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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哈馬斯主要人物簡介 

人物 重要簡歷 

雅辛(Ahmad Yasin, 1937-2004) 哈馬斯精神領袖及創辦人。2004 年 3 月 22 日

遭以色列暗殺身亡。 

藍提西(Abdel Aziz al-Rantissi, 

1947-2004) 

哈馬斯共同創始人。雅辛死後接任哈馬斯領

導位置。2004 年 4 月 17 日，遭以色列暗殺身

亡。 

沙納布(Ismail Abu Shabab, 

1955-2003) 

哈馬斯創始成員。協調 2003 年 6 月巴勒斯坦

停火關鍵人物。2003 年 8 月 21 日遭以色列暗

殺身亡。 

阿亞什(Yahya Ayyash, 

1966-1996) 

哈馬斯軍事領導人。因製造炸彈能力，被稱

為「工程師」。1996 年 1 月 5 日遭以色列暗殺

身亡。 

馬夏爾(Khaled Meshaal, 1956-) 政治局領導人，旅居敘利亞。1997 年 9 月 25

日遭以色列特工下毒而重傷。目前被視為哈

馬斯影響力最大的領導人物。 

哈尼亞(Ismail Haniyeh, 1963-) 現任巴勒斯坦總理。過去曾擔任雅辛助理，

2001 年抗爭運動後在佔領區地位僅次於雅辛

與藍提西。 

札哈(Mahmoud Zahar, 1945-) 哈馬斯創始成員與發言人，2003 年 9 月 10 日

遭到以色列暗殺身受輕傷。今巴勒斯坦外交

部長 

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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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993 年-2000 年奧斯陸進程相關協議文件 

簽署時間 文件名稱 主要內容 

1993 年 9 月 13 日 奧斯陸協議 

(Oslo Accords) 

建立巴勒斯坦當局(PA)，在迦薩與西

岸的耶律哥實行自治、規定 5 年巴勒

斯坦自治過渡期並完成最終地位談

判。 

1994 年 5 月 4 日 開羅協議 

(Cairo Agreement) 

以色列在協議簽署 3 週內，撤出迦薩

與耶律哥，巴勒斯坦警察可進入上述

地區維持治安與公共秩序。 

1995 年 9 月 28 日 第二奧斯陸協議 

(The Oslo II) 

以色列撤出西岸 6 個城市與希伯倫

市一部份，以及 456 個鄉鎮。協議規

定佔領區領土劃分為 A、B、C 三區，

分別由巴勒斯坦、以色列或聯合管

轄。 

1996 年 5 月 31 日 希伯倫協議 

(Hebron Agreement) 

以色列撤出 80%希伯倫土地。希伯倫

市被劃分為巴勒斯坦與以色列控制

區。以色列承諾在 1998 年中完成從

西岸其他地區撤出。 

1998 年 10 月 23 日 懷伊河協議(Wye 

River Agreement) 

以色列從西岸 13.1%的土地上撤

軍，巴勒斯坦當局打擊恐怖活動，保

護以色列安全。 

1999 年 9 月 5 日 沙姆沙伊赫備忘錄 

(Sharm el sheik 

memorandum) 

以巴將於 1999 年 9 月 13 日開始最終

地位談判。2000 年 2 月 15 日之前提

出最終地位談判框架協議。2000 年 9

月 13 日前完成最終地位談判，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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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永久性和平協議。 

2000 年 7 月 11

日—7 月 25 日 

大衛營高峰會(Camp 

David Summit) 

以巴進行最終地位談判。 

參考來源，趙克仁，《美國與中東和平進程研究（1967-2000）》，北京：世界知識

出版社，2005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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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盟約 

（The Covenant of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1 

巴勒斯坦 Muharram 1, 1409 A.H./8 月 18 日，1988 年 

奉至仁至慈真主之名 

你們是為世人而被產生的最優秀的民族，你們勸善戒惡，確信真主。假若

信奉天經的人確信正道，那對於他們是更好的。他們中有一部分是信士，

大部分是罪人。除惡言外，他們絕不能傷害你們；如果他們和你們交戰，

他們將要敗北，且不獲援助。---《古蘭經》（3:110-112） 

以色列將會存在，並持續存在，直到伊斯蘭消滅它，宛如之前被滅亡般。

---殉道士、教長哈山‧班納(Hasan al-Banna)願主慈敏他。 

伊斯蘭世界正在燃燒，我們每個人必須用水熄滅，即使水不夠，盡一切的

努力，而不要依賴他人。---謝赫阿牡賈‧什哈威（Amjad Al-Zahawi） 

序言 

一切讚頌全歸真主。我們尋求祂的祐護及祂的寬恕，我們尋求祂的指引及

仰賴於祂。祈求真主的使者、家屬與大賢們，以及這些忠於使者、傳播使命及遵

守聖行者平安。祈禱他們在今世與天園永遠平安。 

人們啊，從紛亂與苦擾、從信仰心靈之跳動及完美武裝，這些是出自於對

責任之理解及回應真主使命—符合真主的道路及果敢執行今世角色，克服所有障

礙及超越艱辛旅程。為了真主，必須持續準備及犧牲所有一切。於是種子成形，

開始於希望與夢想、渴望與抱負、危險與阻礙、痛苦與挑戰之怒海並進。 

當理念成熟、種子發育及植物之根深植於大地，避免情緒爆發、過於倉促，

隨後伊斯蘭抵抗運動（哈馬斯）為了真主，扮演這個角色。哈馬斯與這些奮鬥者

合作，以聖戰方式解放巴勒斯坦。從大賢征服巴勒斯坦到現在，聖戰者的靈魂將

與過去為了巴勒斯坦犧牲的聖戰者會面。 

伊斯蘭抵抗運動的章程揭露其外觀、介紹其認同、澄清其立場、解釋其期

望、討論其希望並向外援助尋求支持，加入其陣營。因為我們與猶太人鬥爭是非

                                                 
1 筆者參考兩份英譯版本譯成中文：1.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http://memri.org/bin/articles.cgi?Page=archives&Area=sd&ID=SP109206>, (February 14, 2006) 

