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拉特·约书亚记》 

  

1 
1  主*的仆人穆萨归真以后， 主*嘱咐穆萨的侍从，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2 “我的仆人穆萨归

真了；现在你要起来，和全体人民过这条约旦河，到我现在要赐给他们以色列人的土地去。 3 你

们脚掌踏过的每一处地方，我都照我应许穆萨的赐给你们了。* 4 从旷野和这黎巴嫩，到大河，就

是幼发拉底河，整个赫人的地区，直到大海日落的地方，就是你们的疆界。 
5 在你一生中，将没

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得住脚；我怎样与穆萨同在，也要照样与你同在；我决不离开你，也不离

弃你。* 6 你要坚强勇敢，因为你将使这人民得到我曾经向他们列祖盟誓，要赐给他们的那片土地

作产业。* 7 你只要坚强，十分勇敢，谨守遵行我仆人穆萨嘱咐你的所有诫律，不能偏离左右，好

让你无论到哪里去，都能顺利。 8 这诫律书不能离开你的口，要昼夜默诵，好让你谨守遵行书中

所记的一切；这样，你的道路就会顺利，你要一路顺利。 9 我不是嘱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所以，

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 主*你的 真主将与你同在。”  
10 于是约书亚嘱咐人民的官长说： 11 “你们要走遍营中，嘱咐人民说：‘你们要预备粮食，因为三

天之内，你们要过这条约旦河，进去得 主*你们的 真主要赐给你们作产业的土地。’”   
12 约书亚又对流本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个部落的人说：* 13 “你们要记住 主*的仆人穆萨嘱咐

你们的话：‘ 主*你们的 真主赐你们安息，他要把这土地赐给你们。’ 14 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

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边、穆萨赐给你们的土地上；但你们所有英勇的战士，都要拿起武器，

在你们的兄弟前面过河去，帮助他们； 15 等到 主*使你们的兄弟可以和你们一样安居，同样得

到 主*你们的 真主要赐给他们作产业的土地，你们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的地上，以它作你们的

产业，就是 主*的仆人穆萨在约旦河东边日出之地赐给你们的地方。” 16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

“你嘱咐我们的一切，我们都会遵行；无论你派遣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一定去。 17 我们从前怎

样凡事听从穆萨，现在也要照样听从你；唯愿 主*你的 真主与你同在，像与穆萨同在一样。 18 无

论谁违背你的话，不听从你嘱咐他的一切命令，那个人就要处死。你只管坚强勇敢。”  

2 
1 于是，嫩的儿子约书亚从什亭秘密地派遣两个密探，对他们说：“你们去侦察那个地区，尤其

是耶利哥。”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名叫喇合的妓女家中，就在那里住宿。* 2 有人向耶利哥王报告：

“今夜从以色列人那里有人进来，要侦察这个地区。” 3 耶利哥王派人到喇合那里，说：“把那些来

到你这里，进了你家中的人带出来，因为他们来是要侦察整个地区的。” 4 但那女人已把那两个人

藏起来，还这样回答王：“不错，那些人到过我这里来，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5 天

黑、城门快要关的时候，那些人出去了；我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你们快去追赶，一定能追上他

们。” 6 其实她领他们上了屋顶，把他们藏在堆放在屋顶的麻秸里面。 7 那些人就沿着往约旦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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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追赶他们，直到渡口；追赶的人一出城，城门就关上了。  
8 两个密探还没有躺下睡觉，那女人就上屋顶到他们那里去， 9 对他们二人说：“我知道 主*已

经把这个地区赐给你们了，你们使我们十分害怕，这个地区所有的居民都在你们面前胆战心惊。 
10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主*怎样使红海的水在你们面前干了，以及你们怎样对

待约旦河东亚摩利人的两个王西宏和噩，把他们完全消灭。* 11 我们听见了，就都心里惊怕；没有

一人再有勇气在你们面前站立；因为 主*你们的 真主是天上、也是地上的 真主。 12 现在求

你们指着 主*向我盟誓：我既然恩待了你们，你们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且给我一个确实的凭据， 
13 放过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他们所有的一切，救我们的命不致死亡。” 14 两个密探就对她说：“如

果你不泄漏我们这次行动，我们愿以性命作你们的保证； 主*把这片土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

必定以慈爱和诚实对待你们。”   
15 于是，那女人用绳子把两人从窗户缒下去，因为她的房屋是在城墙上，她就住在城墙上。 16 她

对他们二人说：“你们要到山上去，免得追赶的人遇上你们；你们要在那里躲藏三天，等追赶的人

回城，然后你们才能走你们的路。” 17 他们二人对她说：“如果你不遵照我们的话做，你叫我们起

的誓就与我们无关了。 18 你要注意，我们再到这地方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色线系在你缒我们

下去的窗户上；你也要把你的父母、兄弟和你父新的全家，都相聚在你的屋里。 19 任何人走出你

家门，到外面去的，他的血就要归到他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关；任何和你在屋里的人，如果有

人下手加害他，他的血就归到我们头上。 20 如果你泄漏了我们这次的行动，那么，你叫我们起的

誓就与我们无关了。” 21 那个女人回答：“照你们的话，就这样吧。”于是打发他们两人走了。他们

走了以后，她就把朱红色线系在窗户上。  
22 二人离去，上了山，在那里住了三天，直到追赶的人回城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搜寻他们，却找

不到。 23 二人于是下山回去，过了约旦河，回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把他们遭遇的一切向他报

告。 24 他们又对约书亚说：“ 主*真的把那地方全交在我们手里了；那地方所有的居民都在我们

面前胆战心惊。”  

3 
1 约书亚清早起来，和全体以色列人从什亭出发，来到约旦河，在那里住宿，等候过河。 2 过了

三天，官长走遍营中， 3 嘱咐人民说：“你们看见 主*你们 真主的约柜，又看见抬约柜的利未

部落的祭司的时候，就要从你们所住的地方出发，跟在约柜后面走。 4 但你们和约柜之间应有一

段距离，相隔约二千肘，不能靠近约柜，好让你们知道你们该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以前没走

过。”  
5 约书亚对人民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 主*要在你们当中行奇事。” 6 约书亚又嘱咐祭司说：

“你们要抬起约柜，在人民前面过河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走在人民的前面。 7  主*对约书亚

说：“今天起，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高举你，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怎样与穆萨同在，也要照样

与你同在。 8 你要嘱咐抬着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水边的时候，要站在约旦河中。’” 9 约

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到这里来，聆听 主*你们 真主的话。” 10-11 约书亚说：“看哪，全世

界之主的约柜将在你们前面过约旦河，你们因此就知道永活的 真主是在你们当中，他要把迦南

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和耶布斯人，从你们面前驱逐出去。 12 现在

你们要从以色列所有部落中选十二个人，每部落一个人。 13 抬全世界之 主*安拉约柜的祭司的

脚掌一踏进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被截断，那从上游流下来的水要立起成垒。”   
14 人民离开帐篷出发，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在人民的前面。 15 抬约柜的祭司来到

约旦河，他们的脚碰到水边的时候——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季节，经常涨过两岸的—— 16 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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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住了，那从上游流下来的水立起成垒，在很远的地方，就是在撒拉但旁边的阿丹城那里停住；

那往下流入亚拉巴海，就是盐海的水完全被截断；于是人民就在耶利哥对面过了河。 17 抬 主*

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站住，等以色列众人都在干地上走过去，直到全国的人都完全

走过了约旦河为止。  

4 
1 全国的人都完全过了约旦河以后， 主*就嘱咐约书亚说： 2 “你要从人民中选十二个人，每个

部落一人， 3 嘱咐他们说：‘你们要从这里，就是约旦河中间，祭司的脚所站的地方，取十二块石

头，把它们带过来，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4 于是，约书亚把他从以色列人中挑选的十

二个人，每个部落一人，都召了来。 5 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走到约旦河中间，在 主*你们 真

主的约柜前面，按以色列十二部落的数目，每人拿起一块石头，扛在自己的肩上； 
6 这要在你们

当中作记号；如果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7 你们就可

以告诉他们：‘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 主*的约柜前被截断了；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

水被截断了。所以这些石头要给以色列人作纪念，直到永远。’”   
8 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嘱咐的做了；他们照 主*嘱咐约书亚的，按以色列十二部落的数目，从

约旦河中间取了十二块石头，把它们带过去，到他们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  
9 约书亚又在约旦河中间，在抬约柜的祭司的脚所站的地方，竖立十二块石头；那些石头到今天

还在那里。 10 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间，直到 主*嘱咐约书亚告诉人民的一切，就是照穆

萨嘱咐约书亚的一切，都办完了，人民就急忙过去了。 11 全体人民都过了河以后， 主*的约柜

和祭司才在人民的面前过去。 12 流本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个部落的人，都照穆萨嘱咐他们的，

拿起武器，在以色列人前面过河去。 13 他们约有四万人，都装备好，预备打仗，在 主*面前走

过去，来到耶利哥平原，等候作战。 14 那一天 主*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高举；终其一

生，人民都像敬畏穆萨一样敬畏他。   
15  主*嘱咐约书亚说： 16 “嘱咐抬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 17 于是约书亚嘱咐祭司说：“你们

从约旦河上来。” 18 抬 主*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中间上来的时候，祭司的脚掌一提起来踏在干地

上，约旦河的水就流回原处，像以前一样涨过两岸。  
19 正月a初十，人民从约旦河上来以后，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 20 约书亚把他们从约

旦河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竖立在吉甲。 21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如果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

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有什么意义？’ 22 那时，你们就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说：‘以色列人曾经在干

地上走过了这约旦河。’ 
23 因为 主*你们的 真主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直到你们都过

