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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问题（人物关系）：
1. 大卫王的父母、兄弟、姐妹

答：父母：大卫的父亲是伯利恒人耶西 ，大卫的母亲《圣经》只字未提。大卫是他们的第7个儿子。
哥哥：以利押、亚比拿达、示米亚（沙玛）、拿坦业、拉代、阿鲜 （历代志上2：13-15）。
姐妹：洗鲁雅和亚比该（历代志上2：14-17）。

2. 约押和大卫王的关系？

约押是洗鲁雅的儿子，即大卫的外甥。约押的两个兄弟亚比筛，亚撒黑

3. 亚多尼雅与大卫、所罗门的关系？

亚多尼雅是大卫的第4子（与哈及生的儿子）。是所罗门的同父异母哥哥。

4. 先知拿单与大卫王的关系？

知心朋友和顾问，责备大卫犯罪（撒下12:1-15）；忠心诚实地传耶和华神的信息给大卫：比如
上帝禁止大卫建造圣殿（撒下七2～17）。

5. 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大卫的关系？何为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比拿雅是大卫王禁卫军（御林军，卫戍部队）统帅，后来成为所罗门王国全军元帅。基利提人
和比利提人是大卫王的禁卫军（撒下8:18，代上18:17）

6. 祭司亚比亚他和祭司撒督的关系？

见下页图





读几段相关的经文：

出34:6-7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
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 四代。
民14:18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
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出20:6，申5:10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申7:9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
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
撒下12：9-10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
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
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第 1 章11-53节分段
分成以下几段：

第一段：拿单及拔示巴之抗衡行动（一11～31）
先知拿单成就神旨意的缜密智慧和技巧:拿单渴望见到神的话应验，眼见亚多尼雅威胁

王位，他很有智慧而慎重，有行事技巧地将这件事情带到大卫面前。即①先叫所罗门的母
亲拔示巴去找大卫王,从而作些心理准备(11-21节);②之后亲自在王面前强而有力地指出
(22-31节)，神对所罗门的立约(13,17,30节;代上22:9)。拔示巴得拿单教路，来到年老体
衰的王面前，告诉他亚多尼雅的阴谋。她提醒王从前对她的承诺：就是她儿子所罗门将会
接续他作王。就在拔示巴要求大卫公开宣布所罗门是王位继承人的时候，拿单来到，拔示
巴先回避。拿单重复亚多尼雅要夺王位的阴谋，并问这是否是大卫王的意愿。大卫便吩咐
叫拔示巴进来；拿单回避。

拿单粉碎亚多尼雅的阴谋不仅为了自己的政治性命,更是为了实践神的旨意。先知拿单
可能自觉有责任使得神所应许的大卫王朝得以延续，一如以前撒母耳觉得自己有责任膏立
王一样。他与拔示巴的计划符合拔示巴想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太后之心愿（参二19，十五
13；王下十13），也能达到他的愿望，提名一位共同执政及王位继承者（27节）。此计划
乃按照向王申诉时的正常程序，未必是正式的诉讼，其程序包括对王的尊称（17～18节）
、陈情（17～19节）、请求定夺（20～21节）、见证人印证（22～27节）、起誓决定（29
～30节）。



第 1 章11-53节分段（续）

第二段：大卫印证、确立所罗门为继位人（一32～40）
在所罗门出生之前，神已经告诉大卫，所罗门将会是以色列

下一任的王（代上22：9～10）。大卫给拔示巴再次确认，所罗
门将会接续他作王。然后他吩咐祭司撒督、先知拿单和比拿雅
将所罗门带到基训（城外的一条河），让他骑着王的骡子，在
那里膏他作王。

这里可以看出以色列的两位继承王位的人的光景。一位是具
备人为的良好条件,并周密计划要在隐罗结作王的亚多尼雅 (9
节),另一位是虽然没有任何优势,但因着与神的约定和大卫王的
吩咐而成为王的所罗门(39节)。



第 1 章11-53节分段（续）

第三段：亚多尼雅阴谋失败，所罗门在基训受膏（一41～49）
亚多尼雅正要完成自我登基仪式之时(41节),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跑来传达了

