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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全世界隨著交通及科技的發達，開發中國家一個個

經濟起飛，人民漸漸擺脫貧窮困苦，這是多美好的事情，但世界的角落仍然

有著不少天災人禍，造成一些人無法溫飽而流離失所，並且有一個地區受到 

上天的眷顧，擁有大量的黑金「石油」，卻也長久動盪不安，這就是素有「火

藥庫」之稱的中東，它是個多古文明的源地，這個地區只要一動盪，全世界

的經濟就跟著搖擺不安，這令我非常好奇，進而想要進一步瞭解。 

 

 二、研究目的 

 

    藉由這次的小論文研究，深入探討有關中東地區為什麼如此震盪，是民

族主義因素的糾葛？還是宗教信仰的驅使？亦或是歷史長久以來的恩怨？

還有「為何猶太人如此堅決鞏固以色列」這個唯一的猶太國家，又巴勒斯坦

人與以色列之間有什麼恩怨，為什麼一些恐怖活動，皆是由這個地區的恐怖

組織針對歐美及以色列所發動。 

 

 三、研究方法  

 

    利用學校及公立圖書館查詢相關書籍及資料，搜尋中東阿拉伯人、猶太

人及波斯人等恩怨情仇，以及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之間的歷史，經過

詳細閱讀、深入分析，明白這個地區何以讓全世界不安的真正原由。 

 

 四、論文大綱 

 （一）前言 

 （二）正文 

1.中東地區的民族 

（1）流浪的猶太人 

（2）與猶太人同祖不同族的阿拉伯人 

2.中東的恩怨情仇 

（1）宗教上的糾結 

（2）宗教衝突的歷史 

3.以色列的復國之路 

4.以色列的領土擴張 

5.中東的恐怖主義 

 （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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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中東地區的民族 

 

  (一)流浪的猶太人 

 

   西元前大約 2000 前，一個被叫做”閃族”的遊牧民族，其中一支 

 叫希伯來人，為放牧地或根據《聖經》記載（是上帝的命令），來到迦 

 南這肥美之地定居。迦南是古代地區名稱：原文意為「低」的意思，指 

 沿著地中海的低地。範圍相當於今日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 

 加上臨近的黎巴嫩和敘利亞臨海地區，也就是現在的巴勒斯坦地區。為 

 了放牧安居，與原居民迦南人爭奪這塊土地，進行了百年的戰奪。迦南 

 人較強悍，希伯來人打不過，只好離開迦南，經族內決議遷徙到另一塊 

 適合放牧的美麗之地埃及。 

 

      西元前 17 世紀，希伯來人被迫離開了迦南，來到埃及尼羅河三角 

    洲東部，那裡有著大片草原， 讓這個遊牧民族安定下來，如此安居樂 

        業經過三百多年，然而到了埃及的法老拉美西二世執政，法老王為建築 

        自己的宮殿，因缺乏勞力而將希伯來人變成奴隸，逼迫他們去開山鑿石 

        ，做各種苦役，經過數十年法老拉美西二世逝世，埃及內憂外患不斷， 

        希伯來人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希伯來人首領摩西見族人如此艱辛，決定帶領他們越過紅海，逃 

出埃及。延途歷盡萬難，又有埃及士兵追擊，有些族人幾乎想放棄逃 

出埃及，摩西見族人如此受苦非常憂慮。有一天他與族人經過西奈山 

麓， 摩西爬上山頂，留在山頂 40 天後下山，他見到了耶和華，得到 

聖諭，於是頒布十誡和律法，親自將十誡用指頭寫在石板上，摩西成 

了猶太教的創始人，摩西也曾試著遵循耶和華指示，要帶族人回迦南 

，但始終無法戰勝迦南人。 

 

  後來希伯來人領袖約書亞帶領他們無數次與迦南人戰鬥，終於渡 

過了約旦河，在離開埃及 40 年後，終於又回到迦南定居下來，直到紀 

元前 11 世紀，掃羅王建立了以色列王國，又歷經了大衛、所羅門等二 

王，都城在耶路撒冷。所羅門王在位時期文治武功強盛，呈現前所未 

有的繁榮景象，所羅門王死後，國家分成首都位於撒馬利亞的以色列 

王國，以及首都在耶路撒冷的猶太王國。 

  