了河，像 主*你们的 真主从前对红海做的，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直到我们都过去一样； 24 好

让地上万民都认识 主*的手，是有能力的手，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 主*你们的 真主。”  

5 
1 在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众王和靠近海边迦南人的众王，听见 主*怎样使约旦河的水在以色

列人面前干了，直到他们都过河去，他们都心里惊怕，就因以色列人，勇气全失。  
2 那时， 主*对约书亚说：“你要制造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3 约书亚就制造了石刀，

在包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了割礼。 4 约书亚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的原因是这样：所有从埃及出来

的人民，就是所有能作战的男丁，出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 5 因为所有从埃及出来的人

民都受过割礼；唯有从埃及出来以后，所有在旷野的路上出生的人民，都没有受过割礼。 6 以色

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直到全国的人，就是从埃及出来能作战的男丁，都死光了，因为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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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主*的话； 主*曾经向他们盟誓，不容许他们看见 主*向他们列祖盟誓要赐给我们的土地，

就是流奶与蜜之地。* 7 他们的子孙，就是 主*兴起来代替他们的，约书亚给他们行了割礼；这

些人是未受割礼的人，因为他们在路上没有受过割礼。 8 全国的人受了割礼之后，都住在营中自

己的地方，直到痊愈。 9  主*对约书亚说：“我今天把埃及的耻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

地方名叫吉甲b，直到今天。  
10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 11 逾越节次日，他

们吃了那地方的出产；就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炒的谷物。  
12 他们吃了那地方的出产之后，第二天吗哪就停止降下；以色列人不再有吗哪了；那一年他们却

吃迦南地的出产。*  
13 约书亚接近耶利哥的时候，抬头观看，看见一个人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约书亚

走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敌人呢？” 14 那个人回答：“不是的；我现在来

是作 主*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脸伏在地，向他下拜，对他说：“我的主人有什么事要嘱咐仆人

呢？” 15  主*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

就照做了。  

6 
1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紧紧地关闭，没有人出入。 2  主*对约书亚说：“看，我

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以及英勇的战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了。 3 你们所有能作战的男丁要

绕行这城，一天绕行一次，六天都要这样做； 4 并派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号，走在约柜的前面；

到第七天，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号角。 5 当羊角号长声吹起，你们听见号角声的时候，

全体人民要大声呼喊，那时城墙就会塌陷；你们所有要向前直冲。”   
6 于是嫩的儿子约书亚把祭司召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抬起约柜；并派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

号，走在 主*约柜的前面。” 7 他又对人民说：“你们前去绕城吧，拿武器的人要走在 主*约柜

的前面。” 8 约书亚嘱咐人民以后，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号，走在 主*的前面，并且吹号角， 

主*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着走。 9 拿武器的人走在吹号角的祭司前面，在约柜后面也有防卫的队伍

跟着走，祭司一边走，一边吹号角。 10 约书亚嘱咐人民说：“你们不能呼喊，不能让人听见你们

的声音，连一句话都不能说，等到我嘱咐你们‘呼喊’的那天，你们才可以呼喊。” 11 这样， 主*

的约柜绕城而行，绕行了一次，众人就回到营中，在营里住宿。   
12 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 主*的约柜。 13 拿着七个羊角号的七位祭司，走在 主*的约

柜前面；一边走，一边吹号角；拿武器的人走在他们前面，在 主*的约柜后面也有防卫的队伍跟

着走；祭司一边走，一边吹号角。 14 第二天，众人又绕城一次，然后回到营里去；他们六天都这

样做。  
15 到了第七天，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以同样的方式绕城七次；只有这一天，他们绕城七

次。 16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号角的时候，约书亚就对人民说：“你们呼喊吧，因为 主*已经把这

城赐给你们了。 17 这城要完全毁灭，城和城中的一切都归 主*；只有妓女喇合，和所有与她在

家中的都可以活着，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派去的信使。 18 不过你们要谨慎，不能拿那些该毁灭的物

品，恐怕你们贪心，拿了那些该毁灭的物品，就使以色列营成为该毁灭的，使以色列营遭遇灾祸。 
19 可是，所有的金银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 主*为圣洁，存入 主*的库房中。” 20 于是人民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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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也吹号角。人民听见号角声的时候，就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了；于是，人民冲入城中，人

人向前，把城攻取。* 21 他们把城中的一切，无论男女老幼、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光。  
22 约书亚对侦察那地方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里去，照你们向她起的誓，把那女人和

她所有的一切，都从家里带出来。” 23 那两个年轻密探就进去，把喇合和她的父母、兄弟、她所

有的一切，以及她所有的亲属，都领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 24 众人把城和城中的一切都用

火烧了；只有金银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入 主*圣所的库房里。 25 约书亚却救了妓女喇合和她的父

家，以及她所有的一切；她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天，因为她隐藏了约书亚派去侦察耶利哥的信

使。*  
26 那时，约书亚要人民盟誓，说：“起来重建这耶利哥城的，那个人在 主*面前是可咒可诅的；

他立地基的时候要丧长子；他安城门的时候要失幼子。”* 27  主*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

遍整个地区。  

7 
1 以色列人在那些该毁灭的物品上犯了不忠的罪；因为耶胡达部落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

迦米的儿子亚干，拿了该毁灭的物品， 主*就向以色列人发怒。  
2 那时，约书亚从耶利哥派人到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艾城去，嘱咐他们说：“你们上去侦

察那地方。”那些人就上去，侦察艾城。 3 他们回来，对约书亚说：“不需要全体人民都上去；只

要大约两三千人就可以上去攻打艾城了；不必劳驾全体人民都上那里去，因为那里的人很少。” 4 于

是人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但他们竟在艾城的人面前逃跑了。 5 艾城的人击杀了他们约三十

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一直追到示巴琳；在山坡上把他们击溃；人民的心就极其惊怕。  
6 约书亚就撕裂自己的衣服，和以色列人的长者，在 主*的约柜前，一起俯伏在地，直到晚上，

也把尘土撒在头上。 7 约书亚说：“唉！ 主*安拉啊，您为什么领这人民过约旦河，为要把我们

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宁愿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 8 主啊！以色列人既然在

仇敌面前转身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9 迦南人和这地方所有的居民听见了，就要围困我们，

把我们的名字从这世上剪除，那时您为您的大名要怎样做呢？”  
10  主*对约书亚说：“你起来，为什么这样脸伏在地呢？ 11 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嘱咐他们

的约定，因为他们拿了那该毁灭的物品，他们偷窃，并且说谎，又把那该毁灭的物放在自己的东

西里。 12 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仇敌面前站不住脚，在他们的仇敌面前转身逃跑，因为他们成

了该毁灭的。如果你们不把那该毁灭的物品从你们当中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13 你起来，

要人民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 主*以色列的 真主这样说：以色列啊！

你们当中有那该毁灭的物品；除非你们把那该毁灭的物品从你们当中除掉，你们在仇敌的面前就

不能站住脚。 14 早晨，你们要按部落前来， 主*抽签抽中的部落，要按宗族前来； 主*抽签抽

中的宗族，要按家庭前来； 主*抽签抽中的家庭，男丁要一个一个地前来。 15 如果那藏有该毁

灭的物品的人被抽签抽中了，他和他所有的一切都要用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 主*的约，又因为

他在以色列中做了愚昧的事。’”  
16 约书亚清早起来，要以色列人按部落前来；结果，耶胡达部落被抽签抽中了； 17 他要耶胡达

宗族前来，结果，谢拉的家族被抽签抽中了；他要谢拉家族的男丁一个一个地前来，结果，撒底

被抽签抽中了； 18 他要撒底家中的男丁一个一个地前来，结果，亚干被抽签抽中了，亚干是迦米

的儿子、撒底的孙子、谢拉的曾孙，是属于耶胡达部落的。 19 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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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荣耀归给 主*以色列的 真主，向他认罪，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不要向我隐瞒。”  
20 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确实得罪了 主*以色列的 真主；我做过的事是这样的。 21 我在战

利品中，看见了一件美丽的示拿衣服、二百谢克尔银子，和一条重五十谢克尔的金条；我因贪爱

这些物品，就把它们拿走了；现在埋藏在我帐篷里的地下，银子在底下。”   
22 约书亚就派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果然见到东西埋藏在那里，银子在底下。 23 他们就把东西

从帐篷里拿出来，带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那里，摆在 主*面前。 24 约书亚和全体以色列人一起

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金条，以及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和他所有

的一切，都带上亚割谷去。 25 约书亚说：“你为什么给我们招惹灾祸呢？今天 主*要使你遭受灾

祸。”于是全体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众人用石头打死他们以后，就把一切用火烧了。 26 众

人又在亚干身上堆起了一大堆石头，这堆石头一直保留到今天；于是 主*就回心转意，不发烈怒。

因此那个地方名叫亚割谷c，直到今天。  

8 
1  主*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只管带领所有能作战的人，起来上艾城去；

你看，我已经把艾城的王和他的人民、城市、土地都交在你手里了。 2 你怎样对待耶利哥和耶利

哥的王，也要照样对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只是城中的战利品和牲畜，你们可以据为己有；你要在

城后面设下攻城的伏兵。”   
3 于是，约书亚和所有能作战的人都起来上艾城去；约书亚选了三万英勇的战士，趁夜派他们出

去， 4 嘱咐他们说：“你们注意，要在城后面埋伏攻城；不要离城太远，人人都要作好准备。 5 我

和所有与我一起的人，要向城推进。城里的人像上次那样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

前逃跑； 6 他们必定出来追赶我们，我们就把他们引出城来，因为他们必定说：‘这些人像上次一

样在我们面前逃跑了。’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 7 那时你们就要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占领那