所罗门继承王位的事实(43-46节)和大卫王的重臣对此极喜悦的情况(47,48节)。由祭司
撒督公开主持的膏新王的仪式令所罗门的跟随者大大欢呼，却令亚多尼雅和与他同席欢
宴的众客恐惧战兢。当他们听到所罗门已经登上王座，并且大卫为此感谢耶和华，便知
道亚多尼雅图谋王位继承的计划失败了，大势已去。这时他们发现自己参加了错误的党
派，就都惊惶，纷纷慌忙而逃。

在本文记载的事件中可得到以下的教训:①末世的时候,人们会又吃又喝,又娶又嫁(
路17:27)，这些事都是寻常的家事,并非是受禁止的。但被这些事夺去一切心思,不迫切
求神的旨意,那么必然面临威严的审判。在本文,众人陷于享乐中,公然抵抗神的旨意,表
明他们麻木的信仰；②吹角声对所罗门而言是救恩和欢喜的声音；相反对亚多尼雅则是
破灭和悲伤之声。如此,基督的馨香对行恶者而言是死亡的气息,对信徒而言则是走向生
命的气息(林后2:16)。



第 1 章11-53节分段（续）

第四段：亚多尼雅惧怕，所罗门赦免他（一50-53）
所罗门的宽恕:亚多尼雅逃到会幕，抓住祭坛的角，认

为这样便可安全，不致受刑罚。所罗门吩咐说亚多尼雅若
作忠义的人，便不致受罚；他若行恶，必要受刑。然后他
让亚多尼雅回家。
作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狂傲的亚多尼雅的野心,在所罗

门的权威下无力地被粉碎的场面。在此亚多尼雅被描述为
贪生怕死的胆小鬼(50,51节),相反年少的所罗门却被刻画
为宽宏大量的智者(52,53节)。







第 1 章11-53分节解析
经文：
王上 1:11 拿單對所羅門的母親拔示巴說：“哈及的兒子亞多尼雅作王了，你沒有聽見嗎？ 我們的主大衛卻不知道
。12 現在我可以給你出個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兒子所羅門的性命。13 你進去見大衛王，對他說：‘我主我王啊，
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說：你兒子所羅 門必接續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嗎？現在亞多尼雅怎麼作了王呢？’14 你還與
王說話的時候，我也隨後進去，證實你的話。”15 拔示巴進入內室見王，王甚老邁，書念的童女亞比煞正伺候王
。16 拔示巴向王屈身下拜。王說：“你要甚麼？”17 她说：“我主啊，你曾向婢女指著耶和華你的 神起誓說：’你
兒子所羅門必接續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18 現在亞多尼雅作王了，我主我王卻不知道。 19 他宰了許多牛羊、
肥犢，請了王的眾子和祭司亞比亞他，並元帥約押；惟獨王 的僕人所羅門，他沒有請。 20 我主我王啊，以色列眾
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曉諭他們，在我主我王之後， 誰坐你的位。
解析：
1:11 拿单找拔示巴的理由可归纳为:①自己先盲目地找年纪老迈的大卫觉有些不妥;②认为把亚多尼雅叛乱的事件
传给大卫的最佳人选就是深受大卫宠爱的拔示巴。
1:13 所罗门……坐在我的位上:在所罗门出生之前,大卫为建造圣殿祷告时,已得到立所罗门为继承人的神之话语(
代上22:9),而且生所罗门之后也向拔示巴起誓立所罗门为继承人(17,30节)。拿单指示拔示巴使信仰之人大卫重新
纪念与神立的约是极其有效的方法。我们向神祈祷时,得神之应允的最佳之路就是抓住他的应许和话语呼求(创
32:9,12;出32:13,14)。
1:16你要什么:之所以大卫这样问也是为了表明自己仍然宠爱拔示巴(斯5:3)。

1:17指着耶和华……起誓:从奄奄一息的大卫来看,这是将王权稳妥地让给所罗门的最佳时机。大卫记起指着耶和华
的名起誓的事实(代上22:9),从而尽快确立王位继承人。
1:19虽然在11-14节中省略了,但本节的内容也是从当时拿单获得的内容(10节)。
1:20以色列众人……等你:拔示巴的陈述,说明王位继承的问题是全以色列所关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她可视为一

