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以、巴衝突之歷史、癥結 

與歷來和平計畫回顧 
 
    以、巴衝突由來已久，可以說是國際上歷時最久的國際衝突之一。而由於

歷經這麼久的時間，使以、巴衝突內的各個癥結不斷反覆糾結在一起，也使以、

巴衝突更加難以解決。而國際間雖然對解決以、巴衝突進行過許多努力，然而由

於這些努力或者不夠全面，或者不切實際，更甚者立場偏跛，使得以、巴衝突至

今仍是國際問題中的一個死結。 
 
  本章共分為四個部份，第一節旨在簡介以、巴衝突曠日費時的歷史；第二節

主要歸納出以、巴衝突的幾個主要癥結；第三節則針對國際間曾對以、巴衝突提

出的解決方案作介紹及檢討；第四節則是結論。 
 
 

第一節 以、巴衝突始末簡介 

 
  由於本節旨在簡介以、巴衝突的始末，因此將以以、巴衝突中的重大事件為

敘述的走向，至於穿插其中的以、巴和談，則留待本章第三節敘述。而由於以、

巴衝突的歷史冗長且複雜，因此本節將其分為以下幾個部分敘述，分別是以色列

建國前、五次中東戰爭、第一次巴勒斯坦人民起義、第二次巴勒斯坦人民起義，

及巴勒斯坦解放組織與哈馬斯的衝突。 
 
以色列建國前 
    巴勒斯坦地處地中海東岸，最早的居民是迦南人。約西元前 1800 年時希伯

來人移居迦南並在西元前 11 世紀末建立了統一的希伯來王國，並在西元前 928
年時分裂為以色列和猶太兩個王國。後來先後被亞述帝國、新巴比倫帝國、波斯

帝國和馬其頓亞歷山大帝國占領，猶太人逐漸流散到南歐、北非和中亞等地。西

元前 63 年，羅馬帝國征服了巴勒斯坦地區，對猶太人進行瘋狂鎮壓，倖存的猶

太人幾乎全部逃離巴勒斯坦。 
 
    西元 637 年巴勒斯坦歸屬於阿拉伯帝國，陸續遷入的穆斯林與當地居民互相

融合、同化，大多皈依伊斯蘭教，形成了有著共同信仰、語言和文化的阿拉伯巴

勒斯坦人，一千多年來成為這塊土地歷史和文化、經濟的主要創造者。當時留在

巴勒斯坦的猶太人屈指可數，但是根據猶太教義、流亡在外的猶太人都對巴勒斯

坦懷有很深的嚮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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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生活在西方的猶太人，由於獨特的宗教文化，而難與所

在國當地居民同化，加上一些國家的排猶運動，使猶太人民族意識不斷增強，從

而在 19 世紀末興起了猶太復國主義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政府為了

其自身利益考量，故於 1917 年發表了「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支

持在巴勒斯坦建立一個猶太人的民族之家。1920 年英國獲得對巴勒斯坦的委任

統治權，接著便把巴勒斯坦人為地分為兩塊，以約旦河為界，在河東建立了英國

保護下的外約旦王國，西部則由英國直接統治，猶太人並開始移入。 
 
  在希特勒執政後，德國實行殘酷的排猶政策，使得移入巴勒斯坦的猶太人激

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巴勒斯坦的猶太人已發展到 44.3 萬人，占當地居

民總數的百分比從 1918 年的 7％上升到 29.6％1，並更加激化了阿拉伯人和猶太

人的矛盾。阿拉伯人感受到了這種生存威脅，並強烈要求停止遷入猶太人，此後

阿拉伯人與猶太人間開始衝突不斷。 
 
五次中東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為安置納粹屠殺猶太人中的倖存者，猶太復國主義

者開始多方活動，向新成立的聯合國安理會巴勒斯坦特別委員會陳述了在巴勒斯

坦進行分治，支持成立一個猶太人國家的重要性。1947 年 11 月 29 日，聯合國

通過了關於結束英國委任統治巴勒斯坦，並將巴勒斯坦分治的協議，即聯合國大

會 181 號決議。協議規定，在巴勒斯坦成立阿拉伯國家和猶太國，阿拉伯國家面

積為占總面積 40.7%的 11000 多平方公里，包括北部的加利利（Galil）、約旦河

西岸（West Bank）和加薩地區（Gaza）；猶太國面積為占總面積 58.7%的 15850
平方公里；耶路撒冷及其郊區村鎮則劃為「在聯合國管理下的獨立體」2。這樣，

約占總人口不到 1／3 的猶太人擁有大約 56%的土地，而約占總人口 2／3 多的阿

拉伯人卻只有大約 43%的土地，因此阿拉伯人堅決反對聯合國決議，至此，阿拉

伯人與猶太人的衝突已難以收拾。 
 
雖然巴勒斯坦人和整個阿拉伯世界都激烈反對 181 號決議，但 1948 年 5 月

14 日在巴勒斯坦的猶太人仍宣佈成立以色列國。次日，埃及、約旦、伊拉克、

敘利亞和黎巴嫩等阿拉伯國家相繼出兵巴勒斯坦，從而拉開了巴勒斯坦戰爭的序

幕，史稱第一次中東戰爭，而以色列則稱為獨立戰爭。戰爭從 1948 年 5 月 15
日開始至 1949 年 7 月 20 日最後一個停戰協議簽訂而結束，以色列取得了勝利，

並通過這場戰爭占據了巴勒斯坦地區約 66％的面積，以及耶路撒冷西區新城，

其餘土地則分別被約旦、埃及兼併或控制3。戰爭使約 75 萬巴勒斯坦阿拉伯人淪

                                                 
1Francois Massoulie著，李陽譯，中東危機。香港：三聯書店，2004 年 5 月，頁 68。 
2聯合國大會第 181 號「巴勒斯坦將來的政府」決議，聯合國網站，

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039/65/IMG/NR003965.pdf?OpenElement 
3Francois Massoulie著，李陽譯，中東危機。香港：三聯書店，2004 年 5 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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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難民4，且造成了聖城耶路撒冷的歸屬問題。戰爭的結果也使得巴勒斯坦阿拉

伯人開始了民族解放運動，並於 1964 年 5 月成立了巴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 

 
 
 
 
 
 
 
 
 
 
 
 
 
 
 
 
 
 
 
 
 
 
 
 
 
 
 
 
 
 
 
 
 
 

                                                 
4同前註，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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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聯合國 181 號決議擬訂的分置計畫 

 
資料來源：聯合國「巴勒斯坦問題」網站，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maps/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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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後的停戰線 

 
資料來源：聯合國「巴勒斯坦問題」網站，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maps/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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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 年代時，中東開始成為美蘇爭奪的焦點。蘇聯為與美爭奪中東，遂開

始向埃及、敘利亞和伊拉克提供援助，並於 1967 年 5 月向埃及提供了以色列計

劃向敘利亞進攻的情報。於是 5 月 22 日，埃及軍隊封鎖了阿卡巴灣（Gulf of 
Aqaba），不允許以色列船隻通過，並在次日將軍隊開往前線，成為第三次中東

戰爭的導火線，隨後約旦與敘利亞兩國也被捲入戰爭。6 月 5 日，以色列為了先

發制人，於是發動了「閃電戰」，戰爭因此很快就結束，而第三次中東戰爭也被

稱為「六日戰爭」。戰後，以色列占領了約旦河西岸、耶路撒冷東部的約旦管轄

區、加薩地區、埃及的西奈半島和敘利亞的戈蘭高地，共達 6.57 萬多平方公里5。

以色列隨後並將東西耶路撒冷合併，並宣佈其為首都。 
 
 
 
 
 
 
 
 
 
 
 
 
 
 
 
 
 
 
 
 
 
 
 
 
 
 
 

                                                 
5同前註，頁 86~88。 

 49



 
圖 3-3 第三次中東戰爭中以色列占領的阿拉伯領土 

 
資料來源：聯合國「巴勒斯坦問題」網站，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maps/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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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第三次中東戰爭的事態嚴重，聯合國安理會也於 1967 年 11 月 22 日