城，因为 主*你们的 真主要把城交在你们的手里。 8 你们占领了城以后，就要放火烧城；要照 

主*的话行事；你们要谨慎，我已经嘱咐你们了。” 9 约书亚派遣他们去了，他们就到埋伏的地方

去，驻扎在伯特利和艾城的中间，就是在艾城的西边。但那一夜，约书亚住在人民当中。   
10 约书亚清早起来，召集人民上艾城去，他和以色列的长者走在人民的前面。 11 所有与他在一

起的战士都上去，逼近艾城，在城的北面安营；在约书亚和艾城之间有一个山谷， 12 约书亚选了

大约五千人，要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艾城中间，就是艾城的西面。 13 于是他们把民众，就是在城

北的全军和在城西的伏兵都布置好了。那一夜，约书亚走进了山谷中。 14 艾城的王看见了这情形，

就和艾城的人急忙在清早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

后面有伏兵要攻击他。 15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他们面前佯败，沿着通向旷野的路逃跑。 16 城里的

民众都被召集，去追赶他们；艾城的人追赶约书亚的时候，就都被诱离城。 17 艾城和伯特利城没

有留下一个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他们丢下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  
18  主*对约书亚说：“你向艾城伸出你手中的短矛，因为我要把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艾

城伸出他手里的短矛。 19 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冲进城去，把城夺取，并连

忙放火烧城。 20 艾城的人转身观看，看见城里浓烟冲天，就无力逃跑；向旷野逃跑的以色列人就

转过来攻击追赶他们的人。 21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看见伏兵已经夺取了城，又看见城中浓烟上升，

就转身击杀艾城的人。 22 伏兵也出城攻击艾城的人；艾城的人就被困在以色列人当中，腹背受敌；

于是以色列人把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 23 他们活捉了艾城的王，把他押到

约书亚那里。   
24 以色列人在田间、在旷野，杀光了所有追赶他们的艾城居民，艾城人全部倒在刀下，直到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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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接着，以色列众人回到艾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 25 那一天被杀的人，连男带女，共有

一万二千人，就是艾城所有人。 26 约书亚没有收回伸出短矛的手，直到把艾城的居民都消灭为止。 
27 只有那城里的牲畜和战利品，以色列人照 主*嘱咐约书亚的话，都据为己有。 28 约书亚烧了艾

城，使城永远成为废墟，一片荒凉，直到今天。 29 他又把艾城王吊在树上，直到傍晚；日落的时

候，约书亚嘱咐人把埋体从树上拿下来，丢在城门口，又在埋体上堆起了一大堆石头，这堆石头

一直保留到今天。  
30 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 主*以色列的 真主筑了一座祭台， 31 是照 主*的仆人穆

萨嘱咐以色列人的，照穆萨诫律书上所写的，用未经过铁器打凿的整块石头筑成的一座祭台；在

这祭台之上，众人向 主*献燔祭，也献平安祭。* 32 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的面，把穆萨

所写的穆萨诫律抄写在石头上。 33 全体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长者、官长，以及审判官，都站在约柜

的两旁，在抬 主*约柜的利未部落的祭司前面；无论是寄居的，或是本地人，一半对着基利心山，

一半对着以巴路山；正如 主*的仆人穆萨以前所嘱咐的，好为以色列民祝福。* 34 然后，约书亚

宣读诫律书上一切祝福和诅咒的话，全都照诫律上所写的一切。 35 所有穆萨嘱咐的话，约书亚在

以色列全体会众和妇女、小孩，以及在他们中间来往的寄居者面前，没有一句不向他们宣读出来

的。  

9 
1 在约旦河西，住在山上、高原和对着黎巴嫩山大海沿岸所有的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王，听见了这些事的时候， 2 就相聚起来，同心协力地要与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交战。  
3 基遍的居民听见了约书亚对耶利哥和艾城所做的事， 4 就施诡计，假冒信使而来，把旧的布袋

和破裂又修补过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 5 脚上穿着补过的旧鞋，身穿旧衣服，所带的食物又干又

碎。 6 他们去到吉甲营中约书亚那里，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们

和我们立约。” 7 以色列人对这些希未人说：“你们也许是这个地方的居民，若是这样，我们怎能

和你们立约呢？”* 8 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是从

哪里来的？” 9 他们回答约书亚：“你的仆人为了 主*你 真主的名从很远的地方来，因为我们听

见了他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做的一切， 10 以及他对约旦河东亚摩利人的两个王，就是希实本王西

宏和在亚斯他录的巴珊王噩，所做的一切。* 11 所以我们的长者和我们本国所有的居民对我们说：

‘你们手里要带着旅途用的干粮，去见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和我

们立约。’ 
12 我们出门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从家里带出来作干粮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

又干又碎了。 13 这些皮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你看，现在都破裂了。我们这些衣服

和鞋因路途遥远，都穿旧了。” 14 以色列人接受了他们的一些食物，却没有求问 主*的旨意。 15 于

是约书亚与他们议和，和他们立约，允许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了誓。  
16 以色列人和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自己的近邻，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 17 于

是，以色列人起程，第三天就到了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城市就是基遍、基非拉、比录、基列·耶琳。 
18 以色列人没有击杀他们，因为会众的首领曾经指着 主*以色列的 真主向他们起了誓，全体会

众就都向首领发怨言。 19 首领们对全体会众说：“我们曾经指着 主*以色列的 真主向他们起了

誓，现在我们不能伤害他们。 20 我们要这样对待他们，就是允许他们活着，免得 真主的愤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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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他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 21 首领们又对会众说：“要让他们活着。”于是他们就给全

体会众作了劈柴打水的人，这是按照首领们对他们的嘱咐。 22 约书亚把他们召来，质问他们：“你

们为什么欺骗我们说：‘我们离你们很远’，其实你们却是住在这个地方的？ 23 现在你们要受到诅

咒，你们当中会不断有人作奴仆，为我 真主的圣所作劈柴打水的人。” 24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

“因为你的仆人确实地听见， 主*你的 真主曾经嘱咐他的仆人穆萨，要把这整片土地赐给你们，

并且要在你们面前把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居民都消灭，因此，我们因你们的缘故，很怕丧命，才做

了这事。 25 现在，你看，我们都在你的手里，你看处置我们怎样好、怎样对，就怎样做吧。” 26 约

书亚就这样处置他们，救他们脱离了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 27 在那一天，约书

亚指派他们在 主*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 主*的祭台作劈柴打水的人，直到今天。  

10 
1 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德听见约书亚占领了艾城，把城完全毁灭，约书亚怎样对待耶利哥和耶利

哥的王，也照样对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已经与以色列人议和，并住在他们当中， 
2 他们就非常惧怕。因为基遍是大城，好像一座王城；又因为基遍比艾城大，城里所有的人都是勇

士。 3 因此，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德派人到希伯仑王何咸、耶末王毗兰、拉吉士王雅非亚和伊矶

伦王底璧那里去，对他们说： 4 “求你们上我这里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基遍已经与约

书亚和以色列人议和了。” 5 于是亚摩利人的那五个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仑王、耶末王、拉

吉士王和伊矶伦王，联合起来，带着他们所有的军队上去，在基遍的对面安营，攻打基遍。  
6 基遍人就派人到吉甲营中约书亚那里去，说：“不要丢弃你的仆人，求你赶快上我们这里来拯

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所有的王都集合起来攻击我们。” 7 于是约书亚和所

有能作战的人，以及所有英勇的战士，都一起从吉甲上去。 8  主*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怕他们，

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了；他们没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站住脚。” 9 于是约书亚乘夜从吉甲上

去，突然来到他们那里。 10  主*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狠狠地击杀他们，

沿着伯·和仑的上坡路追赶他们，打击他们，直到亚西加和玛基大。 11 他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正在下伯·和仑斜坡的时候， 主*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一直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

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12 那时，就是 主*把亚摩利人交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对 主*说：  

“太阳啊，停在基遍；  

月亮啊，停在亚雅仑谷。”  
13 于是太阳停住，月亮站住，直到以色列人在仇敌的身上报了仇。这事不是写在《雅煞珥书》上

吗？太阳在天空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整天。 14 在这天以前或以后， 主*听人的祈求，

没有像这天一样的，因为 主*为以色列作战。 15 后来，约书亚和众以色列人回到吉甲的营地去。  
16 那五个王逃跑了，躲藏在玛基大洞里。 17 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五个王已经找到了，都躲

藏在玛基大洞里。” 18 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那里去，并派人到洞口去看守他们。 
19 但你们不要停在那里，要追赶你们的敌人，从后面击杀他们，不要让他们逃进自己的城中，因

为 主*你们的 真主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了。” 20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把他们杀得惨败，直到

把他们消灭为止，那些逃脱的人都逃进设防的城里； 21 众以色列人都平平安安回到玛基大营中约

书亚那里。没有人敢说话攻击以色列人。  
22 约书亚说：“你们打开洞口，把那五个王从洞里拉出来，带到我这里来。” 23 众人就照着执行，

他们把那五个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仑王、耶末王、拉吉士王和伊矶伦王，从洞里拉出来，

带到约书亚那里去。 24 众人把那五个王带到约书亚那里去的时候，约书亚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召

来，对那些与他一起去作战的军长说：“你们走上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脖子上。”他们就走上

前去，把脚踏在那些王的脖子上。 25 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必须坚强勇



 

敢，因为 主*要这样对待你们要攻打的所有敌人。” 26 随后，约书亚把那五个王杀死，吊在五棵

树上；他们就吊在树上，直到晚上。 27 到了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嘱咐人把他们从树上放下来，丢