名雄辩家。



第 1 章11-53分节解析（续）
经文：
王上 1:21 若不然，到我主我王與列祖同睡以後，我和我兒子所羅門必算為罪人了。”22 拔示巴還與王說話的時候
，先知拿單也進來了。 23 有人奏告王說：“先知拿單來了。”拿單進到王前，臉伏於地。 24 拿單說：“我主我
王果然應許亞多尼雅說：‘你必接續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嗎？ 25 他今日下去，宰了許多牛羊、肥犢，請了王的眾
子和軍長，並祭司亞比亞他， 他們正在亞多尼雅面前吃喝，說：‘願亞多尼雅王萬歲！’ 26 惟獨我，就是你的僕
人和祭司撒督，耶何耶大的兒子比拿雅，並王的僕人所羅 門，他都沒有請。 27 這事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嗎？王卻沒
有告訴僕人們，在我主我王之後，誰坐你的位。”28 大衛王吩咐說：“叫拔示巴來。”拔示巴就進來站在王面前
。29 王起誓說：“我指著救我性命脫離一切苦難，永生的耶和華起誓。30 我既然指著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向你起誓
說：‘你兒子所羅門必接續我作王， 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這話而行。”
解析：
1:23脸伏于地（bowed with his face to the ground）(撒下20:9,圣经中的礼节)。
1:25若看原文,本节开头有接续词“因为”(希伯来语),这暗示24节的理由说明在本节以下。即拿单暗中争辩说正因为大卫未关心

王位继承问题,才使得亚多尼雅趁机叛乱。 他们 ……说:“愿亚多尼雅王万岁”:虽然在9节中省略了这些内容,但根据拿单的陈述
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万岁”(希伯来语)是在文字上具有“活着”(let live)之意的一种祈愿文,一般用于王登基时的赞美话语上
(39节;撒上10:24;王下11:12;代下23:11)。拥戴亚多尼雅为“王”,并高呼万岁,意味所有参与筵席的人所行的是公然的叛逆。
1:26没有请:拿单更加单刀直入地与大卫争辩,即尖锐地指出自称为王的亚多尼雅的罪行(10,19节)并间接地指责了王的漠不关心

(27节)。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中,军部的统治者比拿雅拥有了强而有力的军事力量<代上18:14-17>。
1:27没有告诉仆人:虽然拿单已识破了亚多尼雅的叛乱,但在大卫面前却表现出毫无所知。尤其,在本节中他似乎对大卫忽视他深

表遗憾。他认为他当参与决定大卫的后事(撒上7:12),分明,这句话是有果效的。
1:29我指着救我……起誓:大卫的这种起誓是:①对救他脱离一切苦难的神的信仰告白;②明确所罗门就是王的继承人(30节)。显

然,大卫的这种确信基于与神立的约(代上22:9)。
1:30今日:暗示所罗门登基的那一天就是亚多尼雅图谋叛逆的日子。这也表明大卫已认识到事态的紧迫性。也就是说,他希望尽快

解决引起纷争的王位继承问题。



第 1 章11-53分节解析（续）
经文：
王上 1:31 於是拔示巴臉伏於地，向王下拜，說：“願我主大衛王萬歲！”32 大衛王又吩咐說：“將祭司撒督、先
知拿單、耶何耶大的兒子比拿雅召來。” 他們就都來到王面前。33 王對他們說：“要帶領你們主的僕人，使我兒
子所羅門騎我的騾子，送他下到基訓。1:34 在那裡，祭司撒督和先知拿單要膏他作以色列的王。你們也要吹角，说
：“願所羅門王萬歲！”
解析：
1:31愿……万岁:直译就是“愿万万岁”(Let…live forever,KJV)。这句话用于以色列王仅现于此,一

般常用于巴比伦、波斯王身上(但2:4;3:9;5:10;6:21;尼2:3)。在本节拔示巴见大卫信守应许(30节)就
如同脱离生死危机那样喘了一口气。这里拔示巴的“下拜”也只是bowed down with her face… 
1:32祭司撒督、先知拿单……比拿雅:按理来说这些人物应该参加加冕仪式。即给王受膏的人(39节),