通過第 242 號決議，促請以色列從其在這次戰爭中占領的地區撤離。 
 
  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前，一些巴勒斯坦人便開始了巴勒斯坦解放運動，並於

1964 年成立了巴勒斯坦解放組織。1967 年，在阿拉伯聯盟（League of Arab States， 
LAS）的支持下，巴勒斯坦各界代表在耶路撒冷舉行第一次巴勒斯坦國民大會，

這次大會以後被稱為第一屆巴勒斯坦全國委員會。 
 
  巴勒斯坦解放組織是由反對以色列猶太復國主義的各個遊擊隊和各方面代

表參加的聯合組織，共有 8 個，即巴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Harakat al-Tahrir 
al-Watani al-Filastini，即法塔，Fatah）；人民解放戰爭先鋒隊（Vanguard of the 
Popular Liberation War，即閃電突擊隊，al-Sa'iqa）；解放巴勒斯坦人民陣線（即

人陣，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解放巴勒斯坦民主陣線（即

民陣，Democratic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解放巴勒斯坦人

民陣線總指揮部（即人陣總部，General Command of 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巴勒斯坦解放陣線（即巴解陣，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解放巴勒斯坦阿拉伯陣線（即阿解陣，Arab Liberation Front，ALF）；

巴勒斯坦人民鬥爭陣線（即人鬥陣，Palestine Popular Struggle Front）。6

 
     第一屆巴勒斯坦全國委員會通過了「巴勒斯坦國民憲章」，憲章規定巴勒斯

坦解放組織的任務是：「負責巴勒斯坦人民爭取解放他們國家的鬥爭」和「處理

巴勒斯坦問題」。大會還確定建立巴勒斯坦解放軍和為巴解組織籌款的國民基金

會，當時巴解組織總部設在約旦的安曼（Anman）。1967 年 9 月，第二次阿拉伯

國家首腦會議承認巴勒斯坦解放組織為巴勒斯坦人民的代表；1974 年 10 月第七

次阿拉伯國家首腦會議強調巴勒斯坦解放組織是巴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

表；1976 年 9 月，巴勒斯坦解放組織成為阿拉伯聯盟和不結盟國家首腦會議的

正式成員。 
 
  而在另一方面，埃及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遭受嚴重的損失，且當時國際間因

為冷戰而造成的「不戰不和」局勢又使埃及經濟惡化。因此，埃及決定聯合敘利

亞與巴勒斯坦人民在 1973 年 10 月 6 日主動發動一場打擊以色列的戰爭，這即是

第四次中東戰爭，由於當時不僅是伊斯蘭曆中的齋戒月，也是猶太教中的贖罪

日，因此阿拉伯人與以色列人又分別稱此次戰爭為「齋月戰爭」與「贖罪日戰爭」。 
 
  1973 年 10 月 22 日，聯合國安理會針對第四次中東戰爭通過了關於中東問

                                                 
6星島環球網，「1964 年 巴勒斯坦解放組織成立」。2006 年 5 月，

http://www.singtaonet.com/culture/today/t20060526_222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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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第 338 號決議，要求交戰雙方就地停火，並在中東舉行談判，建立公正和持

久的和平。雙方停戰後，雖然埃及與敘利亞都有收復了部分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

被以色列占據的領土，但絕大部份的其餘領土仍被以色列占領。 
 
  戰爭結束後，埃及也開始積極與以色列謀求改善雙邊關係的途徑。埃及總統

沙達特（Mohamed Anwar el Sadat）打破阿拉伯國家對以色列「不承認、不和解、

不談判」的三不原則， 於 1977 年 11 月對耶路撒冷進行了有歷史意義的訪問。

1978 年 9 月在美國卡特總統的居中調停下，美國、埃及、以色列三國首腦在美

國大衛營（Camp David）舉行最高級會談。1979 年 3 月，長期處於戰爭狀態的

埃及和以色列達成了大衛營協議，並簽訂了埃及與以色列和平條約。埃及收復了

西奈半島，以巴衝突並轉入了政治解決階段，從而開始了漫長、艱難的中東和平

進程。但遺憾的是，埃及與以色列就巴勒斯坦自治問題進行的多次談判都沒有達

成任何協議。隨著埃以和約的簽訂，阿拉伯世界也嚴重分裂，阿拉伯聯盟的 17
個會員國斷絕與埃及的關係。1981 年，沙達特遇刺身亡，穆巴拉克（Mohammed 
Hosni Mubarak）繼任總統，並積極改善與其他阿拉伯國家間的關係，1989 年 5
月，阿拉伯聯盟恢復了埃及的會員國資格，阿拉伯聯盟地總部也重新設回開羅，

但阿拉伯國家內部對如何解決巴勒斯坦問題仍存在嚴重分歧。 
 
  在進入 80 年代以後，阿拉伯國家展開了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新行動。1982
年 9 月召開的阿拉伯元首會議通過了解決以巴衝突的八項原則，即「費茲方案」，

阿拉伯國家開始從拒絕以色列轉為接受以色列，並願意在領土問題上做出妥協，

為中東和平開闢了新的前景。但是 80 年代的以色列卻依然採取強硬立場，除了

在 1980 年 3 月宣佈「三不政策」，即不放棄耶路撒冷、不撤回到 1967 年以前的

邊界、不允許建立巴勒斯坦國，並於同年 7 月宣佈以耶路撒冷為永久且不可分割

的首都外，更於 1982 年 6 月 6 日大舉入侵黎巴嫩為時兩個月，襲擊黎巴嫩境內

的巴勒斯坦據點和組織，侵占了大片的阿拉伯領土，這也被稱為第五次中東戰爭。 
 
第一次巴勒斯坦人民起義（First Al-Intifada，阿拉伯語：أ طينية ولى ة فلس （انتفاض
7

面對以色列 20 年的高壓統治、流亡在外的巴解組織無能為力的情況下，在

1987 年 12 月 9 日，巴勒斯坦人民展開自發的起義，他們稱之為 Intifada，並迫

使以色列當局不得不考慮通過和談解決事端。。 
 

1987 年展開的起義持續了約六年以上。1988 年，流亡在外的巴解組織召開

特別會議，通過了獨立宣言，宣佈在巴勒斯坦土地上建立一個巴勒斯坦國，首都

為耶路撒冷。同時在宣言中宣佈同意在聯合國安理會第 242 號和 338 號決議基礎

                                                 
ة 7 原意指震動或顫抖，用來表示巴勒斯坦人民的反抗運動使大地為之震動，而我國之慣انتفاض

例則將其譯為「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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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召開國際和會解決巴勒斯坦問題，實際上同意放棄在整個巴勒斯坦地區建國的