    西元前 722 年，以色列王國遭亞述亞帝國所消滅；西元前 5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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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後，巴比倫王國也佔領了猶太王國，巴比倫國王 

尼布甲尼撒二世下令，將數萬名猶太菁英與大批皇室人員作為俘虜押 

回巴比倫，開始了猶太歷史上的“巴比倫之囚”時代。往後幾百年， 

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又經歷希臘馬其頓王朝及羅馬帝國的無情統治，猶 

太人漸漸流散到南歐、北非、和中亞等地區，甚至因為屢次對羅馬帝 

國的武裝起義失敗，招到多次屠殺。雖然招到屠殺及流散到各地，失 

去國家也沒有根據地，但猶太人心中擁有堅定的信仰，有一股無形的 

堅定力量凝聚著他們，經過了兩千多年，猶太民族依舊生存，未被同 

化或消滅。 

 

   (二)與猶太人同祖不同族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西亞及北非，和猶太人有著共同的祖先，同 

屬閃族的分支。根據伊斯蘭傳統的說法，阿拉伯人的祖先是易斯馬儀 

（以實瑪利），而易斯馬儀則是易斯哈格（以撒）的同父異母兄弟，是 

易卜拉欣（亞伯拉罕）的長子。因此，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同是兄弟， 

現代社會學家，針對迦南人、巴比倫人、亞述人、希伯來人、阿拉伯 

人的語言做研究，發現其間有許多共通點，認定他們有共同的祖先， 

源自相同部落，就是「閃米特部落」(袁名忠，2010)。 

    

        埃及人也是由地中海人種和北非人組成的一個阿拉伯人為主的混 

合,雖然名義上係埃及人，但實際上基因成分中多為古時的阿拉伯人移 

民後代，在文化及血統同上古埃及人並無多大關係。 

 

    西元 7 世紀穆罕默德創立了伊斯蘭教，他在 40 歲以後，領會出真 

主阿拉的啓示，啓示的含義被他的同伴解釋記錄下來，編纂成為《古 

蘭經》。以阿拉是唯一真神，信奉伊斯蘭教的教徒，成為「穆斯林」， 

共進大同之境的新時代，目前信眾遍布北非、中亞、西亞、東南亞各 

地約 12 億人。 

 

 二、中東的恩怨情仇 

         

(一) 宗教上的糾結 

 

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同時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共同聖地 

    ，自從前 10 世紀，所羅門聖殿在耶路撒冷建成，耶路撒冷一直是猶太 

    教信仰的中心和最神聖的城市，昔日聖殿的遺蹟西牆，仍是猶太教最神 

    聖的所在。基督徒也相當重視耶路撒冷，因為根據《聖經》記載，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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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受難、埋葬、復活、升天。伊斯蘭教亦將耶路撒冷列為麥加、麥 

    地那之後的第三聖地，以紀念穆罕默德的夜行登霄。 

 

三個宗教均給予聖經舊約中的亞伯拉罕崇高的地位，且均發源於西 

    亞沙漠地區，來源於閃米特人的原始宗教，可以說，猶太教、基督教、 

    伊斯蘭教均源自同一個古老的一神教，崇拜宇宙唯一的造物主，信奉者 

    對衪有多個尊名，基督宗教和猶太教中名曰上帝、耶和華或雅威，伊斯 

    蘭教徒則名曰真主、阿拉， 歷史上，基督教是古猶太教的一個新興教 

    派。 

 

      而傳統上，猶太教和基督教認為伊斯蘭教是在吸收了猶太教與基督 

    教的經典和教義思想後而創立的，但穆斯林對此說法持否定態度，反而 

    認為前二者把古老的一神教內容更改。穆斯林傳統上相信穆罕默德是真 

    主派遣的最後使者，因為他本人是位文盲，怎麼可能抄襲基督教或猶太   

    教教義，而且重申是基督教和猶太教改動了一神教的內容，因此三教之 

    間有相似之處，原因正在於此。 

 

(二) 宗教衝突的歷史 

 