在他们躲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这些石头直到今天还存在。  
28 在那天，约书亚占领了玛基大，用刀击杀了那城的人和那城的王，把城中所有的人完全消灭，

不让一人逃脱；他对待玛基大王就像对待耶利哥王一样。  29 约书亚和跟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

从玛基大往立拿去，攻打立拿。 30  主*把立拿和立拿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亚用刀攻

击那城，杀了城里所有的人，不让一人逃脱；他对待立拿王就像对待耶利哥王一样。   
31 约书亚和跟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从立拿往拉吉士去，对着拉吉士安营，攻打这城。 32  主*

把拉吉士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第二天约书亚就占领了拉吉士，用刀攻击那城，杀了城中所有的人，

和他对立拿所做的一样。   
33 那时，基色王霍拉姆上来帮助拉吉士，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人民都击杀了，一个人都没留下。  
34 约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从拉吉士往伊矶伦去，对着伊矶伦安营，攻打这城。 35 那

一天，他们占领了这城，用刀攻击那城，杀了城中所有的人；那一天约书亚把他们完全消灭，和

他对拉吉士所做的一样。   
36 约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从伊矶伦上希伯仑去，攻打这城。 37 他们占领了这城，用

刀攻击这城，杀了这城的王，又攻击属于这城的城镇，杀了城中所有的人，不让一人逃脱，和他

对伊矶伦所做的一样，把这城和城中所有的人完全消灭。   
38 约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回到了底璧，攻打这城。 39 约书亚占领了这城，抓住这城

的王，又占领了属于这城的一切城镇；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他们，把城中所有的人都消灭了；约书

亚不让一人逃脱，他怎样对待希伯仑，也照样对待底璧和底璧的王；也像他对待立拿和立拿的王

一样。  
40 这样，约书亚击杀了整个地区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和山坡的人，以及那些地方所有的

王，不让一人逃脱；约书亚照 主*以色列的 真主的嘱咐，把有气息的都完全消灭了。 41 约书

亚从加低斯·巴尼亚击杀他们，直到加沙，又从歌珊全境击杀他们，直到基遍。 42 约书亚在这一次

战役中击败了这些王并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是因为 主*以色列的 真主为以色列作战。 43 于是

约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回到吉甲营中。  

11 
1 夏琐王耶宾一听见这些事，就派人去见玛顿王约巴、伸仑王、押煞王， 2 以及住在北方山地、

基尼烈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和西边多珥高地的众王， 
3 又去见在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住在山地

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和耶布斯人，以及米斯巴地黑门山下的希未人。 4 这些王与他们所

有的军队都一起出来，人数众多，像海边的沙，还有很多马匹和车辆。 5 这些王都联合起来，来

到米伦水边，在那里一起安营，要与以色列人作战。   
6  主*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因为明天这个时候，我要使他们全数在以色列人面前

被杀；你要砍断他们的马蹄筋，焚烧他们的车辆。” 7 于是约书亚和所有与他在一起能作战的人，

在米伦水边突然逼近，攻打他们。 8  主*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

他们直到西顿大城、米斯利弗·玛音，以及在东边的米斯巴谷；以色列人击杀他们，一个都没留下。 
9 约书亚照 主*嘱咐他的对待他们；他砍断了他们的马蹄筋，用火烧了他们的车辆。  

10 那时，约书亚转回来，占领了夏琐，用刀击杀了夏琐王，因为夏琐在这些国家中从来都是为首

的。 11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了城中所有的人，把他们完全消灭；有气息的一个也没有留下；约书亚

又放火烧了夏琐。 12 约书亚夺取了那些王的一切城镇，又擒获那些城镇所有的王；他用刀击杀了

他们，把一切完全消灭，正如 主*的仆人穆萨所嘱咐的。 13 至于那些立在土丘上的城，除了夏

琐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烧了夏琐。 14 那些城所有的战利品和牲畜，以色列人都



 

据为己有；只是把所有的人都用刀击杀了，直到把他们杀光；有气息的，他们一个也没留下。 15  主

*怎样嘱咐他的仆人穆萨，穆萨就怎样嘱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做了； 主*嘱咐穆萨的一切，

约书亚没有一样不办妥的。  
16 这样，约书亚夺取了那整个地区，就是山地、整个南地、歌珊全境、高原、亚拉巴、以色列山

地和山地的高原； 17 从延伸至西珥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谷的白耳利·迦得；约书亚擒获

了那些地方所有的王，打击他们，把他们都杀了。 18 约书亚和这些王战斗了很多天。 19 除了住在

基遍的希未人以外，没有一座城与以色列人议和的；所有其他的城都是以色列人作战夺取的。 20 因

为这是出于 主*的旨意，他使他们心里刚硬，要与以色列人交战，好把他们完全消灭，使他们不

蒙慈悯，却要被消灭，正如 主*嘱咐穆萨的。*  
21 那时约书亚来了，把在山地、希伯仑、底璧、亚拿伯、整个耶胡达山地、整个以色列山地所有

的亚衲族人都剪除了。约书亚把他们与他们的城镇都完全毁灭了。 22 在以色列人的境内，没有留

下一个亚衲族人，只在加沙、迦特和亚实突还有剩下的。 23 这样，约书亚照 主*嘱咐穆萨的一

切话，夺取了整个地区；于是，约书亚按以色列的部落把土地分给他们作产业。整个地区也就止

息了战争。  

12 
1 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对岸向日出之地击杀了那里的两个王，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就是从亚嫩谷直

到黑门山，和东边的亚拉巴全境。* 2 这两个王，一个是住在希实本的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管辖

的地区，是从亚嫩谷旁的亚罗珥起，包括山谷中部和基列的一半，直到雅博河，就是亚扪人的境

界； 3 东边有亚拉巴，上至基尼烈海，下至亚拉巴海，就是盐海，东边是往伯·耶西末的路；南边

直到毗斯迦的山麓。 4 另一个是巴珊王噩，他是利乏音人剩余的百姓，住在亚斯他录和以得来； 5 他

管辖的地区，是黑门山、撒迦、巴珊全境，直到基述人和玛迦人的境界，还有基列的一半，直到

希实本王西宏的境界。 6  主*的仆人穆萨和以色列人把这两个王击杀了。 主*的仆人穆萨把土

地分给流本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个部落的人作产业。*  
7 以下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从黎巴嫩谷的白耳利·迦得，直到延伸至西珥的哈拉山等

地，所击杀的众王；约书亚按分配方案把那土地分给以色列各部落作产业； 8 就是赫人、亚摩利

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所住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   
9 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伯特利旁边的艾城王， 10 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希伯

仑王， 11 一个是耶末王，一个是拉吉士王， 12 一个是伊矶伦王，一个是基色王， 13 一个是底璧王，

一个是基德王， 
14 一个是何珥玛王，一个是亚拉得王， 

15 一个是立拿王，一个是亚杜兰王， 
16 一

个是玛基大王，一个是伯特利王， 17 一个是他普亚王，一个是希弗王， 18 一个是亚弗王，一个是

拉沙仑王， 19 一个是玛顿王，一个是夏琐王， 20 一个是伸仑·米仑王，一个是押煞王， 21 一个是

他纳王，一个是米吉多王， 22 一个是基低斯王，一个是靠近迦密的约念王， 23 一个是多珥山地的

多珥王，一个是吉甲的戈印王， 24 一个是得撒王，共计三十一个王。  

13 
1 约书亚老了，上了年纪； 主*对他说：“你已经老了，上了年纪；还有很多土地有待征服。 2 还

剩下来的土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境， 3 从埃及东面的西曷河，向北直到以革伦

的境界，这都算是迦南人的地方，由五个非利士人的首领管辖的加沙人、亚实突人、亚实基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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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特人、以革伦人的地方；并且有亚卫人， 4 他们是在南方，以及迦南人全境和属西顿人的米亚

拉，直到亚弗和亚摩利人的境界； 5 还有迦巴勒人的土地和东面的黎巴嫩全境，从黑门山下的白

耳利·迦得，直到哈马口； 6 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玛音，所有住在山地的居民，就是所有的西顿

人，我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把他们赶出去。你只要照我嘱咐你的，把这土地抓阄分给以色列人作产

业。* 7 现在你要把这土地分给九个部落和玛拿西半个部落作产业。”  
8 玛拿西另半个部落，跟流本人和迦得人，已经得到了穆萨在约旦河东赐给他们的产业，是照 主

*的仆人穆萨赐给他们的，* 9 就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珥和谷中间的城，以及米底巴的整片平原，

直到底本； 10 还有在希实本作王的亚摩利人的王西宏所有的城镇，直到亚扪人的境界； 11 又有基

列地、基述人和玛迦人的境界，以及整个黑门山、巴珊全境，直到撒迦； 12 另有巴珊王噩的全国，

他在亚斯他录和以得来作王；他是利乏音人留下的唯一剩余的百姓。这些地方的人，穆萨都把他

们击杀了，赶走了。 13 以色列人却没有赶走基述人和玛迦人；因此，基述人和玛迦人住在以色列

人当中，直到今天。 14 只有利未部落，穆萨没有把产业给他们；他们的产业就是献给 主*以色

列的 真主的火祭，正如 主*对他们说的。*  
15 穆萨按流本部落的家族，把产业给了他们。 16 他们的境界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珥起，包括谷