主張和承認以色列，也就是同意以土地換和平的原則。事實上，與聯合國在 181
號決議中的分配相比，巴勒斯坦國現僅占整個巴勒斯坦的 22％，和聯合國原本

的分配（巴勒斯坦國占 43％）相比，已是很大的退讓8。另外，宣言還重申巴解

組織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包括國家恐怖主義。 
 
  巴勒斯坦宣布獨立並獲得多個國家的承認，這一事實迫使美、以改變立場，

美國決定同巴解組織進行對話。1988 年 12 月，阿拉法特在日內瓦舉行記者招待

會，明確表示，巴解接受中東各方，包括巴勒斯坦、以色列和其他鄰國有權存在

和在和平及安寧中生活的原則，並說巴解完全和堅決地譴責一切形式的恐怖主

義。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力下，雷根總統發表聲明授權國務院同巴解組織舉行實

質性對話。 
 
  儘管之後世界上有多個國家相繼承認巴勒斯坦，但是以色列卻更趨強硬，並

展開更大規模的軍事與經濟行動，包括以色列軍隊強迫巴勒斯坦人離開家園，建

立大量屯墾區，並對占領區實施經濟封鎖，不時關閉邊界，讓巴勒斯坦工人無法

到以色列工作，然而巴勒斯坦經濟幾乎完全依賴以色列，以色列蓄意讓巴勒斯坦

經濟崩潰的作法，使得占領區內貧窮率從 21％攀升到 2001 年的 43％，失業率高

達 50％～70％，有 70％的人每天只靠不到 2 美金生活。9

 
  波斯灣戰爭後，美國開始積極倡導以巴和談。經多次斡旋，終於在 1991 年

10 月，以巴雙方共同參加了在馬德里舉行的中東和會，這是解決曠日持久的阿

以衝突的一個重要里程碑。 
 
    以、巴衝突在 1993 年之後因為雙方開始進行談判，緊張關係稍獲抒解，在

1993 年訂立的巴勒斯坦自治「原則宣言」和 1994 年的「奧斯陸協議」被視為和

平進程的重大里程碑。但實際上許多重大問題都未解決，包括難民問題、屯墾區

問題與耶路撒冷問題等等。 
 
  另外，儘管從 1993 年開始到 2000 年，以、巴雙方不斷進行談判，但是以色

列的殖民政策卻也更加緊進行。而阿拉法特領導的巴勒斯坦自治政府，在 1994
年建立之後，掌權的官僚階層貪污腐敗，根本不符合巴勒斯坦人民的期待，此外，

自治政府在數次談判中為了維繫自己的權力地位而不惜無原則地退讓、犧牲巴人

權益的作法，也使得人民日益不滿，根據 2002 年的民調顯示，阿拉法特（Yasser 
Arafat）和其政敵哈馬斯（Hamas）獲得的支持率只有 40～45％，顯示沈默的大

                                                 
8洪家寧，「關於巴以衝突，你不可不知道的幾件事」。2003 年 11 月，紀念若雪巴勒斯坦資訊網，

http://palinfo.habago.org/archives/2003/11/17/17.41.25/。 
9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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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人是反對自治政府，也反對哈馬斯的暴力行徑的。10

 
第二次巴勒斯坦人民起義 
  第二次起義又稱為阿克薩群眾起義（Al-Aqsa Intifada，阿拉伯語：ة  انتفاض
ى 是從，（ األقص 2000 年 9 月開始爆發的巴勒斯坦人與以色列之間的衝突。 
 
  關於這次巴勒斯坦人起義的原因，有人歸咎於是因為以色列總理夏隆（Hans 
Bernhard Scharoun）強行訪問耶路撒冷後，造成巴勒斯坦人與以色列人之間緊張

情勢升高而導致的11；但也有人認為是巴勒斯坦領導人阿拉法特發動了這場起

義，其目的是為了散他自己在奧斯陸協議中的責任，以及他本人拒絕了以色列的

妥協建議。原巴勒斯坦民族權力機構的通訊部長說：「在大衛營談判中，阿拉法

特主席決絕了美國總統和美國提出的條件回來後就已經計劃了（這場起義）。」

有專家後來也分析認為「夏隆的訪問沒有導致阿克薩群眾起義，」而這場衝突是

巴勒斯坦領導人計劃的。12  
 
    這次起義至今還不能說是結束了，但是在 2005 年沙姆沙伊赫會議（Shamm el 
Sheikh）結束後，巴勒斯坦總統阿巴斯（Mahmoud Abbas）和其它巴勒斯坦武裝

組織同意會議達成的協議。2005 年裡衝突比較少，因此許多人認為實際上這次

起義已經結束。阿拉法特死後巴勒斯坦政府政策的改變和以色列從加薩地帶撤軍

也帶來了一定的緩和。 
 
巴勒斯坦解放組織與哈馬斯的衝突 
  哈馬斯與巴勒斯坦解放組織的衝突正式爆發於 2007 年 5 月中旬，而衝突隨

即升高，哈馬斯並於 2007 年 6 月 15 日完全掌控了加薩地區，並宣稱這是自以色

列 2005 年撤軍來加薩的「第二次解放」13。在哈馬斯控制加薩後，以色列立刻

宣佈對加薩地區實施邊境封鎖14，雙方衝突不斷加劇。以色列宣稱，由於哈馬斯

在組織憲章中誓言摧毀以色列，因此封鎖加薩邊界是必要的措施。但聯合國難民

救濟及工程局（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指出，自以色列封鎖加

薩邊境後，兩個月之內加薩經濟的損失已經達到 3500 萬美元15。以色列的行動

                                                 
10同前註。 
11洪家寧，「關於巴以衝突，你不可不知道的幾件事」。2003 年 11 月，紀念若雪巴勒斯坦資訊網，

http://palinfo.habago.org/archives/2003/11/17/17.41.25/。 
12David Horowitz, “Horowitz's Notepad: Why Israel Is The Victim And The Arabs Are The 
Indefensible Aggressors In the Middle East”. Front Page Magazine.com, 2002, 11, 
http://www.frontpagemag.com/Articles/Read.aspx?GUID=C1209FD3-B3D7-4282-A296-4E3AC7D0B
3DE
13BBC，「哈馬斯全面控制加薩地帶」。2007 年 6 月 15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750000/newsid_6755000/6755059.stm 
14BBC，「聯合國：邊境封鎖造成加薩危機」。2007 年 8 月 10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930000/newsid_6939700/6939772.stm 
15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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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了加薩人民的不滿，也使雙方敵對程度瀕臨最高點，直到 2007 年 9 月 19
日，以色列正式宣布加薩地區是「敵對實體」16。這意味著，以色列不需要再提

供加薩人民生活所需的資源，而這項行動也遭致哈馬斯更強烈的報復。2007 年

12 月 11 日，以色列對加薩地區展開大規模軍事行動17，雙方衝突一發不可收拾。

直到 2008 年 4 月本論文初定稿前，哈馬斯、以色列仍然拒絕停火18，這也使本

來已經十分複雜的以、巴情勢更是雪上加霜。 
 
 

第二節 以、巴衝突的癥結 

 
  關於以、巴衝突的癥結，各家學者說法十分不一致，本論文因此採納各家觀

點，並將以、巴衝突的主要癥結歸納為以下各項： 
 
（一）耶路撒冷（Jerusalem）問題 
  耶路撒冷問題就是指耶路撒冷的歸屬問題，是以、巴衝突的焦點。耶路撒冷

位於巴勒斯坦約旦河西岸，是世界著名的宗教和文化古城，是猶太教、基督教和

伊斯蘭教的聖地，故有「三教聖地」、「三教聖城」之說。 
 
  1947 年聯合國在決定結束英國在巴勒斯坦的委任統治時，鑒於耶路撒冷在

宗教上的特殊地位，將其劃分為國際共管區。第一次中東戰爭時，約旦軍隊攻占

了耶路撒冷東部、北部和南部（即習慣所稱的東耶路撒冷），而以色列人只守住

了耶路撒冷的西區。1949 年約、以停戰協定使耶路撒冷分裂成為事實。1950 年

以色列宣佈將首都從特拉維夫（Tel Aviv）遷到耶路撒冷。 
 
  第三次中東戰爭時，以色列又占領了耶路撒冷全城，並將東、西區合併，東

耶路撒冷遂成為「被占領土」。1980 年 7 月 30 日，以色列國會通過法案，宣佈

耶路撒冷為以色列「永恆的不可分割的首都」。 
 
 
 
 
 

                                                 
16BBC，「以色列宣佈迦薩為敵對實體」。2007 年 9 月 19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000000/newsid_7003000/7003086.stm 
17BBC，「以色列大舉進入迦薩對付激進份子」。2007 年 12 月 11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130000/newsid_7138100/7138149.stm 
18BBC，「哈馬斯否認有意承認以色列的說法」。2008 年 4 月 22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360000/newsid_7360000/7360031.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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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第三次中東戰爭中被以色列占領的耶路撒冷 

 
資料來源：聯合國「巴勒斯坦問題」網站，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maps/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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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其地位問題，以色列工黨（Labour Party）和自由黨（Likud）都主張兼

