在这个季节中，而且该季节，牠的权柄运行最为活跃。

Bein Ha'm'tarim 在 2002年时，是 6月 27日至 7月 18日。 

 

历史记载上述日期中，已经发生许多灾难性事件 
 

搭模斯月 17号 
 

•摩西在西奈山砸碎十诫石板。 

 

•每日的牺牲止息。 

 

•妥拉书卷在圣殿中被阿帕思多马斯(Apostomos)烧毁。 

 

•一个偶像在圣殿中被竖立。 

 

•城墙终于被攻破。 

 

埃波月 9号 
 

•1200 B.C.-神在旷野告诉以色列，他们那一代不会进入应许之地。 

 

•586 B.C - 巴比伦军队摧毁了圣殿。 

 

•公元 70 - 提多和罗马军队摧毁圣殿 

 

•公元 135 - “Bethar”巴尔·科赫巴的坚固营垒倾倒，结束了犹太人的最后一次试图 

独立的运动。 

 

•公元 136 - 罗马开始在圣殿所在地，建立异教城市。 

 

•公元 1096 - 第一个十字军东征开始。 

 



•公元 1290 - 犹太人从被英国驱逐。 

 

•公元 1306 - 犹太人从法国被驱逐。 

 

•公元 1492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签署驱逐令。在 7月，埃波月 9号，所有犹太人 

不得不离开西班牙。 

 

•公元 1648 - Chmelnicky 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波兰犹太人。 

 

•公元 1914年 -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公元 1942年 - 起草灭绝犹太人的计划，使二次世界大战范围升级。 

 

从历史上看，从搭模斯月 17号到埃波月 9号的 21天，代表犹太人显著极为痛苦及毁灭

的时期。根据拉比教导，在这个时候猖獗的恶魔被称为“ketev”，意思是毁灭/极痛苦。 

 

犹太拉比认为“ketev”不仅仅是瘟疫，而是一个带着权柄的魔鬼，藉由瘟疫制造死亡和

毁灭。正是在这个时刻，主耶和华有关耶路撒冷毁灭的预言应验了。主后 70年搭模斯月

17号，罗马人攻破耶路撒冷城墙。罗马军队在三周的时间内洗劫并摧毁了整个城市，直

到埃波月 9号，他们烧毁了圣殿。在巴比伦和罗马俘虏耶路撒冷、圣殿被毁，都在这令

人痛心的日期。据悉，在大屠杀期间，纳粹持续选择埃波月 9 号执行对犹太社区的屠杀，

和其他由魔鬼启发摧毁犹太社区的行动。 

 

先知撒迦利亚在撒迦利亚书 8:19说到这些日期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
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 撒迦利亚 8:19 

 

第四个月的禁食开始于搭模斯月 17 号，代表这是悲哀的一天，因为不仅耶路撒冷被掳，

还有其他各样在这段时间的灾难。第 5个月的禁食，是在埃波月 9号，因为在这个日期

发生的历史悲剧。这些哀悼和禁食要持续进行到犹大的恢复和弥赛亚王国的到来。 

 

古代的领导人认识到，在这段麻烦的季节，义人必须隐藏在至高者隐密处。他们相信，

这是预演弥赛亚将临的阵痛。以赛亚书 26：17-21先知以赛亚说到了一个季节，义人在

愤怒和愤慨倾倒在地上时，要隐藏自己。西番雅书 2：3也预言将有一个神所指定的季节

来寻求主…寻求公义…并寻求谦卑，并在主发怒的日子隐藏。 

 

根据这些拉比，从 12:00正午至 03:00是这个邪灵极度活跃的时间。 

 

回顾近几年就会发现，这个季节已经经由风暴、干旱、洪水、极度炎热及洪水，产生了

许多毁灭。如果这个邪恶的权势不因代祷而受到挑战，那么极巨大的毁坏就会临到众人。

我们一定要出黑暗入光明，以致我们不会因缺乏对这个灵及牠如何运作的知识而灭亡。 

 

1994年 7月 16日，也是希伯来历的埃波月 9号，21片舒梅克・利维九号彗星的碎片撞

击木星。木星（按照异教神宙斯命名）被认为是偶像崇拜和异教的象征。在以色列历史

上对犹太人最具毁灭性的事件，就是宙斯的图像被放置在神的圣殿被敬拜。我们持续庆

祝光明节，因为犹太人马加比革命反抗的胜利，从圣殿中除去这异教的神，重新恢复圣

殿敬拜。 



舒梅克・利维九号彗星，在这个特定的日期对木星产生攻击，明显极具先知性意义。诸

天述说神的荣耀。这彗星被分成 21个碎片，也代表着从搭模斯月 17号到埃波月 9号的

21天，也就是这个灵施展运行其最大权柄的季节。 

尽管木星是异教世界偶像崇拜的表征，它也是在希伯来文中”为义”的意思。希伯来文

木星是“Tzedeq”-“正义”或“义者”。正是从这个字，衍生出麦基洗德这个字，意思

是“公义的王”。 

很显然的，我们可以看到撒但曲解了木星这个字，让它成偶像崇拜的象征。但是，我们

可以从这个字了解，它其实是”义”的表征，而这义的盼望是在于我们被神话语的真理

洁净，进而使我们成为圣灵合适居住的所在，以致我们可以分享祂的圣洁。 

 