先知作为向百姓宣布神旨意的人,当执行加冕式。而且比拿雅作为禁卫军统帅应护卫其仪式。
1:33骑我的骡子:驴是平民的交通工具,而骡子是王和王子的交通工具。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表明

他就是王位继承人。百姓见其光景便知道谁是王位继承人,同时使亚多尼雅处于尴尬境地(49,50节)。另
一方面,预表万王之王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从中我们看到耶稣的伟大谦卑(亚9:9 ;约12:15)。
1:34膏他作王:古代以色列有一惯例就是通过受膏的仪式使物体或人分别为圣(创28:18;出30:26; 

40:10;利8:10)。在以色列管理礼拜之事的祭司或一些先知都是受膏而立的(出28:41;利21:10),并且膏
王的仪式颇具重大的意义。即王的涂油式并非是简单的加冕式,而作为王权移交的象征,具有决定性意义
。总之,通过受膏,王被委任神政王国中统治者的权力(39节;撒上10:1;16:3;王下9:6;11:12)。“从神受
膏的人”后简称为“受膏者”,用希伯来语和亚兰语标记就是“弥赛亚”,而希腊语译为“基督”。如此
看来,拿撒勒人耶稣是因着圣灵的能力而受膏的先知、祭司和永恒之王(徒10:38)。



第 1 章11-53分节解析（续）
经文：
王上 1:35 然後要跟隨他上來，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續我作王。我已立他作以色列和猶大的君。” 36 

耶何耶大的兒子比拿雅對王說：“阿們！願耶和華我主我王的神也這樣命定。37 耶和華怎樣與我主我
王同在，願他照樣與所羅門同在，使他的國位比我主大衛王的國位更大。”38 於是，祭司撒督、先知
拿單、耶何耶大的兒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羅門騎大衛王的騾子，將他送到基
訓。39 祭司撒督就從帳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來，用膏膏所羅門。人就吹角，眾民都說：“願所羅門王
萬歲！”40 眾民跟隨他上來，且吹笛，大大歡呼，聲音震地。
解析：
1:35以色列和犹大的君:在此同时涉及“以色列”和“犹大”,暗示当时国家势力已分为两部分。先前

大卫只统治犹大,后来合并以色列,最终成为全以色列的王(撒下5:5)。而这两大势力,后来分裂为两国(
王上11:43-12:20)。
1:36-37在此“比拿雅”的话可归纳为三个内容:①希望大卫的话符合神的旨意(36节) ;②愿神与所罗

门同在(37节a);③愿所罗门的国位比大卫更大(37节b)等。比拿雅的这三种祈愿都以神为中心,从而明确
表明了他真正的耶和华信仰(申10:12)。
1:38大卫在与外邦民族的许多争战中,接纳了其中既有勇气,又信实的人作他的手下。
1:39取了盛膏油的角来:如果亚多尼雅由祭司亚比亚他膏立,那么其盛膏油的角应该在隐罗结。但本节却

记载说它仍在圣所中。从这一点可推测两个可能性:①亚多尼雅未经涂油式就宣布登基;②可能圣所中有
多个盛膏油的角。一般认为第②见解更恰当,但本书作者可能为强调所罗门的正统性,省略了亚多尼雅的
涂油式。



第 1 章11-53分节解析（续）
经文：
王上 1:41 亞多尼雅和所請的眾客筵宴方畢，聽見這聲音；約押聽見角聲，就說：“城中為何有這響聲呢？”42 他
正說話的時候，祭司亞比亞他的兒子約拿單來了。亞多尼雅對他說：“進來吧！你是個忠義的人，必是報好信息。
”43 約拿單對亞多尼雅說：“我們的主大衛王誠然立所羅門為王了。44 王差遣祭司撒督、先知拿單、耶何耶大的
兒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羅門騎王的騾子。45 祭司撒督和先知拿單在基訓已經膏他作王。眾人
都從那裡歡呼著上來，聲音使城震動，這就是你們所聽見的聲音。46 並且所羅門登了國位。47 王的臣僕也來為我
們的主大衛王祝福說：‘願王的 神使所羅門的名比王的名更尊榮，使他的國位比王的國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
下拜。48 王又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賜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親眼看見了。” 49 
亞多尼雅的眾客聽見這話就都驚懼，起來四散。