中间的城、靠近米底巴的整片平原、 17 希实本和平原上属希实本所有的城镇、底本、巴末·白耳利、

伯·白耳利·免、 18 雅杂、基底莫、米法押、 19 基列亭、西比玛、谷中山地上的细列哈·沙辖、 20 伯·毗

珥、毗斯迦山坡、伯·耶西末、 21 平原上所有的城镇和亚摩利人的王西宏的全国。这西宏曾经在希

实本作王，穆萨把他和麦德彦的首领以未、利金、苏珥、户珥和利巴都击杀了。这些都是西宏的

王侯，住在那个地区。 22 在以色列人所杀的人中，比珥的儿子占卜者巴兰也被他们用刀所杀。 23 流

本人领土的疆界是约旦河，这就是流本人按家族得到的产业所包括的众城，和属于这些城镇的村

庄。  
24 穆萨按迦得部落的家族把产业分给迦得部落。 25 他们的境界包括雅谢和基列所有的城镇，以

及亚扪人的一半土地，直到拉巴前面的亚罗珥； 26 从希实本直到拉抹·米斯巴和比多宁，又从玛哈

念直到底璧的境界； 27 还有在谷中的伯·亚兰、伯·宁拉、疏割、撒分，就是希实本王西宏国中剩

余的土地，以约旦河作疆界，直到基尼烈海的底端，都在约旦河东。 28 这就是迦得人按家族得到

的产业所包括的城镇，和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  
29 穆萨把产业分给玛拿西半个部落，是按玛拿西半个部落的家族分给他们的。 30 他们的境界是

从玛哈念起，包括巴珊全境、巴珊王噩的全国，并且在巴珊的睚珥的所有村落，共六十座城， 31 还

有基列的一半和亚斯他录、以得来，就是在巴珊，噩的国家的两座城，都是按家族分给玛拿西的

儿子玛吉子孙的一半。   
32 以上这些地方是穆萨在约旦河东，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所分配的产业。 33 可是利未部落，

穆萨却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因为 主*以色列的 真主就是他们的产业，正如 主*对他们说的。
*  

14 
1 以下这些地方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分到的产业，就是以利亚撒祭司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及以

色列人各部落的族长分给他们的， 2 是照 主*通过穆萨嘱咐的，以抓阄的方式把产业分给九个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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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 3 因为穆萨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了那两个半部落；却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当中的利

未人。 4 因为优素福的子孙成了两个部落，就是玛拿西和以法莲，故此以色列人没有把地业分给

在那里的利未人，只给他们一些城市居住，还有城市的草场，可以牧放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

财产。* 5  主*怎样嘱咐穆萨，以色列人就照样做，把地分配了。  
6 耶胡达人来到在吉甲的约书亚那里，基尼洗人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亚说：“ 主*在加低

斯·巴尼亚对属真主的人穆萨所说关于你和我的话，你是知道的。* 7  主*的仆人穆萨从加低斯·巴

尼亚派我去侦察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正好四十岁；我照我心里所想的向他报告。* 8 可是，与我一

起上去的兄弟们却使人民的心惊惧，但我完全顺从 主*我的 真主。 9 那天穆萨盟誓说：‘你的

脚踏过的土地都要归于你和你的子孙作产业，直到永远，因为你完全顺从 主*我的 真主。’* 10 现

在你看，自从 主*对穆萨说了这话以后， 主*照所应许的，使我活了这四十五年，就是以色列

人在旷野行走的时期；现在你看，我今天已经是八十五岁了。 11 今天我还强壮，像穆萨派我去的

那天一样；无论是作战，还是活动，那时我的力量怎样，现在我的力量还是怎样。 12 现在求你把 

主*那天所应许的这山地赐给我；因为那天你也曾听见那里有亚衲人，又有宽大坚固的城；也许 主

*与我同在，我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正如 主*所应许的。”   
13 于是约书亚给迦勒祝福，把希伯仑赐给了耶孚尼的儿子迦勒作产业。 14 因此，希伯仑成了基

尼洗人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天；因为他完全顺从 主*以色列的 真主。 15 希伯仑

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衲人中最伟大的人。整个地区也就止息了战争。  

15 
1 耶胡达部落按家族抓阄所得的地业，是最南端的部分，延伸到以东边境，至南边寻的旷野。 2 他

们南方的疆界是从盐海的最南端起，就是从南边的海湾起； 3 延伸到亚克拉滨山坡的南边，经过

寻，上到加低斯·巴尼亚的南边，又经过希斯仑，再上到亚达珥，绕过甲加， 4 经过押们，延伸到

埃及河，疆界直通到海；这就是他们南方的疆界。 5 东方的疆界是从盐海直到约旦河口。北方的

疆界是从约旦河口的海湾起， 6 上到伯·曷拉，经过伯·亚拉巴的北边，再上到流本的儿子波罕的磐

石那里； 7 又从亚割谷上到底璧，再向北转到山谷南边的亚都冥山坡对面的吉甲；又经过隐·示麦

水泉，直通到隐·罗结； 8 再上到本·欣嫩谷，到达耶布斯南面的山坡，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又上

到本·欣嫩谷西边的山顶，就是在利乏音的北端； 9 又从山顶转到尼弗多亚的水泉，延伸到以弗仑

山的众城；又转到巴拉，巴拉就是基列·耶琳； 10 又从巴拉向西绕到西珥山，经过耶琳山坡的北边，

耶琳就是基撒仑；又下到伯·示麦，经过亭纳； 11 延伸到以革伦北面的山坡，转到施基仑，经过巴

拉山，延伸到雅比聂，直通到海为止。 
12 西方的疆界就是大海和海岸。这是耶胡达人按家族所得

四周的境界。  
13 约书亚照 主*所嘱咐的，把耶胡达人的一份地业，就是基列·亚巴，分给了耶孚尼的儿子迦勒；

亚巴是亚衲人的祖先。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仑。* 14 迦勒把亚衲人的三个子孙，就是示筛、亚希幔、

挞买，从那里赶出去；他们是亚衲人的后代。 15 他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璧的居民；底璧从前名叫

基列·西弗。 16 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把基列·西弗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押撒给他作妻子。” 
17 迦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聂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作妻子。 18 押撒出嫁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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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怂恿丈夫向她父亲要一块田地；押撒一下驴，迦勒问她：“你要什么？” 19 她回答：“求你给我

祝福；你既然把南地给了我，求你也把水泉给我。”她父亲就把上泉和下泉都给了她。  
20 以下是耶胡达部落按家族得到的产业。 21 耶胡达部落最南边的众城，接近以东边界的，有：

甲薛、以得、雅姑珥、 22 基拿、底摩拿、阿德阿达、 23 基低斯、夏琐、以提楠、 24 西弗、特拉姆、

比亚绿、 25 夏琐·哈达塔、加略·希斯仑，加略·希斯仑就是夏琐、 26 亚曼、示玛、摩拉大、 27 哈萨·迦

大、黑实门、伯·帕列、 28 哈萨·书亚、比尔谢巴、比斯约他、 29 巴拉、以因、以森、 30 伊勒多腊、

基失、何珥玛、 31 洗革拉、麦连拿、三撒拿、 32 利巴勿、实忻、亚因、临门，共二十九座城，还

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33 在高原有以实陶、琐拉、亚实拿、 34 撒挪亚、隐·干宁、他普亚、以楠、 35 耶末、亚杜兰、梭

哥、亚西加、 36 沙拉音、亚底他音、基底拉、基底罗他音，共十四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镇的

村庄。  
37 又有洗楠、哈大沙、密大·迦得、 38 底连、米斯巴、约帖、 39 拉吉士、波斯加、伊矶伦、 40 迦

本、拉幔、基提利、 41 基低罗、伯·大衮、拿玛、玛基大，共十六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42 又有立拿、以帖、亚珊、 43 益弗他、亚实拿、尼悉、 44 基伊拉、亚革悉、玛利沙，共九座城

镇，还有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   
45 又有以革伦，和属于以革伦的市镇村庄； 46 从以革伦直到海，所有靠近亚实突的城镇和属于

这些城镇的村庄。   
47 亚实突和属于亚实突的市镇村庄；加沙和属于加沙的市镇村庄；直到埃及小河和大海沿岸一带。   
48 在山地有沙密、雅提珥、梭哥、 49 大拿、基列·萨拿，基列·萨拿就是底璧、 50 亚拿伯、以实提

莫、亚念、 51 歌珊、何伦、基罗，共十一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   
52 又有亚拉、度玛、以珊、 53 雅农、伯·他普亚、亚非加、 54 宏他、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

伯仑、洗珥，共九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   
55 又有玛云、迦密、西弗、淤他、 56 耶斯列、约甸、撒挪亚、 57 迦必尔、基比亚、亭纳，共十

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   
58 又有哈忽、伯·夙、基突、 59 玛腊、伯·亚诺、伊勒提君，共六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镇的村

庄。  
60 又有基列·白耳利，基列·白耳利就是基列·耶琳、拉巴，共两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  
61 在旷野有伯·亚拉巴、密丁、西迦迦、 62 匿珊、盐城、隐·基底，共六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

镇的村庄。   
63 至于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胡达人不能把他们赶走；所以耶布斯人在耶路撒冷与耶胡达

人住在一起，直到今天。*  

16 
1 优素福的子孙抓阄所得的地业，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到耶利哥东边的水泉，经过从耶

利哥上去的旷野，进到在山地的伯特利； 2 又从伯特利到路斯，经过亚基人的境界亚他绿， 3 又

向西下到押利提人的境界，去到下伯·和仑和基色的境界，直通到海。 4 优素福的儿子玛拿西和以

法莲，也得到了他们的产业。  
5 以下是以法莲人按家族所得的境界：他们的产业在东方的疆界，是亚他绿·亚达，直到上伯·和

仑。 6 向西延伸到北面的密米他，又向东绕到他纳·示罗，经过雅挪哈的东边； 7 从雅挪哈下到亚

他绿，又到拿拉，和耶利哥接壤，延伸到约旦河； 8 又从他普亚向西行，到加拿河，直通到海；

这就是以法莲部落按家族所得到的产业。 9 此外在玛拿西人的产业中，还有些城镇分给以法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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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城镇都包括属于它们的村庄在内。 10 可是他们没有把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赶走，于是迦南