2. Hroub, Khaled, Hamas: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2002, appendix, p, 267-291. 



 119

常廣闊及十分嚴肅，而且哈馬斯需要所有誠摯的努力。 

下一階段必須跟隨現在階段，哈馬斯是個軍隊，必須由整個伊斯蘭世界的

軍隊所支持，直到敵人被擊敗且顯露真主的勝利。這是我們如何看見他們的出現： 

在一個時期之後，你們必定知道關於這教誨的消息。---《古蘭經》（38:88） 

真主已經制訂：我和我的眾使者，必定勝利。真主確是至剛的，確是萬能

的。---《古蘭經》（58:21） 

你說：「這是我的道，我號召人們信仰真主，我和隨從我的人，都是依據明

證的。（我證）真主，超絕萬物！我不是以物配主的」---《古蘭經》（12:108） 

第一章、組織介紹 

意識型態起源 

第一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伊斯蘭是其方式。哈馬斯來自伊斯蘭，採用其關切宇宙、

生命及人類的關懷。哈馬斯以伊斯蘭做為一切行動的判斷根源，從伊斯蘭當中，

哈馬斯尋求正確方向。 

伊斯蘭抵抗運動與穆斯林兄弟會之間的關係 

第二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是巴勒斯坦穆斯林兄弟會的分枝。穆斯林兄弟會運動是全

球性組織及當代最大伊斯蘭運動團體。穆斯林兄弟會深深瞭解伊斯蘭及對此概念

有正確認識。穆斯林兄弟會包含所有各種生活層面之伊斯蘭概念，如思想與信

仰、政治與經濟、教育與社會事務、司法與政府、傳教與訓練、藝術與溝通、秘

密與公開及所有各種生活層面。 

結構與本質 

第三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依據穆斯林對真主的忠誠及服侍真主。 

我創造精靈和人類，只為要他們崇拜我。---《古蘭經》（51:56） 

這些穆斯林敬畏真主，瞭解對他們自己、家人及家園責任。面臨壓迫者前，

他們舉起聖戰旗幟，為了解放他們的土地及信仰，脫離壓迫者的污辱與邪惡。 

我以真理投擲謬妄，而擊破其腦袋，謬妄瞬時消亡。悲哉你們！由於你們

對真主妄加描述。---《古蘭經》（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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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歡迎每位穆斯林擁抱其信念、採用其意識型態，執行其計

畫、秘密行動並加入其行列以執行責任，接受真主報償。 

第五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的歷史面向，是採用伊斯蘭作為其生活方式：回歸伊斯蘭

信息的誕生及早期正直的穆斯林。因此，真主是其目標、先知是其效法模範、《古

蘭經》是其憲章。 

伊斯蘭抵抗運動的空間面向：無論各地穆斯林皆擁抱伊斯蘭為其生活方

式。因此，伊斯蘭抵抗運動在今世建立深厚基礎，並達到最高天堂品級。 

難道你不知道真主有過這樣一個比喻嗎？一句良言，好比一顆優良的樹，

其枝條高聳入雲，憑真主許可，按時結果，真主為眾人打了許多比方，以

便他們記取教誨。---《古蘭經》（14:24-25） 

特性與獨立 

第六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強調巴勒斯坦運動面向，忠於真主，以伊斯蘭為生活方式，

並在巴勒斯坦每吋土地上升起真主旗幟。在伊斯蘭遮蔭下，其他宗教信徒的生

命、財產與權利將安全與和平的保障。缺乏伊斯蘭環境時，則衝突提升、不公義

之事遍佈、腐敗蔓延，並且發生戰爭。 

一位穆斯林詩人 Muhammad Iqbal 說： 

當信仰喪失，將沒有安全 

沒有宗教者將沒有生命 

沒有宗教者滿足今世的生活 

那麼死亡是其生活的一部份 

伊斯蘭抵抗運動的普遍性 

第七條 

穆斯林採取伊斯蘭抵抗運動到世界各國，並支持其運動、採用其立場及強

化聖戰主張。因此，伊斯蘭抵抗運動是世界性運動，其準備是為了意識型態、目

的之高尚及崇高之目標。在這基礎上，伊斯蘭抵抗運動應該被考量、評估及接受

其角色。無論是誰否認其權利、不予以協助、盲目忽略其角色者—這個人將與天

命（前定）爭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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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是誰有意或無意的對事實視而不見，一天他將會清醒發現事實已經顯