併耶路撒冷，聲明東西耶路撒冷是一個整體，而巴勒斯坦自治政府則堅決要求在

東耶路撒冷建立未來的巴勒斯坦國首都。由於耶路撒冷是伊斯蘭教的聖地之一，

而巴勒斯坦自治政府僅是一個地區性政治實體的代表，因此其在面對伊斯蘭教的

宗教權益上仍須顧及其他阿拉伯國家的立場，因此不可能對以色列做出任何讓步
19。基於此，前巴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拉法特強調，沒有巴勒斯坦對東耶路撒

冷行使主權，就沒有以、巴和約，他的這一立場得到了埃及、約旦等阿拉伯國家

的支持。 
 
  實際上，自第一次中東戰爭以來，耶路撒冷的主權實際上一直處於未定狀

態。無論是約旦、以色列分治時期，還是 1967 年後以色列單獨控制期間，國際

社會都未承認他們在耶路撒冷的主權地位，各國大使館仍設在以色列的特拉維

夫。對於以色列獨占期間力圖改變耶路撒冷地位的一切措施，歷屆聯合國有關巴

勒斯坦和耶路撒冷的決議都給予了嚴厲譴責，並宣佈為無效和非法。 
 
    耶路撒冷地位問題不僅是以、巴之間的爭端，更是一個涉及世界範圍的宗教

問題。耶路撒冷凝結著猶太人和阿拉伯兩大民族的宗教靈魂，對雙方都有特殊意

義。巴勒斯坦對穆斯林的重要性，最主要的是因為耶路撒冷是僅次於麥加

（Makkah）和麥地那（Medina）的伊斯蘭教第三大聖地，有僅次於麥加禁寺

（Al-Masjid al-H ̣arām）、麥地那先知聖寺（al-Masjid al-Nabi）之後的伊斯蘭教第

三大聖寺—阿克薩清真寺（Al-Masjid Al-Aqsa）。猶太人則視耶路撒冷為自己民

族的根，有著猶太聖殿迄今唯一殘存部分— 西牆（即哭牆），成為猶太教的聖地

及猶太民族往日輝煌的象徵。羅馬帝國時期，耶路撒冷被基督教視為耶穌傳道、

受難、復活及升天的地方，統治者在耶路撒冷修建了許多基督教堂，從此耶路撒

冷變成了一個基督教聖地。因此，耶路撒冷不僅關係到巴勒斯坦人和猶太人的世

俗權力，而且還涉及全世界基督教、穆斯林和猶太人的宗教情感和宗教權益。宗

教聖地所具有的不可替代性和不可轉移性，成為耶路撒冷問題最深刻的歷史根

源。阿拉法特聲言：「我絕不出賣耶路撒冷，放棄耶路撒冷的阿拉伯領導人還沒

有出生。」20，以色列總理夏隆則回應：「讓我放棄耶路撒冷，除非改寫聖經。」
21

 
    此外，耶路撒冷錯綜複雜的民族關係為耶路撒冷的主權歸屬平添幾分困難。

                                                 
19殷罡，阿以衝突－問題與出路。北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2 年 1 月，頁 300。 
20華拉克（Wallach, Janet）著，劉建宏譯，阿拉法特傳奇：從巴解戰神到諾貝爾和平獎。台北：

月旦出版社，1995，頁 139。 
21BBC, Profile: Ariel Sharon. 2006/5/28, 
http://news.bbc.co.uk/2/hi/in_depth/middle_east/2001/israel_and_the_palestinians/profiles/1154622.s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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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變遷造成的地理範圍認識上分歧，也為耶路撒冷的分割帶來了變數，而豐厚

的旅遊收入更是以、巴雙方爭奪耶路撒冷考慮的因素之一。正所謂「再詳細的地

圖也說明不了耶路撒冷的複雜，再明確的界限也不能劃分現實和信仰。」22

 
（二）領土及邊界問題 
  第一次中東戰爭的結果，以色列奪取了聯合國 181 號決議中原屬阿拉伯國家

的約 4850 平方公里的領土。1967 年第三次中東戰爭後，以色列占領的土地面積

增至 87109 平方公里，相當於 181 號決議規定的猶太國面積的 6 倍23。1967 年安

理會通過的 242 號決議強調決不接受通過戰爭奪取的領土，要求以色列軍隊撤離

其於最近衝突中所占領的領土。1993 年的奧斯陸協議以及此後的懷伊河協議都

重申了這一點。所以從理論上講，以 1967 年戰爭爆發前的停火線為以、巴未來

邊界，即以色列撤出全部的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帶應該是沒有爭議的。但是，以

色列卻無意完全按照協議規定歸還其占領的領土。 
 
  而雖然在 242 號決議通過後，巴勒斯坦曾一度明確反對，但長期的戰爭使巴

勒斯坦人漸漸認識到，堅持在整個巴勒斯坦建立一個巴勒斯坦阿拉伯國十分困

難，如果再不接受 242 號決議，巴勒斯坦國的建立會變得更加渺茫。因此，巴勒

斯坦開始承認以色列的存在，並同意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帶建立一個獨立的巴

勒斯坦國。 
 
  目前，巴勒斯坦在加薩地區收回了 354 平方公里的土地，但其中占總面積

35%的屯墾區、屯墾區專用路和安全區仍處於以色列控制之下；在約旦河西岸，

巴勒斯坦完全收回的土地僅占 18%，約 1059 平方公里，以、巴共管區占 25%，

為 1471 平方公里，其餘 57%左右的地區仍處於以色列的完全占領之下24。面對

領土問題，以色列的主張是想要和平，但也不想放棄所占領的土地。巴勒斯坦的

立場則是若不能收回失地，就沒有和平的可能性25。以、巴雙方這種針鋒相對的

立場，使領土問題成為以、巴和平的一大障礙。 
 
（三）猶太人屯墾區問題 
  屯墾區是指以色列在聯合國 181 號決議中劃定的巴勒斯坦領土和自 1967 年

來占領的阿拉伯領土上建立的猶太人屯墾區。自 1970 年代初，以色列開始在這

些地方建立屯墾區。這些屯墾區通常都占據著有水源的地方，並控制著戰略要道

和交通幹線，在協助軍隊保衛邊界、監控阿拉伯居民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屯墾

區不僅是以色列對所占領土進行有效控制的方式，也是以色列政府拒絕從被占領

                                                 
22伊成法，「巴以衝突原因再探」。歷史教學，2007 年第 4 期，頁 70。 
23聯合國出版物，巴勒斯坦問題的起源和演變，1917-1988 年，轉引自王利文，「巴以衝突的層面

分析」。太平洋學報，2004 年第 7 期，頁 75。 
24同前註。 
25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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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全面撤軍的藉口。 
 
  根據聯合國人權委員會特別報告員於 2000 年 3 月 15 日提交的關於巴勒斯坦

領土上人權情況的報告說，自 1967 年以來，以色列估計沒收了約旦河西岸 60％

的土地、加薩地帶 33％的土地、耶路撒冷地區約 33％的巴勒斯坦土地，作為公

用、半公用和私用，以便建立以色列軍事地帶、定居點、工業區、道路和採石場

以及專供以色列人使用的公有地。 
 
    據報告指出，以色列在加薩設有 33 個屯墾區，約旦河西岸有 246 個，在被

占領的耶路撒冷則至少有 16 個屯墾區。僅在 1999 年，以色列便在約旦河西岸設

立了 44 個新的屯墾區前哨站。另外，以色列占領軍常以未經許可建房為理由，

對巴勒斯坦人的房屋進行懲罰性暴力拆毀，甚至強迫驅逐整個村的居民。自 1987
年以來，像這樣失去家園的巴勒斯坦人有 16700 名（其中有 7300 名兒童）。26