人住在以法莲人当中，直到今天，成了做苦工的奴仆。*  

17 
1 玛拿西是优素福的长子，他的部落抓阄所得的地业记在下面；至于玛拿西的长子，基列的父亲

玛吉，因为是个战士，所以得到基列和巴珊。 2 玛拿西其余的子孙按家族抓阄分地，包括亚比以

谢的子孙、希勒的子孙、亚斯列的子孙、示剑的子孙、希弗的子孙、示米大的子孙；这些都是优

素福的儿子玛拿西子孙中男丁的各家族。 3 玛拿西的玄孙、玛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希弗的儿

子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女儿们的名字是玛拉、挪阿、曷拉、密迦、得撒。 4 她们来

到以利亚撒祭司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及首领们面前，说：“ 主*曾经嘱咐穆萨，在我们的兄弟

中把产业分给我们。”于是约书亚照 主*所嘱咐的，在她们的叔伯中间，把产业分给她们。
*
 
5 这

样，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珊地之外，还有十份地业归属玛拿西。 6 因为玛拿西的孙女，在玛

拿西的孩子中，也得了产业；基列地是属于玛拿西其余子孙的。 7 玛拿西的疆界，是从亚设起，

到示剑东面的密米他；又向南走，到隐·他普亚的居民那里。 8 他普亚地是属于玛拿西的，但是在

玛拿西疆界上的他普亚城，却是属于以法莲子孙的。 9 玛拿西的疆界又下到加拿河，在加拿河的

南边，玛拿西的各城镇中，有这些城镇是属于以法莲的。玛拿西的疆界，从河的北面起，直通到

海。 10 南面是属于以法莲的，北面是属于玛拿西的；玛拿西在西边的疆界就是海，北面与亚设相

接，东面和以萨迦相连； 11 在以萨迦和亚设的境内，伯·善和属于伯·善的市镇，以伯莲和属于以

伯莲的市镇，多珥的居民和属于多珥的市镇，都属于玛拿西；还有三处山区，就是：隐·多珥的居

民和属于隐·多珥的市镇，他衲的居民和属于他衲的市镇，米吉多的居民和属于米吉多的市镇。 12 可

是玛拿西的子孙却不能把这些城的居民赶走，迦南人决意住在那个地区。* 13 以色列人强盛以后，

就迫使迦南人做苦工，却没有把他们完全赶出去。  
14 优素福的子孙对约书亚说：“ 主*这样赐福我们，我们族大人多，你为什么只给我们抽一份签，

分一份地作产业呢？” 15 约书亚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族大人多，又嫌以法莲山地过于窄小，就可

以上森林区去，在比利洗人和利乏音人之地那里自己砍伐树木。” 16 优素福的子孙回答：“那山地

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在谷地的所有迦南人，就是住在伯·善和属于伯·善的市镇的人，以及住在耶

斯列谷的人，都有铁车。” 17 约书亚对优素福家，就是对以法莲人和玛拿西人说：“你们族大人多，

势力强大，不能只抽一份地业； 18 山地也要归给你们，那里虽然是森林，你们可以砍伐，开辟的

土地都归你们，直到它最远的边界；迦南人虽然拥有铁车，势力强大，你们也能把他们赶出去。”  

18 
1 以色列全体会众相聚在示罗，把会幕竖立在那里，因为那片土地在他们面前被征服了。 2 以色

列人其余的七个部落还没有得到产业。 3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 主*你们列祖的 真主赐给你

们的地，你们迟迟不去占领，要到什么时候呢？ 4 你们每部落要选出三个人，我要派他们去；他

们要起程走遍那个地区，把各部落的产业描绘下来，然后回到我这里。 5 他们要把地业分作七份，

耶胡达留在南方他们的境界内；优素福家留在北方他们的境界内。 6 你们要把地划分七份，然后

把图样拿给我；我要在这里，在 主*我们的 真主面前，为你们抓阄。 7 利未人在你们当中没有

业分，因为 主*祭司的职分就是他们的产业。迦得部落、流本部落和玛拿西半个部落，已经在约

旦河东得到了产业，就是 主*的仆人穆萨分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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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那些人起程前去的时候，约书亚嘱咐那些前去描绘那土地的人说：“你们要去，走遍那片土地，

描绘地形，然后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里，在 主*面前，为你们抓阄。” 9 那些人就去了，

走遍那片土地，并描绘下来，把众城分作七份记在册子上，然后回到示罗营中约书亚那里。 10 约

书亚就在示罗，在 主*面前为他们抓阄；约书亚在那里按他们的部落把土地分给以色列人。  
11 本雅悯部落按家族抓了阄；他们抓阄所得到的境界，是在耶胡达子孙和优素福子孙之间。 12 他

们的疆界，北边是从约旦河起，向上到耶利哥的北边，又向西上到山地，直到伯·亚文的旷野。 13 又

从那里向南经过路斯，路斯就是伯特利，再下到亚他绿·亚达，靠近下伯·和仑南边的山地； 14 又

从那里伸延，绕到西边再向南，从伯·和仑南边对面的山起，直到耶胡达人的城基列·白耳利，基

列·白耳利就是基列·耶琳；这是西方的疆界。 15 南方的疆界是从基列·耶琳的边缘起，向西延伸，

到尼弗多亚的水泉； 16 又下到本·欣嫩谷前面的山边，就是利乏音谷北面的山；再下到欣嫩谷，去

到耶布斯人的南边，又下去隐·罗结； 17 再转向北，延伸至隐·示麦，到亚都冥斜坡对面的基利录，

又下到流本的儿子波罕的磐石那里； 18 又经过亚拉巴对面山坡的北边，直下到亚拉巴； 19 又经过

伯·曷拉的北边，直通到盐海的北湾，约旦河的南端；这是南方的疆界。 20 东方的疆界是约旦河。

这就是本雅悯各家族得到的产业四周的疆界。   
21 本雅悯部落按家族所得的城镇就是：耶利哥、伯·曷拉、伊麦·基悉、 22 伯·亚拉巴、洗玛莲、伯

特利、 23 亚文、巴拉、俄弗拉、 24 基法·阿摩尼、俄弗尼、迦巴，共十二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

城镇的村庄； 25 又有基遍、拉玛、比录、 26 米斯巴、基非拉、摩撒、 27 利坚、伊利毗勒、他拉拉、 
28 洗拉、以利弗、耶布斯，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基比亚、基列，共十四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

城镇的村庄。这就是本雅悯人按家族得到的产业。  

19 
1 为西缅，就是为西缅部落，按家族抽出第二签；他们的产业是在耶胡达人的产业境内。 2 他们

得到的产业有比尔谢巴就是谢巴、摩拉大、* 3 哈萨·书亚、巴拉、以森、 4 伊利多拉、比土力、何

珥玛、 5 洗革拉、伯·玛加博、哈萨·苏撒、 6 伯·利巴勿、沙鲁险，共十三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

城镇的村庄； 7 又有亚因、利门、以帖、亚珊，共四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 8 以及

这些城镇周围所有的村庄，直到巴拉·比珥，就是南地的拉玛。这就是西缅部落按家族得到的产业。 
9 西缅人的产业是从耶胡达人的地业中得来的；因为耶胡达人的份额过大，所以西缅人在耶胡达人

的产业中得到了他们的产业。  
10 为西布伦人，按家族抽出第三签；他们产业的境界去到撒立； 11 他们的疆界再向西上到玛拉

拉，直到大巴设，再去到约念前面的河； 
12 又从撒立向东转到日出的方向，到吉斯绿·他泊的境界，

又延伸到大比拉，上到雅非亚； 13 又从那里往东面日出的方向，经过迦特·希弗，到以特·加汛、

临门，再延伸到尼亚； 14 又绕过尼亚的北面，到哈拿顿，直通到伊弗他·伊勒谷； 15 还有加他、

拿哈拉、伸仑、以大拉、伯利恒，共有十二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 16 这些城镇和属

于这些城镇的村庄，就是西布伦人按家族得到的产业。  
17 为以萨迦，就是为以萨迦人，按家族抽出第四签。 18 他们的境界包括耶斯列、基苏律、书念、 

19 哈弗连、示按、亚拿哈拉、 20 拉璧、基善、亚别、 21 利蔑、隐·干宁、隐·哈大、伯·帕薛， 22 又

到他泊、沙哈洗玛、伯·示麦，直通到约旦河，共十六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 23 这些

城镇和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就是以萨迦部落按家族得到的产业。  
24 为亚设部落，按家族抽出第五签。 25 他们的境界包括黑甲、哈利、比田、押煞、 26 亚拉米勒、

亚末、米沙勒，向西直达迦密和希曷·立纳； 27 又转往日出的方向，到伯·大衮，延伸到西布伦，

向北去到伊弗他·伊勒谷、伯·以墨和尼业，又延伸到迦布勒的左边， 28 到义伯仑、利合、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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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直到西顿大城； 29 又转到拉玛，直到设防的城市推罗；再转到何萨，直通到海岸靠近亚革

悉的地区； 30 又有乌玛、亚弗、利合，共二十二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 31 这些城镇

和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就是亚设部落按家族得到的产业。  
32 为拿弗他利人抽出第六签，就是拿弗他利人按家族得到的产业。 33 他们的疆界，是从希利弗，