現，並且無法合理化其立場。對這些先參與運動者，將有優先權。一個人的邪惡

罪行，其靈魂的痛苦是更受於厲劍的打擊。 

我降示你這部包含真理的經典，以證實以前的一切天經，而監護之。故你

當依真主所降示的經典而為他們判決，你不要捨棄降臨你的真理而順從他

們的私欲。我已為你們中每一個民族制訂一種教律和法程。如果真主意欲，

他必使你們變成一個民族。但他把你們分成許多民族，以便他考驗你們能

不能遵守他所賜與你們的教律與法程。故你們當爭先為善。你們全體都要

歸於真主，他要把你們所爭論的是非告訴你們。---《古蘭經》（5:48） 

伊斯蘭抵抗運動與對抗猶太復國主義侵略的聖戰連接。抵抗運動與殉道士

卡薩姆（Izz Al-Din Al-Qassam）的抵抗及 1936 年他的聖戰士兄弟連結。抵抗運動

也連接其他巴勒斯坦聖戰行列：1948 年穆斯林兄弟會的聖戰、1968 年的聖戰行

動。雖然這些關係很遙遠，而且聖戰受到猶太復國主義阻擾，未能持續。無論花

多久時間，伊斯蘭抵抗運動期望執行真主保證，因為先知（願真主賜與他平安）

曾說： 

末日不會到來，直到穆斯林對抗猶太人及殺掉他們，以致於猶太人躲在樹

叢及石頭後面。這些樹叢與石頭會說：「穆斯林啊、真主的僕人，有個猶太

人躲在我的後面，過來殺他。」除了 Gharqad 樹例外，因為這是猶太人養

的樹。（引述布哈里（Bukhari）及穆斯林(Muslim)聖訓） 

伊斯蘭抵抗運動之座右銘 

第八條 

真主是目標、先知是仿效模範、《古蘭經》是憲章、聖戰是道路、為真主而

犧牲是真摯的渴望。 

第二章：目標 

理由與目標 

第九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出現，是因為伊斯蘭在每日生活缺席之故。因此，平衡已

經被擾亂、概念已經被混淆、價值已經被改變、邪惡之人掌有政權、不公義及黑

暗普遍、膽小者成為老虎、家園被強奪、人們在世界各地徘徊。正直的統治者不

再、虛假的規則顯現。沒有任何事務處於適當位置。當伊斯蘭缺席時，每件事情

將被轉換，所以這是抵抗運動出現原因。 

目標將對抗虛偽，消除並擊潰之，以便正直的統治者治理、收復家園。穆

斯林從清真寺最高點，呼喚禮拜宣布伊斯蘭興起，人們與事務各守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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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向真主尋求救助： 

要不是真主以世人互相抵抗，那麼，大地的秩序必定混亂。但真主對於全

世界是有恩惠的。---《古蘭經》（2:251） 

第十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正向前走，盡一切努力支持所有衰弱者及保護所有被壓迫

者。哈馬斯在每一處展現影響力，在言行中將運用其力量支持真理及根絕虛偽。 

第三章：策略與方法 

伊斯蘭抵抗運動之策略 

巴勒斯坦是伊斯蘭的宗教資產（waqf） 

第十一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相信巴勒斯坦土地是伊斯蘭資產。直到復活日前，這塊土

地屬於所有穆斯林世代。沒有人可以忽略巴勒斯坦或者放棄之。沒有阿拉伯及非

阿拉伯國家有權這樣做；沒有一位國王或總統有權放棄、沒有任何團體有權這般

做。因為巴勒斯坦是伊斯蘭資產，屬於所有穆斯林世代，直到復活之日。畢竟誰

有權利代表穆斯林世代，直到復活之日呢？ 

巴勒斯坦法律地位乃依據伊斯蘭法。在這方面，巴勒斯坦像任何穆斯林征

服的土地一般被奉為神聖之地，在宗教上為所有穆斯林使用，直到復活之日。 

當征服 Al-Sha’m2這塊地時，穆斯林軍隊的指揮官向哈里發歐瑪（’Umar ibn 
al-Khatab）報告，尋問這塊征服之地的處置方法—穆斯林軍隊應該分割這塊土地

或者使這塊土地給予當地擁有者呢？ 

哈里發歐瑪與其他大賢討論協商之後，決定這塊土地將留給當地擁有者，

並且擁有者可從當地盛產的穀物中獲利。但是，這塊土地本質，直到復活日之前，

屬於所有穆斯林世代，當地人僅有使用權。只要天堂與人間持續存在，伊斯蘭財

產將會存在。沒有遵照伊斯蘭法的任何行動處理巴勒斯坦，在法律上是無效的。 

這確是無可置疑的真理。故你應當頌揚你的主的大名---《古蘭經》

（56:95-96） 

伊斯蘭抵抗運動對家園與民族主義的觀點 

第十二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視民族主義為伊斯蘭信條的一部份。民族主義表現在：當

                                                 
2 Al-Sha’m 通常指當今以色列、巴勒斯坦、黎巴嫩、約旦與敘利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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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踐踏穆斯林領土時，發動聖戰對抗敵人則成為每位穆斯林男女們的責任。一