 
  以色列在占領區的做法也影響到被占領巴勒斯坦領土上的自然環境，包括基

礎設施退化、土地被沒收、缺水、砍樹、傾棄有毒廢物以及其他污染。 
 
  截至 2000 年底，不包括東耶路撒冷，現在被占領土屯墾區居住人口已達 20
萬左右27。這些屯墾區的猶太人和巴勒斯坦人的衝突時有發生。長期以來，巴勒

斯坦一直要求以色列停建並拆除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帶的猶太人屯墾區。但是

如果要將現有的屯墾區全部撤離，其花費將相當可觀，而且屯墾區已存在了 30
多年，解決難度很大。在這方面，迫於國內的巨大壓力，以色列政府讓步的空間

不是太大。而可以預料的是，屯墾區問題隨時都可能在以、巴和平進程中引發新

的爭議。 
 
 
 
 
 
 
 
 
 
 
 

                                                 
26聯合國新聞部，「焦點問題：被佔領巴勒斯坦領土內的以色列屯墾區」。聯合國網站，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focus/settlements/settlements.htm 
27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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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以色列在被占領領土上的屯墾區 

 
資料來源：聯合國新聞部，「焦點問題：被占領巴勒斯坦領土內的以色列屯墾區」。聯合國網站，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focus/settlements/settlements.htm 

 
（四）巴勒斯坦難民問題 
  巴勒斯坦難民主要是指在中東戰爭後，流落他鄉的巴勒斯坦阿拉伯人。1948
年以色列成立後隨即發生的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果造成約 75 萬難民逃離巴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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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其中大多數難民逃往當時由約旦控制的約旦河西岸和埃及控制的加薩地帶以

及黎巴嫩、敘利亞和更遠的地方。1967 年的第二次中東戰爭又使一批人流離失

所，這次有 50 多萬巴勒斯坦人，其中有將近一半難民第二次逃離家園28。而後

來以、巴長期的矛盾衝突和戰爭又迫使大量的巴勒斯坦人被迫離開家園，漂流海

外而淪為難民。綜合各方面的統計，截至 2000 年底，巴勒斯坦難民約為 374 萬

人，他們主要分佈在約旦、敘利亞、黎巴嫩以及加薩和約旦河西岸。但是，由於

巴勒斯坦地區的連年動蕩，加上難民的人口增長等因素，現在的巴勒斯坦難民人

數應該遠遠超過這個數字。 
 
  在對待難民問題上，以、巴雙方在難民身份界定和遣返條件方面存在較大的

分歧。巴勒斯坦方面認為以色列應對巴勒斯坦難民問題承擔主要責任，應給予難

民回歸權和賠償，特別是回歸以色列的權利。而無論是巴勒斯坦自治政府中的任

何派系，如果不能妥善解決難民問題，就很難獲得廣泛認同。因此，可以預見的

是，巴勒斯坦在難民問題上將不會有太大讓步。 
 
  而以色列則主張 1948 年戰爭時離開巴勒斯坦的不是難民，他們不得返回以

色列本土。此外，以色列還以巴勒斯坦經濟難以承受和以色列安全受到威脅為由

阻止難民返回家園。同時，以色列也強調，現在談難民問題，不能追究責任問題，

不能限定時間，應將重點轉到向難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方面，難民回歸的範圍應

限定在巴勒斯坦自治區和未來的巴勒斯坦國。 
 
    難民的安置和土地財產的賠償，不僅將有可觀的花費，且勢必會對未來經濟

產生重大影響。而以色列最擔心的是難民回歸將會對猶太人構成挑戰，即「國家

安全問題」。以色列現有人口 710 多萬，以色列籍的阿拉伯人約占 23.6％29，如

果允許巴勒斯坦難民回歸，加之以境內阿拉伯人口的自然出生率遠高於猶太人，

猶太人在不久的將來就會成為國內的少數，以色列國的猶太性也將不復存在。此

外，難民問題還與其他如約旦等阿拉伯國家利害相關。因此，要解決難民問題，

還必須與這些阿拉伯國家保持密切協商，並積極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 
 
 
 
 
 
 
 

                                                 
28聯合國新聞部，「焦點問題：巴勒斯坦難民」。聯合國網站，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focus/refugee/refugee.htm 
29CIA, The Worldfact Book-Israel,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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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1953 年~2000 年間已登記的巴勒斯坦難民人數 

 

資料來源：聯合國新聞部，「焦點問題：巴勒斯坦難民」。聯合國網站，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focus/refugee/refugee.htm 

另根據聯合國近東工程處（UNWAR）的資料顯示，至 2006 年底，已登記的巴勒斯

坦難民人數為 4,448,400 人。見 http://www.un.org/unrwa/refugees/images/map.jpg 

 
（五）水資源分配問題 
  中東地區水資源十分缺乏，這就決定了淡水資源在中東是一種十分珍貴的資

源，對水的爭奪是十分激烈的。從某種意義上說，淡水問題是以、巴問題的另一

重點，因為以色列缺水，而約旦河西岸有水資源，以、巴圍繞在水資源上的爭論

不休。 
 
  其實在中東地區對水資源的爭奪，並不僅限於以色列和阿拉伯國家，即便是

阿拉伯國家本身，也會相互競爭水資源，如伊拉克與伊朗、埃及與蘇丹、敘利亞

 62



與土耳其等。但由於以色列與阿拉伯國家爭奪水資源又牽涉到巴勒斯坦問題，因

此格外複雜。 
 
  以色列與阿拉伯國家間水資源的衝突，主要可以針對水資源的來源而分為三

個部份，即約旦河（Jordan River）、利塔尼河（Litani River）與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地下水三方面。而其中約旦河與約旦河西岸的部份，都與巴勒斯坦問

題有關。這也是為什麼以色列寧願放棄加薩地區，但是堅決不願從約旦河西岸撤

除屯墾區的原因。 
 
  以色列用水的約 1／3，飲用水的約 1／2 是來自於約旦河西岸，而以色列政

府更曾公開宣稱其屯墾計畫時為長遠的計畫，其目的便在於將以色列本土與占領

區水源做連結30。據統計，以色列人每天個人平均用水約 300 公升（與西歐國家

相同），而屯墾區內的猶太人每年用水約 480～640 立方公尺，但巴勒斯坦人每日

平均用水卻只有 80 公升，屯墾區的巴勒斯坦人每年用水也只有 107～156 立方公

尺，兩者相距甚遠。31

 
  以色列對水資源的爭奪曾間接導致第三次中東戰爭的爆發，更可以說是

1982 年以色列入侵黎巴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只要以、巴雙方對水資源的

爭奪無法解決，以、巴和平也難以出現。 
 
 
 
 
 
 
 
 
 
 
 
 
 
 
 
 

                                                 
30朱張碧珠，「中東和平前景之變數－以阿水資源爭奪」。問題與研究，1998 年第 2 期，頁 93。 
31聯合報，民國八十五年七月三十一日，版七；轉引自朱張碧珠，「中東和平前景之變數－以阿

水資源爭奪」。問題與研究，1998 年第 2 期，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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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1967 年被以色列占領的土地之地下水及河川走向 

 
資料來源：聯合國「巴勒斯坦問題」網站，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maps/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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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建立巴勒斯坦國問題 
  按照 1947 年聯合國 181 號決議的分治計劃，在巴勒斯坦地區應分別成立阿