从撒拿音的橡树林，从亚大米·尼吉和雅比聂起，到拉共，直通到约旦河； 34 又向西转到亚斯纳·他

泊，从那里延伸到户割，南达西布伦，西达亚设，东达约旦河那里的耶胡达。 35 设防的城市有西

丁、侧珥、哈末、拉甲、基尼烈、 36 亚大玛、拉玛、夏琐、 37 基低斯、以得来、隐·夏琐、 38 以

利稳、密大·伊勒、和琏、伯·亚纳、伯·示麦，共十九座城镇，还有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 39 这些

城镇和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就是拿弗他利部落按家族得到的产业。  
40 为丹部落，按家族抽出第七签。 41 他们产业的境界包括：琐拉、以实陶、伊珥·示麦、 42 沙拉

宾、亚雅仑、伊提拉、 43 以伦、亭拿他、以革伦、 44 伊利提基、基比顿、巴拉、 45 伊胡得、比尼·比

拉、迦特·临门、 46 美·耶昆、拉昆和约帕对面的地区。 47 丹人未能控制他们的境界，因此他们就

上去攻打利善，夺取那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他们占领利善，就住在城中，以他们祖先丹的

名字，把利善改名为丹。* 48 这些城镇和属于这些城镇的村庄，就是丹部落按家族得到的产业。  
49 以色列人按疆界把地分完之后，就在他们当中把产业分给嫩的儿子约书亚。 50 他们照 主*所

嘱咐的，把约书亚所要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给了他；约书亚就修建那城，住在城

中。   
51 以上就是以利亚撒祭司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各部落的族长，在示罗会幕的门口，

在 主*面前，通过抓阄所分的产业。这样，他们就完成了分地的事务。  

20 
1  主*对约书亚说：* 2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照我通过穆萨命令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避难

城， 3 好让那出于过失、并非蓄意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这些城要成为你们逃避报血仇的人

的避难所。 4 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站在城门口，把自己的事情向城里的长者们述说，

长者就要把他接入城中，到他们那里，并要给他地方，让他可以住在他们当中。 5 如果报血仇的

人追赶他，长者不能把他交在报血仇的人手里，因为他并非蓄意杀人，他以前与他并没有仇恨。 6 那

杀人的要住在那城里，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等到当时的大祭司归真了，才能回到本城本家，

回到他逃出来的城那里。’”   
7 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把加利利的基低斯划出来；在以法莲山地，把示剑划出来；在

耶胡达山地，把基列·亚巴划出来，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仑； 
8 又在约旦河东，耶利哥的东面，从流

本部落中，指定在旷野平原上的比悉；从迦得部落中，指定在基列的拉末；从玛拿西部落中，指

定在巴珊的哥兰。 9 这些都是为所有的以色列人，和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族人所指定的城市，让

失手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不致死在报血仇的人手里，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为止。  

21 
1 那时，利未人的族长们来到以利亚撒祭司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及以色列所有部落的族长那里， 

2 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 主*曾经通过穆萨嘱咐要给我们城市居住，和城市的草场可以牧放

我们的牲畜。”* 3 于是以色列人照 主*所嘱咐的，从自己的产业中，把以下这些城市和城市的草

场，给了利未人。 4 首先为哥辖家族抽出签来：利未部落哈伦祭司的子孙，从耶胡达部落、西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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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和本雅悯部落，抓阄得到十三座城。 5 哥辖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部落的家族、丹部落和玛

拿西半个部落，抓阄得到十座城。 6 革顺的子孙，从以萨迦部落的家族、亚设部落、拿弗他利部

落和在巴珊的玛拿西半个部落，抓阄得到十三座城。 7 米拉利的子孙，按家族，从流本部落、迦

得部落和西布伦部落，得到十二座城。 8 以色列人照 主*嘱咐穆萨的，通过抓阄，把这些城市和

城市的草场分给利未人。  
9 他们从耶胡达部落和西缅部落中，把以下这些有提名的城市分给了 10 利未部落、哥辖家族中哈

伦的子孙，因为第一签是他们的。 11 以色列人把耶胡达山地的基列·亚巴，和它四周的草场，给了

他们；亚巴是亚衲族的祖先，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仑。 12 属于那城市的田地和村庄，他们却给了耶

孚尼的儿子迦勒作产业。   
13 以色列人把失手杀人者的避难城希伯仑，和希伯仑的草场，又把立拿和立拿的草场给了哈伦祭

司的子孙， 14 还有雅提珥和雅提珥的草场，以实提莫和以实提莫的草场， 15 何仑和何仑的草场，

底璧和底璧的草场， 16 亚因和亚因的草场，淤他和淤他的草场，伯·示麦和伯·示麦的草场，共九

座城镇，都是从这两个部落分出来的。 17 又从本雅悯部落中，分给他们基遍和基遍的草场，迦巴

和迦巴的草场， 18 亚拿突和亚拿突的草场，亚勒们和亚勒们的草场，共四座城镇。 19 哈伦子孙祭

司们所有的城镇，共十三座，还有这些城镇的草场。   
20 利未部落哥辖子孙的家族，就是哥辖其余的子孙，抓阄得到的城镇是从以法莲部落中分出来的。 

21 以色列人把失手杀人者的避难城，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示剑和示剑的草场，给了他们；又把基

色和基色的草场，给了他们； 22 又有基伯先和基伯先的草场，伯·和仑和伯·和仑的草场，共四座

城镇。 23 又从丹部落中，给了他们伊利提基和伊利提基的草场，基比顿和基比顿的草场， 24 亚雅

仑和亚雅仑的草场，迦特·临门和迦特·临门的草场，共四座城镇。 25 又从玛拿西半个部落中，给

了他们他纳和他纳的草场，迦特·临门和迦特·临门的草场，共两座城镇。 26 哥辖子孙其余的家族

所有的城镇共十座，还有这些城镇的草场。   
27 以色列人又从玛拿西半个部落中，把失手杀人者的避难城，就是在巴珊的哥兰，和哥兰的草场，

给了利未人的家族中革顺的子孙；又给了他们比·施提拉和比·施提拉的草场，共两座城镇。 28 又

从以萨迦部落中，给了他们基善和基善的草场，大比拉和大比拉的草场， 29 耶末和耶末的草场，

隐·干宁和隐·干宁的草场，共四座城镇。 30 又从亚设部落中，给了他们米沙勒和米沙勒的草场，

押顿和押顿的草场， 31 黑甲和黑甲的草场，利合和利合的草场，共四座城镇。 32 以色列人又从拿

弗他利部落中，把失手杀人者的避难城，就是在加利利的基低斯和基低斯的草场，给了他们；又

给他们哈末·多珥和哈末·多珥的草场，加珥但和加珥但的草场，共三座城镇。 33 革顺人按家族所

有的城镇共十三座，还有这些城镇的草场。  
34 其余的利未人，米拉利子孙的家族，从西布伦部落中分得约念和约念的草场，加珥他和加珥他

的草场， 35 丁拿和丁拿的草场，拿哈拉和拿哈拉的草场，共四座城镇。 36 又从流本部落中，给了

他们比悉和比悉的草场，雅杂和雅杂的草场， 37 基底莫和基底莫的草场，米法押和米法押的草场，

共四座城镇。 38 以色列人又从迦得部落中，把失手杀人者的避难城，就是在基列的拉末和拉末的

草场，给了他们；又给他们玛哈念和玛哈念的草场， 39 希实本和希实本的草场，雅谢和雅谢的草

场，共四座城镇。 40 利未人其余的家族，就是米拉利的子孙，按家族抓阄得到的城镇，共有十二

座。   
41 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利未人所得的城镇共四十八座，还有这些城镇的草场。 42 这些城镇周

围都有自己的草场，每一座都是这样。  
43 这样， 主*就把他从前盟誓要赐给他们列祖的全境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占领了那片土地，

就定居下来。 44  主*照他向他们列祖盟誓所说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静；他们所有的仇敌，

没有一人能在他们面前站住脚； 主*把他们所有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里。 45  主*向以色列家应

许赐福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了。  



 

22 
1 那时，约书亚把流本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个部落的人召来， 2 对他们说：“ 主*的仆人穆萨

嘱咐你们的一切，你们都遵守了；我嘱咐你们的一切，你们也都听从了。* 3 这么多日子以来，你

们一直没有丢弃你们的兄弟，直到今天； 主*你们的 真主嘱咐你们的命令，你们也遵守了。 4 现

在 主*你们的 真主，照他应许的，已经使你们兄弟得享平安；现在你们可以返回自己家里，回

到 主*的仆人穆萨在约旦河东赐给你们作产业的地方去。 5 只是你们要谨慎遵守 主*的仆人穆

萨嘱咐你们的诫命和诫律，爱 主*你们的 真主，遵行他的一切道路，谨守他的诫命，紧紧托靠

他，一心一意事奉他。” 6 于是约书亚给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家里去了。   
7 穆萨在巴珊已经把产业分给了玛拿西半个部落；至于另外半个部落，约书亚在约旦河西他们的

兄弟当中，也把产业分给了他们。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家去的时候，给他们祝福， 8 对他们说：“你

们带着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以及许多衣服，回自己的家去吧；也要把你们从

敌人夺得的战利品分给你们的兄弟。” 9 于是流本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个部落的人，从迦南地的

示罗起程，离开以色列人，回到他们得到的产业基列地去，就是照 主*通过穆萨嘱咐，赐给他们

的产业。  
10 流本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个部落的人，来到迦南地靠近约旦河的地区，就在约旦河边那里筑