位婦人不需經過丈夫允許與敵人作戰；一位奴隸可不經過主人許可與敵人作戰。 

任何政治系統無法與伊斯蘭民族主義一般，這是無庸爭論的事實。假如各

式各樣的民族主義或意識型態，強調唯物主義、人文主義及區域因素，那麼伊斯

蘭抵抗運動的民族主義是結合上述。此外，最重要的是，伊斯蘭民族主義是由神

聖動機賦予其靈魂與生命，連結靈魂與生命起源。抵抗運動舉起神聖旗幟以便連

結天與地。當摩西丟棄其權杖時，魔術師的魔力因而失效 

對於宗教，絕無強迫；因為正邪確已分明了。誰不信惡魔而信真主，誰確

已把握住堅實的、絕不斷折的把柄。真主是全聰的，是全知。---《古蘭經》

（2:256） 

和平方案、倡議與國際會議 

第十三條 

倡議（initiatives），即所謂處理巴勒斯坦問題的和平方案及國際和會，皆違

背伊斯蘭抵抗運動原則。凡是忽略任何一塊巴勒斯坦土地即是忽略伊斯蘭信仰一

部份。伊斯蘭抵抗運動的民族主義是伊斯蘭信仰一部份，其成員受此原則教導，

為了家園舉起真主旗幟，發動聖戰。 

真主對於其事務是自主的，但人們大半不知道。---《古蘭經》（12:21） 

有時為了解決巴勒斯坦問題，召開國際會議。一些人接受這提議而且另外

一些人則要求必須在某些條件下才能召開。然而，伊斯蘭抵抗運動不相信這些和

會能符合或恢復巴勒斯坦人民權利。這些和會空無一物，只是讓異教徒介入穆斯

林土地，而且這些異教徒曾經公平對待過有信仰的人嗎？ 

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絕不喜歡你，直到你順從他們的宗教。你說：「真主的

指導，確是指導。」在知識降臨你之後，如果你順從他們的私欲，那麼，

你絕無任何保護者或援助者，以反抗真主。---《古蘭經》（2:120） 

除了聖戰外，巴勒斯坦問題沒有任何解決辦法。倡議、方案及國際會議是

浪費時間及可笑行為。巴勒斯坦人民是卓越的，以致於不能玩弄他們的未來、權

利與命運。一段聖訓說道：「Al-Sha’m 的人民是真主在這塊土地的權杖。透過他

們，報復這些虛偽的人。他們之間的偽君子沒有比信士們優越，這些偽君子死於

悲傷與不幸之中。」（Ahmad and Tabari 傳述） 

三個範圍（Circles） 

第十四條 

解放巴勒斯坦問題牽涉三個層面：巴勒斯坦、阿拉伯及伊斯蘭。這三項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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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中每一個角色都是抵抗猶太復國主義及有其責任。巴勒斯坦是伊斯蘭之地，凡

是忽略這些層次將有重大過失。巴勒斯坦是第一次規定禮拜朝向（qiblas）的地

方，也是第三聖地，僅次於麥加和麥地那。巴勒斯坦是先知夜間旅行所在。 

讚美真主，超絕萬物，他在一夜之間，使他的僕人，從禁寺行到遠寺，他

在遠寺的四周降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份跡象。真主確是全聰的，確

是全明的。---《古蘭經》（17:1） 

因此，解放巴勒斯坦是每位穆斯林責任。在這基礎之上，每個穆斯林應該

瞭解與思考巴勒斯坦問題。當巴勒斯坦問題在這基礎上解決時，並動員這三項範

圍---目前情況將會改變及解放日子將會接近。 

你們在他們的胸中確是比真主還可怕的，那是因為他們是不明理的民眾。---

《古蘭經》（59:13） 

以聖戰解放巴勒斯坦是每個人的責任 

第十五條 

今日敵人侵佔穆斯林的部分土地，聖戰成為每位穆斯林的責任。猶太人佔

領巴勒斯坦，所以必須舉起聖戰旗幟，向大眾、巴勒斯坦人、阿拉伯及伊斯蘭世

界宣傳伊斯蘭意識。伊斯蘭社群必須灌輸聖戰精神，致力抵抗敵人及加入聖戰士

行列。 

穆斯林宗教學者（Ulama）、教育者、老師、媒體工作者及知識份子，特別

是年輕人與伊斯蘭運動之學者（Sheikhs）必須投入其教育陣營。為了消除東方主

義者及傳教士所帶來知識入侵，學校課程也必須有所改變。撒拉丁（Salah Al-Din 

Al-Ayyubi）擊敗十字軍後，西方人重回此地。十字軍瞭解他們無法消滅穆斯林，

除非採用知識入侵，困惑穆斯林思想，扭曲其遺產及抨擊其理念。只有在知識入

侵後，軍隊才會隨之跟進。知識入侵替殖民主義者做好準備，當英國 Allenby 將

軍進入耶路撒冷時，他說：「現在十字軍已經結束了。」法國將軍 Gouraud 站在

撒拉丁墓上，說：「撒拉丁啊，我們回來了！」殖民主義者的知識入侵，在此深

根，並這不斷進行中。（西方）所有的準備都是使（穆斯林）失去巴勒斯坦。因

此，在每一代穆斯林心中，必須灌輸巴勒斯坦是屬於宗教事務。巴勒斯坦必須依

據此基礎處理：巴勒斯坦包含伊斯蘭聖地，那就是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

以及禁寺（Haram Mosque），只要天堂與今世存在，巴勒斯坦與伊斯蘭不可分離。

巴勒斯坦也是先知從麥加到耶路撒冷夜間旅行（isra）及進入天堂(miraj)3所在。 

為了真主在邊界駐守一天，是勝於今世每件事物；站在天堂拿者鞭子的聖

戰士是勝於整個世界。為了真主於每日傍晚與早晨時禮拜是優於整個世

界。（Imam al-Bukhari） 

                                                 
3 中國人稱為「登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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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手中掌有穆罕默德的靈魂，我希望為了真主而作戰，並且不斷復活與