拉伯國和猶太國。1948 年 5 月以色列宣告成立，但由於 181 號決議受到阿拉伯

國家的集體反對，所以巴勒斯坦國一直沒能建立。1967 年，以色列占領加薩和

約旦河西岸地區以後，建立巴勒斯坦國的希望變得更加渺茫。1988 年，巴勒斯

坦全國委員會第 19 次特別會議宣佈在巴勒斯坦土地上建立一個巴勒斯坦國，其

首都為耶路撒冷。但因為以色列一直拒絕承認這個國家，所以巴勒斯坦國未能成

為一個真正獨立的主權國家。 
 
    然而巴勒斯坦建國問題是與以、巴問題的其他癥結環環相扣的，如薩依德認

為，巴勒斯坦人覺得自己這個族群或民族被以色列佔領行為所驅逐。在那之後，

他們不是變成了以色列境內的二等公民，就是遭到驅逐而成為遍佈阿拉伯世界的

難民和流亡者，再不然就是西岸和加薩地帶被佔領下的人口。巴勒斯坦人是沒有

國籍、沒有棲身之所的人民，而且幾乎在巴勒斯坦人存在的每一個國家，他們的

情況都有別於具有國籍的人。即便在阿拉伯國家，他們都被區隔出來。所以毫無

疑問的，巴勒斯坦人強烈感受到只有成立自己的國家才能擺脫無家可歸、流亡在

外的嚴重民族問題。薩依得表示：「我們需要一個巴勒斯坦人的故鄉或國家，讓

我們能和土地重新建立關係。」32

 
    薩依德認為，如果巴勒斯坦建國，中東地區會有更大程度的和平以及更大程

度的穩定。現在正在戕害中東地區的，就是一種無法忍受的挫折感。那就是為什

麼薩依德認為現在有這種宗教復甦的異常現象。那並不完全是伊斯蘭，而是伊斯

蘭教、基督教、猶太教，在整個地區蔓延。那裡存在著一種無力感、停滯感。特

別是巴勒斯坦人，他們在中東的阿拉伯社會中最擅長表達，而他們感受到的是強

烈的不公，覺得自己的問題總是被強權無限制的拖延，主要是被美國及其盟邦以

色列。薩依得認為成立一個巴勒斯坦人的國家就能帶來和平33，雖然不是所有的

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其他的問題，如貧窮和不平等、經濟上的不公和社會的畸形，

這些都會繼續存在。但他認為，任何巴勒斯坦人都很重視下列事情：必須讓人覺

得會有個解決（指巴勒斯坦建國問題及巴勒斯坦人未來歸屬），這些問題要有個

公平的解決。34

 
 

                                                 
32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權力、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台北：麥田出版社，2005
年，頁 415~416。 
33薩依德早期是贊成以色列與巴勒斯坦分治，並形成兩個獨立國家的，然而在晚期卻開始轉而支

持以、巴成立一個共同的國家，詳見薩依德關於巴勒斯坦問題的諸著作。 
34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權力、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台北：麥田出版社，2005
年，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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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歷來和平計畫回顧 

 
在以、巴漫長的衝突歷史中，其實也穿插了許多致力於和平的努力，這種努

力的形式可能是和約，也可能是和會，本論文在本節將其整理如下： 
 
1947 年 聯合國分治計畫（181 號決議） 
  1947 年 11 月 29 日，聯合國通過了關於結束英國委任統治巴勒斯坦，並將

巴勒斯坦分治的協議，即聯合國大會 181 號決議。協議規定，在巴勒斯坦成立阿

拉伯國家和猶太國，阿拉伯國家面積為占總面積 40.7%的 11000 多平方公里，包

括北部的加利利、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區；猶太國面積為占總面積 58.7%的 15850
平方公里；耶路撒冷及其郊區村鎮則劃為「在聯合國管理下的獨立體」35。但是，

協議使約占總人口不到 1／3 的猶太人擁有大約 56%的土地，而約占總人口 2／3
多的阿拉伯人卻只有大約 43%的土地，因此阿拉伯國家及巴勒斯坦人都堅決反對

181 決議。而以色列在 1948 年逕自宣布獨立建國，也使得 181 號決議宣告失敗。 
 
1953 年 杜勒斯調停 
  1953 年 5 月，美國國務卿杜勒斯（Allen Welsh Dulles）帶著幫助以、巴雙方

解決三大「現實問題」的任務出訪中東，這是美國歷史上第一位出訪中東地區的

國務卿。而三大「現實問題」即難民問題、阿拉伯和以色列間的互不信任與互相

恐懼、以色列和阿拉伯國家間缺乏永久邊界。但由於以色列反應冷淡，且第一次

中東戰爭後才剛結束，以色列不可能放棄武力，而阿拉伯方面也無意太快解決巴

勒斯坦問題，因此杜勒斯的調停並沒有成果。36

 
1955 年 安德森調停 
  1955 年 12 月，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派遣國防部副

部長羅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作為特使前往中東調解以、巴衝突。安

德森的任務是安排一次高層會晤，促成以色列和埃及的和談，進而解決以、巴衝

突。但是由於蘇伊士運河戰爭的爆發，使得這一次調停宣告失敗。37

 
1967 年 六日戰後，詹森五點建議 
  六日戰爭後，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B. Johnson）於 1967 年 6 月 19 日發表

談話，宣稱阿拉伯國家必須承認以色列，而以色列必須撤出在六日戰爭中占領的

阿拉伯國家領土。詹森並提出有關解決以、巴問題的五點建議：（一）中東地區

的每一個國家都有生存權，這個權利應得到該國鄰國與每一個國家的尊重；（二）

                                                 
35聯合國大會第 181 號「巴勒斯坦將來的政府」決議，聯合國網站，

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039/65/IMG/NR003965.pdf?OpenElement 
36李傳建，以色列與美國關係研究。北京：時事出版社，2006 年 6 月，頁 76~77。 
37同前註，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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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公正的對待難民；（三）必須尊重國際航行的權利；（四）中東地區國家和國

際上的大國有責任採取措施，避免新一輪軍備競賽的發生；（五）中東國家應相

互承認邊界，保證該地區國家的安全，尊重各國的政治獨立與領土完整，這些建

議有部份後來成為聯合國安理會 242 號決議的依據。38

 
1967 年 聯合國安理會 242 號決議 
  1967 年 6 月 5 日，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以色列占領了包括西奈半島、戈

蘭高地、約旦河西岸、加薩地帶和耶路撒冷東區在內的阿拉伯土地。11 月 22 日，

聯合國安理會開會討論解決以、巴衝突的辦法，並通過了英國提出的一項決議，

即安理會 242 號決議。決議主要內容是以色列應撤出在最近戰爭中占領的領土；

終止一切交戰要求或交戰狀態，尊重和承認該地區每個國家的主權、領土完整和

政治獨立及其在牢固和被認可的疆界內和平地生活而免遭武力的威脅或行為的

權利。決議還確認了以下的必要性：保證該地區國際水道的通航自由；使難民問

題得到公正的解決；通過包括建立非軍事區在內的各項措施，保障該地區每個國

家的領土的不可侵犯性和政治獨立。但由於以色列並未遵守，巴勒斯坦也以未受

正面重視為由而拒絕接受，因此 242 號決議並未解決以、巴問題。 
 
1970 年 羅吉斯計畫 
  1970 年 6 月，美國國務卿羅吉斯（William P. Rogers）在給埃及外長的一封

書信中，提出有關解決以巴問題的新方案，此即「羅吉斯計劃」，其要點為以色

列與埃及直接談判有關加薩與沙伊赫（Sharm el Sheikh）問題；以色列撤出在 1967
年戰爭中占領的阿拉伯土地，並根據安全需要對最後的邊界進行適當的調整；通

過就地安置和賠償來解決巴勒斯坦難民問題；耶路撒冷成為一個開放的、約旦和

以色列共同擁有的國際城市，約旦和以色列都可以在耶路撒冷的社會、經濟和宗

教生活領域發揮作用；有關各方應先就解決以巴問題的整體計畫達成協議，然後

再探究實行方法。然而，羅吉斯計劃由於涉及到政治層面，而當時的以、巴問題

是被包含在美蘇對峙的全球氣氛中，因此再有關各方各有其政治考量的情況下，

羅吉斯計劃也未能成功。39

 
1973 年 聯合國安理會 338 號決議 
  1973 年 10 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聯合國安理會於 10 月 22 日通過第 338
號決議。決議要求有關各方立即停止軍事活動，同時規定，停火後立即執行 242
號決議。但是由於以色列與巴勒斯坦都拒絕接受 242 決議，因此也同樣拒絕 338
號決議。 
 
                                                 
38同前註，頁 78。 
39李傳建，以色列與美國關係研究。北京：時事出版社，2006 年 6 月，頁 80~81；馬曉霖，記者

日記：羅傑斯的冷菜。新華網專題報導，2000 年 1 月 9 日，

http://202.84.17.11/world/htm/20010110/3086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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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年 贖罪日戰後，季辛吉穿梭外交，六點停火協議 
  贖罪日戰爭後，為了中東各國能有效執行聯合國安理會的 338 號決議，因此

