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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底，以色列轟炸迦薩走廊，導
致雙方的平民百姓傷亡慘重，全球皆從人道立場
來譴責以色列。但自以色列復國以來，四鄰的外
邦國家所表現的仇視態度有增無已。事實上，自
舊約時代以來一貫如此，對以色列的欺壓無時或
已。以下讓我們簡單地回顧在這片應許之地上，
從1948年至今所發生的幾件大事。

1948年 獨立戰爭

5月14日以色列復國，神守著祂的應許，猶
太人結束了兩千年的流亡歲月，但周邊的阿拉伯
人卻認為以色列國佔據了他們的土地。南有埃
及，北有敘利亞，西面是海，東有約旦一直控制
著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都仇視以色列。建國
翌日，阿拉伯國家即集結聯軍10萬，要消滅以色
列。當時以軍只約3萬，又缺乏重型武器，強弱懸
殊，根本沒有取勝機會。然而，60萬猶太人從歐
美各地歸回加入部隊，經過7個月惡鬥，奇蹟地大
敗阿拉伯聯軍，以色列國堅立。但巴勒斯坦這片
土地從此充滿炮火、血腥。

1967年 六日戰爭

5月，阿拉伯國家在蘇聯強大軍備支持下發
動戰爭，集結了20萬大軍，而以色列只有7萬正規
軍。但以色列憑著凌厲的閃電空戰，佔領了迦薩
走廊和埃及的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
舊城和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四個月後，即11月，
聯合國通過決議，以色列撤出所進佔的土地，阿
拉伯國家承認以色列的獨立與安全。但巴勒斯坦人
繼續在西岸和迦薩地帶組織反以活動，以色列也以
此為借口，不撤出西岸佔領地，形成多年僵局。

1973年 贖罪日之戰

10月6日贖罪日，埃及總統沙達（Sadat）
精心策劃一場戰爭，意圖奪回以色列所攻佔的土
地。敘利亞的坦克大軍從北面長驅直進，埃及軍
隊從南面進迫。戰爭延續了多年，1978年9月以
色列、埃及在1979年簽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
條約」（Israel-Egypt Peace Treaty），以色列從
西奈半島撤出所有軍隊和殖民，退回1967年的邊
界，以交換與埃及的正常關係與長久的和平，但
許多阿拉伯國家對此非常不滿。

1959年 法塔赫（Fatah）成立

全名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一
名是英文譯音（Harakat al-Tahrir al-Watani al-
Filastini）的首字母反方向連結而成，是巴勒斯
坦解放組織（簡稱巴解，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中實力最強、影響最大、人數最
多的主流派別，掌控著巴解組織的軍、政、財務
與外交大權，得到阿拉伯國家的廣泛承認與支
援。一直領導巴解的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是
其中一位創始人。

二十世紀80年代後，隨著形勢的變化，法塔
赫立場逐漸趨於溫和、務實，主張承認以色列的
存在，並在「以土地換和平」的原則基礎上解決
以巴衝突。

1964年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

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及準軍事組
織，由8個不同的政治派別聯合組成，目標在約
旦河至地中海一帶土地建立巴勒斯坦國，取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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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8個派別包括：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
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解放巴勒斯坦
民主陣線、巴勒斯坦民主聯盟、巴勒斯坦解放陣
線、解放巴勒斯坦阿拉伯陣線、巴勒斯坦人民
黨，以及巴勒斯坦人民鬥爭陣線。法塔赫是主流
的派別，在組織中居領導地位。

1987年 哈馬斯（Hamas）成立

哈 馬 斯 是 伊 斯 蘭 抵 抗 運 動 的 簡 稱 ， 此 名
也是由全名的阿拉伯文英文譯音（Harakat al-
Muqawama al-Islamiyya）的首個字母反方向連結
而成。此組織原是穆斯林兄弟會的一個分支，屬
宗教性的政治組織，反對與以色列和談，主要目
標是「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消除」，並在現今的以
色列、約旦河西岸以及迦薩走廊建立伊斯蘭教國
家，為實現這一目標，哈馬斯不惜訴諸武力。

由於哈馬斯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政治主張
不同，因此經常發生暴力衝突，並得到敘利亞和
伊朗在背後支持，軍力開始壯大。

1988年 巴勒斯坦國成立

這是由巴解自治政府蛻變而成立的國家。
1988年11月15日，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
舉行的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第19次特別會議通過
《獨立宣言》，宣布建立一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
的巴勒斯坦國。1989年，法塔赫派別的阿拉法特
當選為總統，2004年阿拉法特死後，阿巴斯(Abu 
Mazen)於2008年繼任為總統，並承繼了阿拉法特
在巴解內曾擔任的重要職務。

2003年 和平路線圖（Road Map）

2002年7月，美國努力斡旋下，向歐盟、聯合
國和俄羅斯概略的說明了一個「和平路線圖」的
原理，於2003年4月會見巴勒斯坦國總理阿巴斯後
發布。此和平路線包括承認一個中立的巴勒斯坦

國，惟其必須努力抑制對以色列人的暴力攻擊，
而以色列也要從2000年以後所佔領的土地上撤軍
等等。

巴勒斯坦派別的歧見使戰火重燃

阿巴斯主張巴勒斯坦成立一個全國團結政
府，並在以色列於1976年侵略佔領的土地上建立
巴勒斯坦國，可是哈馬斯主張巴勒斯坦獨立建國
的土地，必須包括歷史上所有的巴勒斯坦領土。

2007年6月巴解爆發內戰，哈馬斯以武力奪取
了迦薩地帶的控制權，而法塔赫則退守約旦河西
岸，巴勒斯坦陷於分裂。埃及從中斡旋，邀請所
有派別到開羅和解對話，但遭到哈馬斯的抵制，
失敗告終。此後，哈馬斯以迦薩為基地，不斷向
以色列境內發射火箭彈進行騷擾，自2003年起已
發射了2萬多枚，射程可遠至亞實突和別是巴，影
響其中70餘萬以色列平民的安危。

以色列復國，是神引領祂的子民返回應許之
地，猶太人結束流亡的生涯。自舊約以來，巴勒
斯坦這片土地上的外族都欺壓以色列人，然而神
的恩手在眷顧，他們的行動都是徒然的，以色列
民至今仍昂然站立。神要所有人都知道，以色列
民是祂所眷顧的子民。

如今，神守著祂的應許，將祂的子民帶回
以色列地，但神的工作並未就此完結，以西結書
三十七14節這樣說：「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
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

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以色
列人還需要有神的靈，需要耶穌基督的救恩；以
色列人需要回到應許之地，也需要回到那天上的
更美家鄉。這不單單是一場政治的爭戰，也是一
場屬靈的爭戰，我們要記念猶太人的需要。

（資料來自有關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