死去。（Bukhari and Muslim） 

教育下一代 

第十六條 

在巴勒斯坦，必須採用伊斯蘭教育下一代穆斯林，學習真主經典、先知聖

行、在專家與學者指導下，依據可靠資源，仔細研究伊斯蘭歷史與其遺產、並依

靠其方法提供穆斯林正確價值觀。除此之外，必須仔細研究敵人與人力資源，藉

以熟悉其衰弱與優勢。也必須熟悉當今事務發展，對此我們必須加以研究與評論。 

未來必須計畫、研究每一個現象，以致於穆斯林瞭解他們使命而發動聖戰。 

（魯格曼說）：「我的孩兒啊！善惡的行為，雖小如芥子，隱藏在磐石裡，

或在天空中，或在地底下，真主都要顯示它。真主確是明察的，確是撤知

的。」我的孩兒啊！你應當謹守拜功，應當勸善戒惡，應當忍受患難，這

確是應該決心做的事情。你不要藐視眾人而轉臉，不要洋洋得意地在大地

上行走。真主確是不喜愛一切傲慢者、矜誇者。---《古蘭經》（31:16-18） 

穆斯林婦女的角色 

第十七條 

解放戰爭中，穆斯林婦女角色與男人同等重要。婦女是男人的製造者，對

婦女來說，引導與教育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敵人瞭解穆斯林婦女角色的重

要性，他們相信假如根據其思想教導穆斯林婦女、引導穆斯林婦女遠離伊斯蘭，

終將贏得戰爭。因此，你會發現，他們努力透過媒體、電影、學校教育，融入猶

太復國主義，假定各種名稱與形式，如共濟會（Freemasons）、扶輪社（Rotary 

Clubs），間諜團體等，所有這些是破壞者藏身之地。猶太復國主義有極為豐富的

資源，使他們能在各種團體中扮演重要位置。他們目的是使伊斯蘭離開表演舞台

及穆斯林遠離信仰。伊斯蘭運動跟隨者應該對抗這些破壞者的計畫。當伊斯蘭在

領導地位時，將會完全消除這些對人類及伊斯蘭有害的組織。 

第十八條 

聖戰士家庭的婦女如母親與小孩，主要角色是管理家庭，依據伊斯蘭的道

德與價值理念養育孩童。此外，為了聖戰的準備，教導他們執行宗教責任。因此，

必須重視穆斯林女孩在學校的教育與課程，以致於她們未來成為好母親，熟知他

們在解放戰爭的角色。關於家庭事務管理，婦女要有充分體悟與瞭解。在困難環

境中，婦女應節省經濟開銷與家庭不必要花費。婦女應該知道金錢如同在血管流

動的血一般，只能供應青年與父母生活。 

順服的男女、信道的男女、服從的男女、誠實的男女、堅忍的男女、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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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女、好施的男女、齋戒的男女、保守貞操的男女、常念真主的男女，

真主已為他們預備了赦宥和重大的報酬。---《古蘭經》（33:35） 

解放戰爭中伊斯蘭藝術的角色 

第十九條 

藝術是規則與標準，人們用來決定是否為伊斯蘭式或異教徒式。伊斯蘭的

解放需要伊斯蘭藝術提升心靈，達到所有層面的平衡與和諧，而不是強調人性特

質。人類是從少量泥土及靈魂所創造的奇妙生物。伊斯蘭藝術以此基礎強調人，

然而，異教徒的藝術則強調身體曲線及肉體成分。 

書籍、文章、小冊子、佈道、書信、傳統歌曲、詩歌、愛國歌曲、戲劇等—

當這些具有伊斯蘭藝術特質時，對於意識型態教育是重要的。伊斯蘭藝術鼓舞穆

斯林持續奮鬥與靈魂的緩和，因為奮鬥之路是長久且辛苦。伊斯蘭藝術恢復其精

力、運動及喚醒靈魂崇高理念與有益行為。 

當靈魂從備戰中撤退，沒有任何事可以治癒靈魂。 

所有這些事務是嚴肅、不開玩笑，為了國家而聖戰是不知道玩笑之事。 

社會團結 

第二十條 

穆斯林社會以團結為著名。先知（願真主賜他平安）說：「最好的人是 Banu 
Al-Ash'ar 部族。假如困難（如乾旱）降臨在他們之中，無論是在家園或是外出

旅行時，他們將會聚在一起，將所有一切與人共享。」這是伊斯蘭精神在每個穆

斯林社會的展現。穆斯林社會面對如納粹行為的邪惡敵人，這些敵人對男女、老

少沒有區別，因此，穆斯林社會更必須有伊斯蘭的團結精神。我們的敵人利用集

體處罰方法，剝奪人民家園與財產。敵人使人民流亡、毫無理由打斷人民的腿、

殺害婦女、小孩與年長者。他們建立拘留所，囚禁數以千計人民在毫無人道的環

境中。所有這些是為了摧毀屋舍、孤兒小孩及使數以千計年輕人在他們黃金時段

於幽暗的監獄中度過。猶太納粹主義者目標是婦女與小孩，他們向所有人散播恐

怖，摧毀人民生計、偷取人民金錢與踐踏其尊嚴。他們對待人民宛如虐待戰俘一

般，驅離人民家園是一種謀殺。在面臨這樣環境下，人民必須團結，共同面對敵

人；假如有伙伴受傷，剩下的人將會感到失眠與發燒。 

第二十一條 

社會團結意味協助所需之人，無論在物質、精神上，或者合作完成其工作

任務。伊斯蘭抵抗運動成員應該將大眾利益視為自己利益，並且努力協助與保護

他們。他們必須阻止魯莽之事，避免下一代受到影響或者造成社會損失，因為抵

抗運動來自青年，青年的能力與其未來是抵抗運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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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蘭抵抗運動成員應該與人民休戚與共。抵抗運動成員應該支持人民需

求及努力符合大眾利益，而大眾利益正是抵抗運動所強調主題。當其精神展現，

友誼深化、合作與憐憫將會顯現，才有能力與敵人抗衡。 

支持敵人的力量 

第二十二條 

敵人為了達到他們想要的，已經計畫甚久，利用這些方法影響事件方向。

他們努力累積鉅額資源以實現其夢想。 

有了金錢，他們控制世界媒體—新經銷處、通訊社、出版社及廣播等。為

了滿足他們利益與獲益，利用金錢在世界各國點燃革命。他們是法國革命與共產

主義幕後黑手，並在大部分革命中都是主導者。他們運用金錢組成秘密組織，遍

及於全世界，如共濟會、扶輪社、獅子會與 Covenant of Sons 等，其目的是要摧

毀這些國家及滿足猶太復國主義者利益。所有這些組織從事間諜與破壞行動。他

們利用這些錢控制殖民國家，並催促許多西方殖民國家，以便利用他們資源及宣

揚道德腐敗。 

他們投身於內戰及世界戰爭，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幕後主導者、摧毀伊斯蘭

哈里發制度、獲得物質利益、控制各式資源、獲得貝爾福宣言並建立國際聯盟，

以便透過國際聯盟統治世界。他們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藏鏡人，從戰爭中獲取

極大商業收益，並為未來猶太國家建立根基。他們也提議聯合國與安理會取代國

際聯盟，並且透過聯合國統治世界。世界各地戰爭中，猶太復國主義者都是幕後

黑手。 

每逢他們點燃戰火的時候，真主就撲滅它。他們在地方上肆意作惡。真主

不喜愛作惡的人。---《古蘭經》（5:46） 

西方資本與東方共產的殖民主義者，在物資與人力上盡他們力量依序支持

敵人（猶太復國主義者）。所有這些不信者聯合反對伊斯蘭，這些不信者是一體

的。 

信道的人們啊！你們不要以不同教的人為心腹，他們不遺餘力謀害你們，

他們希望你們遭難，他們口中已吐露怨恨，他們的胸中所隱諱的，尤其惡

毒。我確已為你們闡明許多跡象，如果你們是能瞭解的。---《古蘭經》 

（3:118） 

這不是偶然的，真主在這段經文其結尾是「如果你們是能瞭解的」。 

第四章、我們的立場 

其他伊斯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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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尊敬與欣賞其他伊斯蘭運動，即使在觀點上有所不同，兩

