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书亚 



亚当 – 诺亚 

亚伯拉罕 – 摩西 

约书亚和以色列国王 

以色列先知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旷野中徘徊四十年 
最后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缘 
 



申命记 
34:4 - 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34:5 -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34:9 - 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

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
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民数记 
13:1  
-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13:2  
- 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
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作首领的。  
13:3  
- 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
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  



民数记 
13:6  
- 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孚尼的儿子迦勒。 
13:16  
- 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
称嫩的儿子何希阿为约书亚。  
13:23  
- 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

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
无花果来。  
13:25  
- 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  



在旷野中徘徊四十年 



以色列十二支派：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以色列)  12 个儿子（十二支派）  
   以掃 
 
 
流便，新譯為呂便（Reuben）：雅各的長子，利亚所生。 
 
西緬（Simeon）：雅各次子，利亚所生。 
 
利未（Levi）：雅各三子，利亚所生。此支派特殊之處在於其為
耶和華揀選的祭司，由其他支派共同供養，因此不参与分配土地。
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及他的哥哥大祭司亞倫都是此一支派
的。 



以色列十二支派：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以色列)  12 个儿子（十二支派）  
   以掃 
 
犹大（Judah）：雅各四子，利亚所生，職業為法官。按照家譜，
耶穌就是從此支派所出。 
 
但（Dan）：雅各五子，辟拉所生。 
拿弗他利（Naphtali）：雅各六子，辟拉所生。 
迦得（Gad）：雅各七子，悉帕所生。 
亞设（Asher）：雅各八子，悉帕所生。 
以萨迦（Issachar）：雅各九子，利亚所生。 
西布伦（Zebulun）：雅各十子，利亚所生。 



以色列十二支派：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以色列)  12 个儿子（十二支派）  
   以掃 
 
約瑟（Joseph）：雅各十一子，拉结所生。雖然約瑟本身算一支派，然而
因為雅各曾在約瑟兩個兒子頭上按手祝福，按照當時的習俗等於是雅各收養
了此二子；因此《舊約聖經》中凡提到這約瑟這一支派，都區分為他兩個兒
子的兩個半支派。這兩個半支派也與雅各其他十個兒子的支派（利未除外）
平等參與分配土地。 
以法蓮（Ephraim）半支派：約瑟次子。雖為次子，但因雅各將右手按在他頭
上，立他大於他的哥哥瑪拿西，所以一般提到時次序都是他為先。 
瑪拿西（Manasseh）半支派：約瑟長子。 

 
便雅憫（Benjamin）：雅各十二子，拉结所生。使徒保羅就是從
此支派所出。 



出埃及 过约旦河 



过约旦河 

3:13 - 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

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
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
成垒。  
3:15 - 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
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  
3:16 -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

撒拉但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
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盐海，下流的水
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
去了。  
3:17 - 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

的乾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乾地上
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  



攻破耶利哥城 

6:2  
-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

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
都交在你手中。  
6:3  
- 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
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  
6:4  
-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

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
吹角。  
6:5  
- 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

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各
人都要往前直上。  



攻破耶利哥城 

6:20  
-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

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
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
往前直上，将城夺取。  
6:21  
- 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
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6:22  
- 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

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
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
的都从那里带出来。  



攻破耶利哥城 

6:26  
- 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

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
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
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
必丧幼子。  
6:27  
- 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
声名传扬遍地。  



占领其他迦南地 
12:9 - 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艾城王，  
12:10 - 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希伯仑王，  
12:11 - 一个是耶末王，一个是拉吉王，  
12:12 - 一个是伊矶伦王，一个是基色王，  
12:13 - 一个是底璧王，一个是基德王，  
12:14 - 一个是何珥玛王，一个是亚拉得王，  
12:15 - 一个是立拿王，一个是亚杜兰王，  
12:16 - 一个是玛基大王，一个是伯特利王，  
12:17 - 一个是他普亚王，一个是希弗王，  
12:18 - 一个是亚弗王，一个是拉沙仑王，  
12:19 - 一个是玛顿王，一个是夏琐王，  
12:20 - 一个是伸仑米仑王，一个是押煞王，  
12:21 - 一个是他纳王，一个是米吉多王，  
12:22 - 一个是基低斯王，一个是靠近迦密的约念王，  
12:23 - 一个是多珥山冈的多珥王，一个是吉甲的戈印王，  
12:24 - 一个是得撒王。共计三十一个王。  



太阳停留一天 

10:12  
- 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

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
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阿，你要停
在基遍。月亮阿，你要止在亚雅仑
谷。  
10:13  
- 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

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雅
煞珥书上麽。日头在天当中停住，
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  



以色列人分迦南地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订约 

24:23  
- 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

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24:24  
- 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

事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
的话。  
24:25  
- 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
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  
24:26  
- 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

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
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 



约书亚去世 

24:29  
- 这些事以后，耶和华

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
亚，正一百一十岁，
就死了。  
24:30  
-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

地业的境内，就是在
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
拉，在迦实山的北边。 



现代以色列国简解 

 
以色列1948年建國，2011年人口已超過770萬， 犹太人580萬 
 
面积：8千平方英里（稍大于河滨县 Riverside County） 
 
 





考试 

1. 约书亚的前任是谁？ 
2. 约书亚为摩西窥探迦南地后带回了什么？ 
3. 约书亚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4. 以色列攻破的第一个城市是什么？ 
5. 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徘徊四十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6. 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摩西是哪一派的？ 
7. 以色列十二支派中耶稣是哪一派的？ 
8. 以色列十二支派中保罗是哪一派的？ 
9. 约书亚一生主要做了哪几件事？ 
10.约书亚死时几岁？ 



考试 

1. 约书亚的前任是谁？摩西 
2. 约书亚为摩西窥探迦南地后带回了什么？葡萄石榴无花果 
3. 约书亚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过约旦河 
4. 以色列攻破的第一个城市是什么？耶利哥城 
5. 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徘徊四十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6. 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摩西是哪一派的？利未 
7. 以色列十二支派中耶稣是哪一派的？犹大 
8. 以色列十二支派中保罗是哪一派的？便雅憫 
9. 约书亚一生主要做了哪几件事？占领迦南地大部分地区 
10.约书亚死时几岁？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