巴西利斯克的计划 
这是敌人要削弱我们整体经济的计画。巴西利斯克试着要将灾难带到世界各样不同的地

理区域，毁坏重要物资、生产和农产品。这进一步对我们经济的破坏，远超过自然灾害

和恐怖主义已经产生的消耗。主已经让人们非常清楚，恐怖主义不是即将来，而是已经

在这里了。 （请注意，此段是写于 1999年） 

 

大部分的恐怖主义和灾难将在犹太人区密集的地方发生。这些灾难波及的效应不仅限于

这些地区;相反的，如果敌人成功地进行他的计划，整个国家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这些

物资对于满足我国人口的需求和我们支持国外需要，是不可或缺的。随着国家安全的降

低和一个残缺的经济，我们便很容易受到军事的攻击与冲突。 

 

被削弱的军事力量及严峻的经济困难，使得我们的国家更难防御她的安全，和提供本国

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们与以色列共同站立的能力和意愿，将会减弱。 

 

敌人拼命地希望将这个国家和以色列分开。如果成功的话，在灵界及自然界都将有显著

的影响。圣经清楚地说明，上帝会祝福那些祝福以色列、并诅咒那些诅咒她的。过去这

个国家领袖们最伟大的特质之一，就是愿意坚决的支持以色列，从而释放在这个国家神

圣的昌盛和祝福。 

 

此外，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强大的军事盟友。没有以色列这个紧密的盟友，我们在

中东和欧洲的军事和经济机会将受到严重损害。我们的敌人正试图在所预定的时间之前

行动。牠试图过早的带来军事冲突、经济动荡，及政治不安; 尤其是制造以色列和她敌

人之间的敌对。上帝的子民必须站在破口上，反抗这些邪恶的欲望。 

 

击败巴西利斯克 
 

神赐恩装备我们，让我们晓得仇敌的计画，并给予我们如何击败仇敌，得胜的蓝图。我

们愈多理解祂的计划和目的，我们就越能在祷告上精准。 

 

对凡顺服并跟随主神圣策略的人们，祂的计划和目的是争战而非灾难。一个基督徒最大

的奖赏，就是自愿奉献自己成为义的器皿，在神眼前蒙恩，爱祂所爱恨祂所恨。若我们

个人及团体，在这场战役里忠实的委身自己，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在我们这场战斗的预备中，最重要的是为我们及我们先祖的罪，诚心的悔改。悔改总可

以从主的同在前带来更新。真正的忧伤，不只是从我们的口中说出，而是能在我们的心

中铺好一条道路，让义及神圣权柄，传递进入我们的心中打败我们的仇敌。圣经告诉我



们，我们的救主来到这个世界，是来摧毁魔鬼的作为。祂已经选择祂的教会，作为展现

祂得胜的器皿。 

 

但以理书 9章纪录了这位伟大先知为他、他的百姓、领袖及先祖，不遵守主话语，不行

在祂的教导中而悔改。如同过去的以色列，我们容许世界的灵侵入我们的生命，增加了

我们对世界的妥协及属灵的错误。我们现在每个个人及团体，正被赋予神圣的机会，让

事情可以归正。城市和地区性的悔改在美国东南部特别的需要，那是巴西力斯克攻击的

目标区域。真诚的悔改将会触动天父的心，释放灵里的“弹药”打败巴西力斯克。 

 

经由集体的代祷，我们将会得着这个胜利。当早期信徒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就成就天

国伟大及大能的事。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父！                                                      罗马书 15:5-6 

有几件事可以取悦天父，胜过合一呢: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

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                                           诗篇 133:1-2 

 

虽然经常因为地理位置上的不同而不能同在一处，我们可以借着团结，共有一个心智和

热情...来打败我们神的敌人。有如一位释经者所说“每个人有如一个在乐团中的乐器，

在这位大师-圣灵的指挥之下，便将基督教会成员的生命融合了。” 

 

诗篇 91的经文已经赐给我们，作为对这种邪灵战争的保护和武器。教会已被赋予权柄胜

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在基督里的胜利和权柄，一定要在基督整个肢体中应用出来。像以

萨迦的儿子，我们必须被圣灵在这季节和时间的知识所装备，致力于主的计划和策略。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主正呼召集体的悔改和代祷，抵挡我们以上所

说仇敌的具体计划。 

 

祝福大家 

 

江诺维 2016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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