者在許多地方仍然相似。抵抗運動認為其他伊斯蘭運動意圖良好，且為真主奉

獻—如同在法律選擇（ijtihad）之下，他們的行動是在伊斯蘭許可範圍內。每個

人努力追求真理，以接受真主報酬。 

伊斯蘭抵抗運動認為這些伊斯蘭運動增加其抵抗能力，尋求真主指引與指

導。抵抗運動從未忘記持續舉起團結旗幟並努力依據《古蘭經》與聖行完成統一。 

你們當全體堅持真主的繩索，不要自己分裂。你們當銘記真主所賜你們的

恩典，當時，你們原是仇敵，而真主聯合你們的心，你們借他的恩典才變

成教胞；你們原是在一個火坑的邊緣上的，是真主使你們脫離那個火坑。

真主如此為你們闡明他的跡象，以便你們遵循正道。---《古蘭經》 （3:103） 

第二十四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不允許攻擊或詆毀個人與團體聲譽，真正穆斯林是不會這

麼做。抵抗運動應該在毀謗與其立場做個區分，抵抗運動有權指出錯誤並阻止

之，以闡明真理、在每件事情上採取公正之態度。智慧是穆斯林所追求的，且隨

處可得。 

真主不喜愛（任何人）宣揚惡事，除非他們被人虧枉的。真主是全聰的，

是全知的。如果你們公開行善，或秘密行善，或饒恕罪行，（這對於你們是

更相宜的），因為真主確是至恕的，確是全能的。---《古蘭經》（4:148-149） 

在巴勒斯坦領域的民族主義運動 

第二十五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尊敬他們（其他巴勒斯坦政治團體）及體會他們處境。只

要他們不服從東方共產主義或西方十字軍，抵抗運動將支持他們，並強調這些運

動團體都屬於奮鬥與道德團體。抵抗運動憎惡機會主義、協助人民恢復權益，但

抵抗運動沒有牟取物質利益與名望。抵抗運動不尋求人民報償，只適當運用其資

源。 

你們應當為他們而準備你們所能準備的武力和戰馬。---《古蘭經》（8:60） 

為了執行其責任與真主喜悅，抵抗運動沒有其他選項。 

抵抗運動向所有巴勒斯坦執行解放任務的民族主義者保證，抵抗運動將在

言論與行動、現在與未來協助與幫助他們。這些團體將聯合而不會分裂、維持統

一而不分散、團結而不分立。抵抗運動評價每項好的話語、誠摯的努力及受讚譽

的行為。抵抗運動關上不和之門，不在乎謠言與毀謗，只充分知道捍衛自身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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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由敵人或其僕從捏造的任何事情，這些事情將分裂團體及帶來紛亂。 

信道的人們啊！如果一個惡人報告你們一個消息，你們應當弄清楚，以免

你們無知地傷害他人，到頭來悔恨自己的行為。---《古蘭經》（49:6） 

第二十六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積極看待巴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允許在內部與國際場合

討論巴勒斯坦問題的發展，以便知道這些民族利益是否符合伊斯蘭規範。 

巴勒斯坦解放組織 

第二十七條 

巴勒斯坦解放組織（PLO）是伊斯蘭抵抗運動最親近的團體。抵抗運動將巴

勒斯坦解放組織視為父親、兄弟或朋友。一位好的穆斯林是不會藐視其父親、兄

弟與朋友。我們只有一個家園、背負不幸之事及其命運，面對共同敵人。 

自從十字軍失敗及東方主義與基督教傳教士活動持續進行後，阿拉伯世界

普遍受到西方意識型態困惑，巴勒斯坦解放組織在這環境影響下成立。我們以為

巴勒斯坦解放組織採取世俗國家理念，世俗意識型態完全違背宗教意識型態，其

立場與行為及決議皆是人為造成。 

因此，儘管我們讚揚巴勒斯坦解放組織在以巴衝突中的重要角色，目前與

未來我們不能放棄巴勒斯坦的伊斯蘭認同而採取世俗主義—巴勒斯坦的伊斯蘭

認同是我們信仰一部份，無論是誰鬆懈其信仰即代表失敗。 

除妄自菲薄者外，誰願鄙棄易卜拉欣的宗教呢？---《古蘭經》（2:129） 

當巴勒斯坦解放組織採伊斯蘭做為其生活形態，我們應該成為巴勒斯坦解

放組織的軍隊，當其燃料燒毀敵人。但是時間未到之時，我們應該向真主祈禱，

盡快實現。伊斯蘭抵抗運動對巴勒斯坦解放組織立場宛如兒子對其父親、弟弟對

其哥哥、親戚對其親戚之態度。當兄弟扎到刺而受傷時，他會感同身受，並支持

兄弟面對敵人，希望兄弟找到神聖指引而走向正道。 

你的兄弟！你的兄弟啊！沒有兄弟的人宛如戰場上沒有拿武器的戰士。 

你的親戚像你的手臂，沒有翅膀的老鷹會飛嗎？ 

第二十八條 

猶太復國主義者侵略是殘酷的攻擊，沒有任何顧忌。猶太復國主義者利用

各種邪惡與卑鄙方法達成目標，猶太復國主義者滲透及從事間諜工作，依賴秘密

組織如共濟會、扶輪社、獅子會與其他間諜團體。所有這些組織，無論隱藏或公

開活動，都是為了猶太復國主義利益，並受其指導，其主要目標是分裂社會、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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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價值觀、摧毀榮譽、道德墮落及毀滅伊斯蘭。猶太復國主義暗中主導所有毒品