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自古到今的衝突，其實有許多是政治因 

        素，如政教合一及族群之間資源分配不均，引致雙方爭奪對立，或因在 

        基督教、穆斯林地區的當地政治需要，統治者假借宗教為名，讓民眾盡 

        心盡力去爲宗教而戰，自己則從中得利，進而加劇了三大宗教族群的衝 

        突，如十字軍東征、基地恐怖組織等，即是最好的例子。 

 

 公元 11 世紀末，信奉教伊斯蘭的土耳其人佔領了西亞，直接威脅 

        歐洲各天主教國家。羅馬教宗於 1095 年呼籲歐洲各國王侯起兵，又因 

        當時有些民眾生活較困苦，也應教宗號召參戰，誓言要奪回自西元 636 

        年開始被伊斯蘭教徒控制的耶路撒冷，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十字軍。羅 

        馬教廷組織的十字軍尚未出發，多路數以千計的武裝民眾早已高舉十字 

        架，從歐洲向中東出發，目標要攻下聖地耶路撒冷，歷史學家稱他們為 

       「人民十字軍」。他們征戰沿途大量屠殺猶太人。 

 

而他們又為何殺猶太人？自耶穌受難後一千多年以來，教廷不斷向 

        教徒傳播「是信奉猶太教的人害死耶穌的」，慢慢累積教徒對猶太人的 

        仇恨思想、連《聖經新約》多有記述，猶太人的惡行惡狀。這樣的長期 

    思想教育，使得基督徒對猶太人一直有著仇恨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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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紀興起的新基督教也迫害猶太人。於 1530 年在德國創立路德 

        會的馬丁路德，因設法讓猶太人能改信基督教一直無成果，轉為鼓吹仇 

        視猶太人，他在「猶太人和他們的謊言」一文中，一直重複著猶太人的 

        邪惡，這篇文章在德國造成很大的影響，德國多數貴族在 1572 年開始 

    全面排猶。由於基督教路德會在歐洲各國影響已深，也使得德國以外的 

    猶太人慘遭迫害，對猶太人的仇恨也更深入民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納粹大屠殺 600 萬個猶太人，希特勒是 

    虔誠的基督徒，他的十字勛章是代表基督十字架，並把路德教派改為德 

    國國教，若基督教未如此潛移默化教徒仇視猶太人，這種殘暴行為是不 

    會發生的。 

 

基督教迫害猶太人近兩千年，基督教分裂為天主教、東正教、基督 

    教後，各基督教派仍不斷鼓吹仇恨猶太人，這股仇恨終演變成納粹德國 

    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而今大多數基督徒自二戰後對猶太人已改變態度， 

    放棄世世代代猶太人應為害死耶穌而須負責之說，從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開始，其後共有十次的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東征之初，各式各樣的殺戮、 

    搶劫、虐待，都是中世紀歐洲史上令人髮指的暴行，即使是耶路撒冷， 

    也難逃征伐殺戮等惡行摧殘。耶路撒冷被攻克時，聯合守城的猶太教徒 

    和伊斯蘭教徒幾乎全遭屠殺，而這些軍隊的暴行，造成了基督教徒與伊 

    斯蘭教徒之間的仇恨和敵對 (蔡百銓，2003)。 

 

 三、以色列的復國之路 

 

 猶太人亡國了 3300 年之久，綜觀人類幾千年來的歷史，慘遭亡國 

     命運的民族不在少數，例如擁有極高文化的馬雅人、南美的印加人， 

     中國歷史中的西夏人，還有許許多多的各地原住民等。然而卻只有一 

     個民族在歷經種種困難與阻礙後，仍舊保有其獨特的文化特色與堅定 

     信仰，那就是「猶太人」，猶太人所經歷的考驗是其他民族少有的， 

     曾經過許多古代大帝國及外族人統治，如埃及，亞述，巴比倫，波斯， 

     羅馬，奧土曼帝國等，還遭刻意屠殺，卻還能立足生存，不被同化或 

     改變信仰宗教，這完全是應驗了聖經的預言。 

 