了一座祭台，那台十分壮观。 11 以色列人听见了这事，就说：“看哪，流本人、迦得人和玛拿西

半个部落的人，在迦南地边境，靠近约旦河的地区，以色列人境内，筑了一座祭台。” 12 以色列

人听见了这事，以色列全体会众就相聚在示罗，要上去讨伐他们。  
13 以色列人派以利亚撒祭司的儿子非尼哈，到基列地去见流本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个部落的人； 

14 又派十个首领与非尼哈一起去，每一个都代表以色列的部落家族；他们是全体以色列各家族的

领袖。 15 他们去到基列地，流本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个部落的人那里，对他们说： 16 “ 主*的

全体会众这样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竟对以色列的 真主不忠，今天转离不跟从 主*，为自

己筑了一座台，背叛了 主*。* 17 从前拜毗珥的罪孽，我们还以为是小事吗？虽然有灾疫临到 主

*的会众，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呢。* 18 你们今天竟转离不跟从 主*吗？今天你们既然背

叛 主*，明天他将向以色列全体会众发怒。 19 如果你们认为所得的地业不洁净，你们可以过到 

主*的地业，就是 主*的帐幕居住的地方，在我们当中得地业；但不能背叛 主*，也能背叛我们，

在 主*我们的 真主的台以外，为自己另筑一座祭台。 20 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不是在该毁灭

的物品上犯了不忠的罪，以致 真主的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体会众吗？因他的罪孽而死的，还不只

他一人呢！’”*  
21 于是流本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个部落的人回答以色列各家族的统领说： 22 “大能者 主*安拉

啊！大能者 主*安拉，他是知道的，愿以色列也知道；如果我们存心背叛，或是对 主*不忠，

今天就不要放过我们。 23 如果我们为自己筑台，转离不跟从 主*，或把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献

在台上，愿 主*亲自追究我们。 24 我们做这事，确实是有理由的，因为顾虑将来你们的子孙对

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 主*以色列的 真主有什么关系呢？ 25 流本人和迦得人啊， 主*定了约

旦河作我们和你们之间的疆界；你们与 主*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

畏 主*了。   
26 因此我们说：‘我们筑一座祭台吧，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了献别的祭， 27 而是为了在你

们和我们之间，也在我们的后代当中作证据，使我们也可以在 主*面前用燔祭、别的祭和平安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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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 主*，免得你们的子孙将来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 主*无分了。’ 28 因此我们说：‘将来

有人对我们，或是对我们的后代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台，是 主*

的祭台的模式，这并不是用来献燔祭，也不是用来献别的祭，而是在我们和你们之间作证据。’ 29 我

们决没有背叛 主*的意思，今天要转离不跟从 主*，在 主*我们的 真主的帐幕前的祭台以外，

另筑一座祭台，为了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  
30 非尼哈祭司和会众的领袖，以及与祭司同来的以色列的统领，听了流本人、迦得人和玛拿西人

说的话，都很满意。 31 以利亚撒祭司的儿子非尼哈对流本人、迦得人和玛拿西人说：“今天我们

知道 主*是在我们当中的，因为你们并没有对 主*不忠；现在你们已经救了以色列人脱离 主*

的手。” 32 以利亚撒祭司的儿子非尼哈和领袖们离开了流本人和迦得人，从基列地回到迦南地以

色列人那里，把这事向他们报告。 33 以色列人对这事都很满意，就称颂 真主，不再说要上去讨

伐流本人和迦得人，毁灭他们所住的地方了。 34 流本人和迦得人给那台起名叫“证台”，因为他们

说：“这台在我们当中证明 主*是 真主。”  

23 
1  主*使以色列人得享平安，不受四周仇敌的骚扰，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日子；约书亚已经老了，

上了年纪。 2 约书亚就把全体以色列人、他们的长者、首领、审判官和官长，都召来，对他们说：

“我已经老了，上了年纪。 3  主*你们的 真主，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家所做的一切，你们

都亲眼看见了；因为 主*你们的 真主为你们作战。 4 你们看，剩下来的这些国家，连同我剪除

的各国，从约旦河起，直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都按你们各部落，用抓阄的方式，分给你们作产

业了。 5  主*你们的 真主要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驱逐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会得到他们

的土地作产业，正如 主*你们的 真主所应许的。 6 所以你们要十分坚强，谨守遵行写在穆萨诫

律书上的一切话，使你们不偏左、不偏右； 7 使你们不与你们当中剩下的这些国家的人来往；他

们神明的名字，你们不能提，不能指着他们盟誓，不能事奉他们，也不能礼拜他们； 8 只要照你

们一直以来所做的，紧紧托靠 主*你们的 真主。 9 因为 主*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各国从你们面

前赶出去；至于你们，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能在你们面前站住脚。 10 你们一个人可以追赶千

人，因为 主*你们的 真主，照他应许你们的，为你们作战。* 11 你们自己要十分谨慎，爱 主*

你们的 真主。 12 如果你们转离 主*，与你们当中剩下的这些国家剩余的百姓联络，和他们通

婚，互相来往， 13 你们就要知道， 主*你们的 真主将不再把这些国家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

们将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和陷阱，肋下的鞭和眼中的刺，直到你们从 主*你们的 真主赐给你们的

这美地上灭亡为止。  
14 看哪，我今天要走世人必经之路了。你们清清楚楚地知道 主*你们的 真主应许赐福给你们

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完全应验在你们身上，没有一句落空。 15  主*你们的 真主应许你们的

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 主*也要照样使各种灾祸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 主*你们

的 真主赐给你们的这美地上消灭为止。 16 如果你们违背了 主*你们的 真主嘱咐你们遵守的

约，去事奉别的神明，礼拜他们， 主*要向你们大发烈怒，使你们从他赐给你们的美地上迅速灭

亡。”  

24 
1 约书亚在示剑召集以色列各部落，又把以色列的长者、首领、审判官和官长都召来，他们就站

在 真主面前。 2 约书亚对民众说：“ 主*以色列的 真主这样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易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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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欣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他们事奉别的神明。* 3 我把你们的祖先易卜拉欣，从大

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地，使他的后代增多，把易司哈格赐给他；* 4 又把叶尔孤白和以扫赐

给易司哈格，把西珥山赐给以扫作产业；叶尔孤白和他的子孙却下到埃及去。* 5 我派遣了穆萨和

哈伦，通过我在埃及所行的显迹，用灾疫打击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 6 我领你们的列祖离开

埃及，他们去到海边；埃及人带着战车和骑兵，追赶你们的列祖直到红海。* 7 你们的列祖呼求 主

*，他就以黑暗隔开你们和埃及人，又使海水复流淹没了他们；我在埃及所做的事，你们都亲眼见

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日子。 8 我领你们到了住在约旦河东的亚摩利人之地，他们和你们交

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就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作产业；我也在你们面前把他们消灭。* 9 那

时摩押王西拨的儿子巴拉克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他派人把比珥的儿子巴兰召来，诅咒你们。* 10 我

不肯听巴兰的话，结果他反而一再祝福你们；这样，我就救你们脱离了他的手。 11 你们过了约旦

河，来到耶利哥；耶利哥的居民与你们作战，还有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革迦撒

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也跟你们作战；我把他们都交在你们手里。* 12 我派了黄蜂飞在你们前面，

把亚摩利人的两个王从你们面前赶走，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 13 我赐给你们的土地，

不是你们劳苦开垦的；我赐给你们的城市，不是你们建造的，你们却住在城中；你们享用的葡萄

园和橄榄园，也不是你们栽种的。’*  
14 “现在你们要敬畏 主*，真诚地按真理事奉他，把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事奉的神明除

掉，去事奉 主*。 15 如果你们认为事奉 主*不好，那么今天你们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事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事奉的神明呢，还是你们现在所住亚摩利人之地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要事奉 主*。”   
16 民众回答：“我们绝对不会离弃 主*，去事奉别的神明； 17 因为 主*我们的 真主把我们和

我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并且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伟大的显迹；又在我们所走的

一切路上，和我们经过的一切民族当中，他都保护了我们； 18  主*又把所有的民族和住在这片

土地上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走；所以我们要事奉 主*，因为他是我们的 真主。”   
19 约书亚对民众说：“你们不能事奉 主*，因为他是圣洁的 真主；他是嫉妒的 真主，他不会

赦宥你们的过犯和罪恶。 20 如果你们离弃 主*，去事奉外族人的神明，那么在 主*赐福给你们

之后，他将转而降祸与你们，把你们消灭。” 21 民众对约书亚说：“不，我们必定事奉 主*。” 22 约

书亚对民众说：“你们选择了 主*，要事奉他，你们为自己作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作证。” 
23 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除掉在你们当中外族人的神明，一心归向 主*以色列的 真主。” 24 民

众对约书亚说：“我们要事奉 主*我们的 真主，要听从他的话。”  
25 那一天，约书亚就与民众立约，在示剑为他们订立律例和典章。 26 约书亚把这些话都写在 真

主的诫律书上；又拿一块大石头，立在 主*圣所旁的橡树下。 27 约书亚对全体人民说：“看哪，

这块石头可以向我们作证，因为它听见了 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块石头要向你们作证，

免得你们否认你们的 真主。” 28 于是约书亚打发民众各自回到自己的地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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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这些事以后， 主*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归真了，那时他一百一十岁。 30 以色列人把他埋

葬在他自己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上的亭拿·西拉，在迦实山的北边。* 31 约书亚在世的

日子，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 主*为以色列人所做一切事的长者还在世的日子，以色列人都事

奉 主*。  
32 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优素福骸骨，葬在示剑的一块田里；这块田是叶尔孤白从前用一百块

银子从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那里买来的；这块田就成了优素福子孙的产业。* 33 哈伦的儿子以利

亚撒也归真了；以色列人就把他埋葬在基比亚，就是他儿子非尼哈在以法莲山地得到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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