與酒精交易，易於控制並擴大範圍。 

我們要求以色列鄰近的阿拉伯國家，開放其邊界使來自阿拉伯及伊斯蘭世

界的聖戰士進入，他們能實現他們的角色及為巴勒斯坦兄弟奮鬥。其他阿拉伯和

穆斯林國家，我們則要求他們給予聖戰士便利通行，這是他們至少可以做的。 

我們提醒每位穆斯林，當猶太人在 1967 年佔領聖地（耶路撒冷），並且站在

受祝福的阿克薩（Al-Aqsa）清真寺之階梯時，他們叫喊者：「穆罕默德死了，他

的子孫只剩下婦女。」以色列與其猶太人民正挑戰伊斯蘭和穆斯林。懦夫的眼中

沒有睡眠。 

民族主義與宗教團體、知識份子、及阿拉伯與伊斯蘭世界 

第二十九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希望這些團體在本分上做好準備，幫助它、接受其立場、

促進其活動並支持抵抗運動，所以穆斯林將是其支持者及勝利者，並在各個層面

提供戰略計畫：在每個時間、每個地點提供人力、物質資源與資訊。召開會議、

發行意識型態冊子，教導大眾有關巴勒斯坦議題—巴勒斯坦人民面臨什麼問題及

如何對抗敵人。他們應該動員伊斯蘭人民、意識型態、教育與文化，以便他們在

關鍵的解放戰爭中扮演好角色，如同過去他們擊退十字軍及打垮蒙古人般，拯救

人類文明。這對真主不是困難的。 

真主已經制訂：我和我的眾使者，必定勝利。真主確是至剛的，確是萬能

的。---《古蘭經》（58:21） 

第三十條 

作家、知識份子、媒體工作者、清真寺佈道者、教育者及所有阿拉伯與伊

斯蘭界的各類職業者，都需要扮演他們的角色與責任。由於猶太復國主義者的殘

暴攻擊，其事實是猶太復國主義滲入許多國家，在大部分國家中，已經控制當地

金融與媒體。 

聖戰不僅限於使用武力及與敵人面對面對抗。聖戰也包含流利的口才、善

於說服人之文章、有益之書籍、協助與支持。當他們有真誠意念時，真主的旗幟

將高高舉起，所有這些事務都是為了真主所構成的聖戰條件。 

先知說： 

他提供為了真主而作戰的戰士，他自己本身即是個戰士，誰支持戰士的家

庭，也是位戰士。（Abu Dawud 與 Tirmidhi 傳述） 

其他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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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是人道主義運動，尊敬人權及在伊斯蘭理念下，寬容不同

宗教信仰者。抵抗運動僅對散播敵意、妨礙其活動及阻擾其努力者，持不友善態

度。在伊斯蘭遮蓋之下，伊斯蘭、基督教與猶太教可以安全與和平生存。只有在

伊斯蘭庇蔭之下，安全與和平才會實現。近代與古代歷史提供最好證據。其他宗

教信仰者應該停止在這地區與伊斯蘭競爭統治權，因為當他們治理時，只有大屠

殺、虐待及驅逐，他們（統治者）對他們人民造成困難，更不用說對其他宗教信

徒了。現在與過去有充分之證據證明其說法。 

他們只在鞏固的城市中或在壁壘後共同作戰。他們的內爭是嚴重的，你以

為他們是團結的，其實，他們的心是渙散的。那是因為他們是不明理的民

眾。---《古蘭經》（59:14） 

伊斯蘭給予每個人之權利，阻止任何人危害他人權利。納粹猶太復國主義

者對抗我們的人民，將不會成功。不公義統治不會持續太久，真理將會持續存在

直到世界末日。 

未曾為你們的宗教而對你們作戰，也未曾把你們從故鄉驅逐出境者，真主

並不禁止你們憐憫他們，公平待遇他們。真主確是喜愛公平者的。---《古

蘭經》（60:8） 

企圖隔離巴勒斯坦人民 

第三十二條 

世界猶太復國主義與殖民國家有其聰明運作及嚴密計畫，阿拉伯國家一個

個從猶太復國者抗爭的圈子中撤出，如此以隔離巴勒斯坦人民。猶太復國主義者

透過奸詐的大衛營協定（1978 年 9 月）使埃及離開抗爭範圍。猶太復國主義並試

者與其他阿拉伯國家簽署類似協議，以便他們遠離衝突。 

伊斯蘭抵抗運動向所有阿拉伯與穆斯林民眾呼籲，認真與勤勉阻止這個恐

怖計畫發生，並提醒大眾離開與猶太復國主義者抗爭的危險。 

今日這是巴勒斯坦，明日可能成為另外一個國家。猶太復國主義計畫沒有

上限，他們想擴充其領土從尼羅河到幼發拉底河。當他們吞掉一塊領域時，他們

更想無止盡的擴張領土。他們的計畫是由錫安長者議定書（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所詳細說明。他們現在的所作所為正是我們所說的最好例證。 

脫離與猶太復國主義抗爭是高度叛國行為，做出這些行為者將受到詛咒。 

除非因為轉移陣地或加入友軍，在那日，誰以背向敵，誰要受真主的譴怒，

他們的歸宿是火獄，那歸宿真惡劣。---《古蘭經》（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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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力量與能力必須對抗這些殘忍的蒙古人與納粹攻擊，以免失去家園、