       提奧多爾‧何素是一奧地利的新聞記者兼出版商， 身為猶太人的他 

      在 1896 年寫了《猶太人的國家》一書，書中提出猶太人要回國與復國。 

   這本書轟動了世界。他堅持以色列人再一次出埃及。「錫安」原指位於耶 

   路撒冷附近的錫安山，是他們歸回的目標，所以稱“錫安主義”──泛指 

   支持猶太人在以色列土地建立家園的一種意識形態。他於 1897 年在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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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創“錫安主義運動”, 提出猶太人要回國與復國。  

 

      另一猶太人查姆·魏滋曼博士，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化學教授，因魏 

  滋曼博士在化學工業幫助英國解決不少問題，他又發明「新型無煙炸藥」， 

  1916 年在凡爾登戰役中，幫助英法打敗德軍，英皇要頒獎給魏滋曼，問 

  他還有何需求，魏滋曼說“我個人沒有所求，只求同胞能回國。” 

 

 1918 年－1948 年，巴勒斯坦變爲英為國委任統治地。約旦河西一般 

      稱爲巴勒斯坦地區”, 河東則是約旦國。英委任赫爾伯特·撒母耳爲爲爲爲第一任 

     “英駐巴勒斯坦總督”, 他是個猶太人。魏滋曼博士立即率領“錫安主義 

      代表團”到巴勒斯坦。1917 年，因英國政府同意，也獲得美國支持，約 

      有約 85,000 個猶太人遷往巴勒斯坦。 

 

     到 1947 年，從各地來的猶太移民多與阿拉伯居民衝突不斷，英國為 

   化解猶太人與阿拉伯居民的紛爭已精疲力盡。1947 年初英國決定將這燙 

   手山芋交由聯合國解決。聯合國成立一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1947 

   年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案”181 號，准許猶太人能在巴勒斯坦國， 

   但遭到阿拉伯各國的反對。 聯合國決定以色列在 1948 年 10 月 1 日獨立， 

   並建議將 55%的巴勒斯坦劃歸猶太人，其他的巴勒斯坦領土劃歸阿拉伯 

   人。 

 

 四、以色列的領土擴張 

 

          以色列一獨立，巴勒斯坦周邊的阿拉伯國家聯盟包括挨及、敘利亞、 

     伊拉克等，出動 10 大軍，誓言要將以色列趕出巴勒斯坦，當時以色列只 

         有極少武器裝備對抗，一開始堅困作戰，但因海外猶太人捐助戰爭物質與 

         歐美國家的協助，終得戰勝，這就是 1948 年第一次中東戰爭。 

 

       錫安主義者為兼併領土，於 1948 年立國之時，驅趕甚至屠殺以色列 

         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以色列更強奪接近八成的巴勒斯 

         坦領土，倖存的七十五萬巴勒斯坦人遂成難民，流離轉徙於中東各國家。 

         聯合國大會，於同年之 194 號決議案，要求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難民及其 

         後裔返回家園定居的權利，此外，以色列應對不願返回現今以色列佔領故 

         土的巴勒斯坦人負擔賠償責任。以色列對聯合國決議案全然置之不理。 

 

         西元 1956 年第二次中東戰爭，被稱為「蘇伊士運河戰爭」。因埃及 

     宣佈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以色列在英法兩國支援下，決定採取軍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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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取回運河，最後在美蘇強大壓力之下，接受聯合國停火呼籲。 

 

       西元 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又稱「六日戰爭」。以色列為讓巴勒 

     斯坦人無法達成建國，於 1967 年的六日戰爭兼併剩餘二成未控制的巴勒 

     斯坦領土，即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東城、加薩走廊，同年聯合國安理 

     會通過 242 號決議。安理會重申聯合國憲章禁止戰爭奪取領土原則、爭 

     端和平解決原則，同時要求以色列歸還於六日戰爭所獲地區，包括敍利 

     亞的原本領土戈蘭高地，及撤離非法占據的巴勒斯坦領土。以色列不但 

     違反聯合國決議案，不願歸還，更於占領區廣設猶太人殖民地。 

 

       西元 1973 年第四次以阿戰爭，亦稱「贖罪日戰爭」。是埃及為報復 

     以色列「六日戰爭」，而精心策劃的一場戰爭，定下發兵日期為 1973 年 

         10 月 6 日，這一天是猶太曆法上的「贖罪日」。埃及和敘利亞兩國軍隊 

         想利用此日，將以色列一舉殲滅。此次戰爭歷時 18 天，阿拉伯聯軍還是 

     無法得逞，以色列佔領運河西岸埃及領土 1900 餘平方公里，以及敘利亞 

         戈蘭高地以東 440 平方公里的領土。  

 