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開始親赴中東調解，此即著名的「穿

梭外交」。 
 
  在季辛吉的調停是以美國提出的「六點停火協議」為基礎的，即（一）埃及

和以色列同意按照安理會要求認真實行停火；（二）雙方同意在聯合國主持下對

撤軍達成協議後，立即在此範圍內開始討論停火線的問題；（三）蘇伊士城每天

可以得到食物、水和藥品供應，城內所有受傷的平民得與以撤離；（四）不得阻

礙向蘇伊士運河東岸運送非軍用物資；（五）設在開羅前往蘇伊士公路上的以色

列檢查站由聯合國代表監督；（六）一旦第五項協議完成，雙方即開始交換戰俘。
40

 
  埃及與以色列先後接受了美國的建議，並達成停火協議，受到這種氣氛的感

染，日內瓦中東和會於是得以召開。 
 
1973 年 日內瓦中東和會 
  1973 年戰爭後，美蘇兩國召開國際會議，處理以、巴問題，落實安理會第

338 號決議。1973 年 12 月 21 日，國際會議在日內瓦召開，但是由於以、阿雙方

對通過政治談判解決雙方的爭端還沒有足夠的準備，因此日內瓦和會沒有取得任

何實質性的結果。然而，和會開創了以、阿雙方協商和平的局面，建構了以、阿

直接談判的框架。 
 
  日內瓦和會構成了以、阿談判的日內瓦模式，其特點是：2＋1＋阿拉伯國家，

即：由美、蘇主持，以色列為一方，阿拉伯當事國為另一方（但在日內瓦和會中，

敘利亞拒絕與會，只有埃及和約旦參加）。 
 
  日內瓦模式有以下缺陷，第一，美、蘇兩國作為主持國，但卻意見不一。蘇

聯提出一系列相互綑綁的解決方案，希望通過和會解決以、阿間所有的主要問

題。美國則偏袒以色列，尋求有利於以色列的解決方案，進而以加強以色列的關

係箝制蘇聯在中東的勢力，這種態度當然會遭到阿拉伯國家的反對。國際力量的

分散使以、阿間很難達成協議；第二，以色列反對將以、巴爭端國際化，也不願

意與阿拉伯國家集體談判，以避免出現以一對眾的孤立局面。因此，以色列主張

爭端應一對一的談判解決；第三，在阿拉伯國家方面，雖然以集體方式參加和會，

但事實上內部意見分歧，不能團結面對以色列。這些因素導致日內瓦和會終究難

協調出一個成果。41

                                                 
40李傳建，以色列與美國關係研究。北京：時事出版社，2006 年 6 月，頁 82。 
41徐向群，「和平進程不會逆轉，馬德里模式可以突破」。西亞非洲雙月刊，1998 年第 2 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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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年 大衛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 
  1976 年 11 月，美國總統卡特（James Earl Carter）首次提出「必須給予多年

來飽受苦難的巴勒斯坦難民一個家園」、「沒有適當的巴勒斯坦代表，就不可能有

中東和平」等主張。這些主張贏得了阿拉伯國家的信任，也為美國調停以巴衝突

營造良好的氣氛42。在這種氣氛下，埃及總統沙達特與以色列總理比金

（Menachem Wolfovitch Begin）先後相互訪問，並最終在美國的斡旋下，於 1978
年 9 月召開大衛營會議，並達成「大衛營協議」，並最終簽訂埃及與以色列和平

條約。 
 
  但埃及的行為卻導致阿拉伯世界的分裂，阿拉伯國家紛紛認為埃及單方面的

舉動並無法公正的解決巴勒斯坦問題，反而會更加深矛盾。因此，在埃及達成大

衛營協議後，阿拉伯國家隨即先後與之斷交，並將之從阿拉伯聯盟開除，沙達特

也於 1981 年被極端份子刺殺身亡。 
 
1982 年 雷根方案，中東「費茲方案」（Fez Declaration） 
  以色列與埃及媾和後，阿拉伯國家陷入分裂，而以色列則占盡優勢。因此，

以色列開始一連串的強硬舉動，包括入侵黎巴嫩、掃蕩黎巴嫩境內的巴勒斯坦解

放組織、摧毀敘利亞飛彈基地。這引起了阿拉伯國家的強烈不滿，並波及到對美

國的觀感。因此，美國總統雷根（Ronald Wilson Reagan）為了扭轉這種局面，

遂於 1982 年 9 月以色列入侵黎巴嫩後，再次提出解決以巴問題計畫，即「雷根

方案」。其要點為（一）以色列有權在安全的和可以防衛的疆界內和平生存，並

有權要求其鄰國接受這一事實；（二）美國既不支持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建立一

獨立的巴勒斯坦國，也不支持以色列併吞或長期控制這一地區，這些地區最終的

地位必須經由相互談判而決定；（三）美國不支持以色列在過渡期建立新的屯墾

區，以色列必須立刻凍結屯墾區的建設；（四）耶路撒冷的最終地位必須透過談

判來決定，美國反對在談判中任何時候提出來威脅以色列安全的建議；（五）最

有希望實現和平的途徑是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區的巴勒斯坦人和約旦人一起進

行自治；（六）耶路撒冷必須保持不分裂的局面。43

 
  在雷根方案提出不久後，阿拉伯國家在摩洛哥的費茲（Medina of Fez）召開

第十二屆元首會議，並提出解決以、巴問題的「費茲方案」。費茲方案可以說是

奠基於 1981 年由當時的沙烏地阿拉伯王儲法赫徳（Fahd Ibn Abdul-Aziz）提出的

八點和平解決以、巴問題的建議上。費茲方案闡述了阿拉伯國家的共同立場，其

主要內容為：以色列撤出 1967 年以來占領的一切阿拉伯領土，包括耶路撒冷在

                                                                                                                                            
51。 
42李傳建，以色列與美國關係研究。北京：時事出版社，2006 年 6 月，頁 83。 
43尹崇敬，中東問題 100 年: 1897-1997。北京：新華出版社，1998 年，頁 38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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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拆除以色列在前述占領領土上的猶太屯墾區；重申巴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

法代表巴勒斯坦解放組織的領導下享有民族權利和自決權；建立一個以耶路撒冷

為首都、獨立的巴勒斯坦國；聯合國安理會將保障這一地區的和平，同時亦將保

證上述原則得到遵守。44

 
  以色列反對建立獨立的巴勒斯坦國，反對從約旦河西岸與加薩地區撤軍，也

反對凍結屯墾區的建立，因此反對「雷根方案」與「費茲方案」。而「雷根方案」

由於在以色列與巴勒斯坦中明顯偏向以色列，因此也未獲得阿拉伯人的接受。 
 
1988 年 舒茲方案 
  1987 年底由於第一次巴勒斯坦人民起義的爆發，為防止中東秩序再次失

控，美國國務卿舒茲（George Schultz）親自出訪中東，並提出解決以、巴問題

的新建議，或稱「舒茲方案」。其要點包括由聯合國秘書長邀請安理會五個常任

理事國及中東各國召開中東和平國際會議；進行以色列與約旦、敘利亞及巴勒斯

坦的直接性談判，國際將不干涉、不參加這些談判，也不會提出建議，當然也不

會否決談判後的任何協定45。但是舒茲方案因為遭受以色列與巴勒斯坦解放組織

的反對，阿拉伯國家的反應也十分冷淡，因此沒有太大的迴響。 
 
1991 年 馬德里和會 
  波斯灣戰爭後，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在國會談話中