人民失散、所有宗教價值將被摧毀。每個人應該知道他自己需對真主負責。 

以便他們得見自己行為的報酬。行一個小螞蟻重的善事者，將見其善報；

作一個小螞蟻重的惡事者，將見其惡報。---《古蘭經》（99:7-8） 

在世界猶太復國主義者鬥爭範圍內，伊斯蘭抵抗運動視自己本身為其先鋒

部隊。抵抗運動在巴勒斯坦領域努力的提供幫助。抵抗運動現在依然需要阿拉伯

與伊斯蘭世界支持。抵抗運動有資格在下一階段與猶太人、好戰份子對抗。 

我將仇視與怨恨，投在他們之間，直到復活之日。每逢他們點燃戰火的時

候，真主就撲滅它。他們在地方上肆意作惡。真主不喜愛作惡的人。---《古

蘭經》（5:64） 

第三十三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承繼一般原則，這些原則與宇宙和諧一致，並捍衛穆斯林、

伊斯蘭文明與伊斯蘭聖地阿克薩清真寺，追隨神聖使命與敵人抗爭並發動聖戰。

(抵抗運動)呼籲阿拉伯和伊斯蘭人民與其政府、非政府組織及官方組織，以敬畏

真主態度，善待伊斯蘭抵抗運動。他們應該如同真主對待他們般，對待抵抗運動，

即支持它、協助它及持續強化它，直到真主的話語實現。然後這些隊伍將團結在

一起，聖戰士將加入另一個聖戰士行列，伊斯蘭世界人民將出來回答責任之呼

喚，重複訴說：「快來聖戰！」。這呼籲將響徹雲霄、餘音繚繞，直到解放大功告

成、侵略者潰敗及彰顯真主勝利。 

真主必定扶助他；真主是至強的，確是萬能的。---《古蘭經》（22:40） 

第五章、與侵略者抗爭的歷史證據 

第三十四條 

巴勒斯坦是地球中心，大陸匯合之處。巴勒斯坦總是侵略者的貪婪目標。

有歷史以來即有如此案例。先知（願主賜他平安）指出這點，當他和他崇高的伙

伴 Mu’adh Jabal 說：「Mu’adh 啊！在我死後，真主給你 Al-Sha’m 土地，從 Al-Arish
到幼發拉底河。直到復活日前，這些土地的男女與小孩將駐守在邊界，你們任何

一個生活在 Al-Sha’或 Bayt Al-Maqdis（巴勒斯坦）海岸平原的一部份，將持續保

持聖戰狀態，直到復活之日來臨。」侵略者在許多機會中覬覦巴勒斯坦，伴隨強

大武裝攻擊，企圖實現貪婪渴望。十字軍過去來到這裡，帶來他們宗教信條及豎

立十字架。他們致力打敗穆斯林，而只有穆斯林才能恢復原狀。當穆斯林在宗教

旗幟之下，其軍隊呼喊者「真主至大」；撒拉丁領導穆斯林軍隊發動聖戰，持續

二十年之久，最後達成明顯的勝利：十字軍被擊敗，收復巴勒斯坦。 

你對不信到者說：「你們將被克服，將被集合於火獄。那臥褥真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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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蘭經》（3:13） 

聖戰是唯一解放巴勒斯坦的方式，沒有人可以懷疑歷史證據，這是宇宙與

自然法規。只有鐵可以打破鐵及其謬誤，偽造的信仰只有伊斯蘭真理才得以戰

勝，真理消滅虛假，真理最將勝利，真理是最強大的。 

我對我所派遣的僕人們已有約在先了，他們必定是被援助的，我的軍隊，

必定是勝利的。---《古蘭經》（37:171-173） 

第三十五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研究撒拉丁如何擊敗十字軍，從十字軍中收復巴勒斯坦，

如同蒙古人在’Ayn Jalut 之役4被穆斯林軍隊擊敗，且蒙古軍隊也被 Qutuz 與

Al-Zahir Baybars 兩位蘇丹擊潰，穆斯林軍隊從摧毀人類文明的蒙古人手中解救阿

拉伯世界。伊斯蘭抵抗運動認真研究這些案例，向他們尋求借鏡。當前猶太復國

主義是在西方十字軍與東方蒙古人入侵之後。穆斯林面對這些侵略，開始計畫與

敵人作戰並擊敗他們。假如我們的意念是真摯與強烈的決心，這對真主而言不是

困難的。穆斯林受益於過去經驗，擺脫知識入侵影響，並跟隨先人腳步。 

結論 

伊斯蘭抵抗運動是軍人 

第三十六條 

伊斯蘭抵抗運動正在前進，強調人民、阿拉伯與穆斯林重要性，而非為追

求自己組織名譽或取得物質享受、社會地位，其目的不是對抗我們的人民，與他

們競爭或取代他們。抵抗運動不反對任何穆斯林團體及對穆斯林友善的非穆斯林

協助。抵抗運動總是幫助反對猶太復國主義的所有團體與組織。 

伊斯蘭抵抗運動採用伊斯蘭為其生活方式。伊斯蘭有其信念及其法律。任

何團體在此處與各地採用伊斯蘭作為生活方式—無論是否為組織、協會、國家或

其他團體—伊斯蘭抵抗運動將成為他們的軍人。我們祈求真主指引我們，為我們

而指引他人，並指引有信仰的我們及其人民。 

我們的主啊！求你在我們和我們的宗族之間依真理而判吧，你是至善的判

決者。---《古蘭經》（7:89） 

我們最後的祈求是：一切讚頌全歸真主、眾世界的主。 

                                                 
4 Ayn Jalut 之役在 1260 年 9 月 3 日發生。這場戰爭被許多歷史學家認為具有重要歷史意義，象

徵蒙古西征的分水嶺，蒙古大軍首次遭到重要性的挫敗，也無法進一步向西擴張至北非。有關

Ayn Jalut 之役的資料請參閱：“The Battle of Ayn Jalut,”De Re Militari: The Society for Medieval 

Military History, <http://www.deremilitari.org/resources/sources/aynjalut.htm> (12 Novem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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