解析：
1:42约拿单:描述为传达特别之事的人物(撒下15:27;17:17)。他并没有如父亲那样被邀请赴亚多尼雅的筵席,其理

由是:①因年少而未具应邀的地位;②因作为王宫的传令者总是繁忙。总之,他未参与恶势力的阴谋而免去灾祸。
1:46国位:一般强调某人是一国之君时,常常使用“位”这一词 (出11:5;撒下7:13;代下29:1)。在原文中,46-48节

的开头有接续词“并且”,表明约拿单的报告既一目了然,又详细。
1:47比拿雅的祝愿(见前36,37节)：王的臣仆:这样称呼是为了强调大势已倾向于所罗门的事实。愿王的神:后来以

比拿雅为首的臣仆的祈愿真的获得成就(4:20-34)。
1:48耶和华……，我也亲眼看见了:大部分的王直到临终仍控制着其统治权。直等到先王死后,新的继承人才能登

基。所以大卫死前目睹所罗门登基,真是较特殊的事。所以说,大卫把荣耀归于神,并表明王权源于神（罗13:1-2）
。注意这里大卫是向神下拜,归荣耀于神。大卫谦卑地告白信仰,这是大卫的可爱之处，也是我们当学习的。
1:49众客:意指“应邀者”。这些人受亚多尼雅的诱惑,贪图日后可以谋取一份地位的侥幸心理而来。但不料事情毁

于一旦,便为保全自己的性命慌忙而逃。



经文：
王上 1:50 亞多尼雅懼怕所羅門，就起來，去抓住祭壇的角。 51 有人告訴所羅門說：“亞多尼雅懼怕所羅
門王，現在抓住祭壇的角說：’願所羅門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殺僕人。”52 所羅門說：“他若作忠
義的人，連一根頭髲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惡，必要死亡。” 53 於是，所羅門王差遣人，使亞多尼雅從
壇上下來，他就來向所羅門王下拜。所羅門對他說：“你回家去吧！”

解析：
1:50抓住祭坛的角:这是一种祈求神宽容和饶恕的行为。从出埃及时代开始,圣所的祭坛与逃城一起被视为

犯罪者的藏身之处(出21:12-14 ;民35:10-15)。祭坛的四面都装有角（出27:2），用祭牲的血抹净（结
43:20），极其神圣（参摩3:14）。被追杀的人可抓住坛角求庇护，以获公平审讯，来源甚古（出21:13-
14；参民35章；申4:41-42；19:11-13）。亚多尼雅失势，抓坛角寻求神的庇护。圣经表明从约书亚时代
开始,逃城是为以色列逃难而分别出来的(书20:1-21:42)。但本文记载抓住祭坛角的行为始于何时就不得
而知。只是根据建逃城之前明确的规例来看,推测约书亚之后这种行为才逐渐普遍化(书20:1-9)。
1:52 “忠义的人”:指愿向所罗门效忠又守信诺的人。所罗门不但未象大卫对待押沙龙那样放逐他，也没
有禁闭他。“回家去吧”是让他回到自己家里，安分守己做个平民。虽然所罗门宽宏大量在见证人面前起
誓，宣布特赦地饶恕了亚多尼雅，条件是亚多尼雅必须行事如忠义的人,即亚多尼雅对政权不得再怀有贪
图之心。然而,未过多久,亚多尼雅又一次图谋篡夺王权,最终丧了性命(2:13-25)。这事件让我们思考以下
两个方面:①陷于罪之深渊中的人不可能轻易彻底放弃犯罪的生活,就如同狗吃自己吐出来的那样,必重新
陷入罪恶(箴26:11) ;②亚多尼雅根本未曾从内心痛改前非,而是为了保存性命而祈求饶恕,所以只要有叛
逆和报复的机会就会随时采取行动。



结语

➢传12:13 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民14:18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
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申7:9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
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



我们一起共勉！

愿神祝福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