   西元 1982 年 6 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亦稱「黎南戰爭」。以色列因 

  巴勒斯坦游擊隊刺殺其駐英大使為由，對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游擊隊和敘利亞駐軍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這次戰爭，佔領了黎巴嫩的半 

  壁江山。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後放任以色列傭兵，即黎巴嫩長槍黨， 

  包圍以色列軍方管轄之巴勒斯坦難民營，並射殺三千多名手無寸鐵的巴勒 

  斯坦平民，此即「薩布拉夏提拉大屠殺」。以色列的領土擴張如（圖一）。 

 

 

（圖一）西元 1946 到 2000 白色是以色列漸漸侵佔綠色巴勒斯坦的土地 

        圖片來源：Palestine Solidarity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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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東的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通常是有政治目的一種非政治手段，每當激進分子認為無 

  法以其他方法達成自己目的的時候，便會採取這種手段。中東伊斯蘭世 

  界恐怖主義總是加入「聖戰」一詞於每一個行動，「聖戰」是伊斯蘭教 

  的精神意義是『神聖的奮鬥』。精神起源於穆罕默德領導三百信徒在巴 

 德爾戰役以少擊眾的精神，而得『殉教是穆斯林的義務殉教是穆斯林的義務殉教是穆斯林的義務殉教是穆斯林的義務，，，，勝利是阿拉的勝利是阿拉的勝利是阿拉的勝利是阿拉的    

        責任責任責任責任』(張錫模，2003)，另一方面，猶太人的錫安主義為達以色列復國， 

 也利用恐怖組織，在海外地區，特別是從美國的猶太人處，獲取資金，進 

  行反英殖民恐怖行動，以及屠殺巴勒斯坦人。 

 

 1948 年後以色列為保護千辛萬苦建立的國家，更進一步擴大自己版 

   圖，在美國協助下，於幾次中東戰爭中獲勝，多次強勢佔領巴勒斯坦土地， 

   讓阿拉伯世界顏面盡失，巴勒斯坦人就像以前的猶太人一般，流離失所， 

   因正常戰爭打不過以色列及美國，於是一些阿拉伯恐怖組織便發動伊斯蘭 

   世界的數次「聖戰」，以阿間的冤冤相報，造成世界不少的震盪，為了世 

   界和平，『「「「「伊斯蘭教伊斯蘭教伊斯蘭教伊斯蘭教」」」」與與與與「「「「西方世界西方世界西方世界西方世界」」」」絕對不應是讓人們盲目追隨的旗絕對不應是讓人們盲目追隨的旗絕對不應是讓人們盲目追隨的旗絕對不應是讓人們盲目追隨的旗    

            幟幟幟幟』(閻紀宇，2002)。 

     

參●結論 

 

 一、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有著共同的祖先，就是「閃米特部落」，但經過幾十年 

   的戰爭，以阿雙方已形成世仇，中東問題要和平解決的可能性，變得越來 

   越渺茫。 

 

 二、有人預測中東將成爲下一次世界大戰的起爆點，例如賓拉登的「蓋達組織 

   」，對美國發動 911 恐怖主義襲擊，就是中東問題的延長線。 

 

 三、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原子彈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越來越容易被製造， 

   現在美國和以色列一方已掌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阿拉伯一方尚沒有，所 

   以中東還能維持一定的和平局面；如果將來阿拉伯國家，特別是阿拉伯恐 

   怖主義組織，若掌握了這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任意幾顆原子彈，他們 

   的報復，將給世界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整體來說，中東問題不解決，不僅美國和以色列，全世界都會面臨戰爭 

  的危險。現在多數阿拉伯國家已經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但以色列的態度還 

  是很強勢，中東這兩兄弟之間的恩怨，關係著不只這地區的安穩，也牽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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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恐怖主義的律動，更是影響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而美國的中東政策， 

  正是決定今後中東「戰爭與和平」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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