認為，解決以、巴問題的時機到了。在經過磋商後，美國與蘇聯於 1991 年 10
月在西班牙舉行了馬德里中東會議。馬德里會議的重大意義有二，一是這是巴勒

斯坦首次作為獨立的談判者參與中東和會；二是因為此和會是以色列與巴勒斯坦

首次一起坐上談判桌，因此某種程度可以說是實現了以色列與巴勒斯坦的相互承

認46。馬德里會議也可以說是為後來的奧斯陸會議奠下良好基礎。馬德里和會也

確定了未來解決以、巴問題的指導原則，即「以土地換取和平」，在此原則上，

以、巴後來陸續達成許多協議，以、巴問題的前景也因此一度被看好。 
 
1993 年 奧斯陸協議（Olso Aggrement） 
  1993 年 9 月 13 日，以、巴雙方簽署了「臨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或稱「加

薩－耶律哥（Jericho）先行自治協議」），而因為是在挪威的奧斯陸簽署的，因此

也稱為「奧斯陸協議」。協議規定，最晚在巴勒斯坦實行自治的第三年舉行永久

地位的談判，談判將包括耶路撒冷、難民、屯墾區等懸而未決的問題，而永久地

位談判將具有最終解決的性質，談判中達成的協議並將再巴勒斯坦自治的第五年

                                                 
44李傳建，以色列與美國關係研究。北京：時事出版社，2006 年 6 月，頁 85；趙國忠，八十年

代中東內幕。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年，頁 77。 
45李傳建，以色列與美國關係研究。北京：時事出版社，2006 年 6 月，頁 86。 
46同前註，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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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生效47。但在奧斯陸協議簽定的兩年後，以色列總理拉賓卻遭暗殺，使得以、

巴局勢再度惡化，奧斯陸協議也被無限期擱置。 
 
1993 年 開羅協議（加薩－耶律哥自治計畫） 
  1994 年 5 月 4 日，以、巴雙方在開羅簽訂了「關於實施加薩－耶律哥自治

原則宣言的最後協議」（一般稱為「加薩－耶律哥協議」），也稱為「開羅協議」，

巴勒斯坦自治當局正式成立，自治期也正式開始。48

 
1998 年 懷伊河協定（Wye River Agreement） 
  1998 年 10 月 23 日，以色列總理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與巴勒斯

坦自治政府主席阿拉法特簽訂了在美國總統柯林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與約旦國王胡笙（Hussein bin Talal）的見證下，魚美國馬里蘭州的懷伊河鎮簽署

了懷伊河協定，主要內容包括以色列將歸還約旦河西岸 13％的領土，並釋放被

押的數百名巴勒斯坦人；開放加薩的巴勒斯坦機場；巴勒斯坦將加強在約旦河西

岸的反恐措施，並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監督下，逮捕恐怖份子、收繳武器；巴勒

斯坦並將召開會議商討取消憲章中的反以色列條款；以色列和巴勒斯坦共同商討

以色列的撤軍計畫；在雙方政府批准臨時和平協議之後，將開始就耶路撒冷地位

等問題舉行最後階段談判。但後因第二次巴勒斯坦人民起義的爆發，懷伊河協定

無法實施。 
 

2002 年 沙烏地提出中東和平方案、安理會 1397 號決議 
  沙烏地阿拉伯王儲阿布杜拉（Abdullah Bin Abdul-Aziz，已於 2005 年登基維

沙烏地國王）在 2002 年中曾建議，阿拉伯世界承認以色列，以換取以色列撤出

在 1967 年中東戰爭中占領的約旦河西岸、加薩走廊、戈蘭高地及耶路撒冷舊城

等地區49。此建議受到阿拉伯國家與國際間高度肯定，並於阿拉伯聯合高峰會中

通過。但是，由於以、巴等主要國家都並未參與此次高峰會，因此此提案仍在討

論階段。也有極端份子認為此項建議只是沙烏地願與以色列媾和，以擺脫 911 事

件以來所面臨的反恐壓力的藉口，且並未正面解決巴勒斯坦的需求，因此表示反

對。 
 
  而聯合國安理會隨及也以 1397 號決議文呼應阿布杜拉的建議，決議的主要

內容為提出巴勒斯坦建國的概念，要求以、巴立即中止包括恐怖、挑釁、煽動和

破壞活動等一切暴力行為並肯定以色列和巴勒斯坦兩國在安全無虞和相互承認

疆界內比鄰共存的願景，並呼籲雙方恢復和平談判。但是此決議通過的同時，正

值第二次巴勒斯坦人民起義，因此並未能有效實施。有關安理會 1397 號決議，

                                                 
47同前註，頁 91。 
48同前註。 
49新華社，「沙特王儲中東和平新計畫引發國際關注」，2002 年 2 月 27 日，

http://news.epochtimes.com/b5/2/2/27/n173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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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附錄。 
 
2002 年~2003 年 中東和平路線圖（Roadmap Peace Plan） 
  中東和平路線圖是經由美國提出建議，後以四方會談確定後公佈的。美國的

小布希總統最初於 2002 年 6 月 24 日就中東問題發表講話時，初步提出了中東和

平路線圖計劃，主張以、巴作為兩個毗鄰的國家生活在和平與安全之中。同年 7
月，美國、俄羅斯、歐盟和聯合國四方討論了該計劃。10 月，路線圖計劃草案

被提交給以、巴雙方徵求意見；12 月 20 日，四方會談在華盛頓最後敲定該計劃，

並批准予以公佈。2003 年初，美國忙於伊拉克戰爭，路線圖計劃遲遲未能公佈

於世。同年 3 月 19 日，阿巴斯被任命為巴勒斯坦首任總理。4 月 30 日，美國駐

以色列大使和四方會談特使分別向以、巴雙方遞交了路線圖計劃。 
   
  該計劃的實施分以下三個階段： 
   
  第 1 階段（2002 年下半年～2003 年 5 月）：以、巴實現停火，結束暴力衝突，

巴勒斯坦方面須有效打擊恐怖主義，進行全面政治改革，在安全問題上與以色列

合作；以色列須撤離 2000 年 9 月 28 日後占領的巴勒斯坦領土，拆除 2001 年 3
月以後建立的屯墾區，採取一切可能和必要的措施保證巴勒斯坦人民生活恢復正

常。 
   
    第 2 階段（2003 年 6 月～2003 年 12 月）：巴勒斯坦方面完成大選，四方會

談召開中東問題國際會議，建立擁有臨時邊界和主要象徵的臨時巴勒斯坦國。 
   
  第 3 階段（2004～2005 年）：四方會談將推動巴以就邊界問題、耶路撒冷地

位問題、賠償問題、難民回歸問題、巴約邊界問題、巴埃邊界安全等最棘手的問

題進行談判。同時，有關方面將推動敘以、黎以談判，實現阿以關系全面正常化。
50

 
  路線圖計劃首次要求以、巴雙方在政治、經濟、安全和機構改革等方面採取

並行措施，肯定了雙方馬德里和會確定的以土地換和平的原則，為以、巴和平進

程確定了新的談判依據和時間表，為平息以、巴暴力衝突、緩和中東緊張局勢帶

來了希望。與奧斯陸協議相比，路線圖更強調巴勒斯坦建國問題。它規定 2005
年建立獨立的巴勒斯坦國和實現以、巴和平共處這兩個並重的目標，以及雙方對

此應承擔的義務。這在很大程度上滿足了巴勒斯坦和廣大阿拉伯世界的正當要

求，為平息多年的積怨、開始以、巴和談創造了有利條件。 
 
  但是，路線圖計畫仍並非完美。首先，從整體來看，路線圖多是規定性原則，

                                                 
50

聯合國文件S/2003/529，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letters/2003/03-5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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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籠統。其雖規定了嚴格具體的時間表，但強調「根據上階段執行情況」確定

下階段何時開始，這為雙方拒不執行計劃留下了隱憂。另外，路線圖對耶路撒冷

問題、巴勒斯坦難民回歸等棘手問題未提出具體方案，僅僅規定由以、巴雙方談

判解決。其次，路線圖計劃還受到以、巴雙方內部強硬勢力的堅決抵制。巴勒斯

坦的哈馬斯、等激進組織在路線圖計劃中屬於被取締和打擊的對象，因而他們都

堅決反對該計劃。同時，以色列國內激進勢力認為，美國的中東和平設想只是為

了安撫阿拉伯國家和伊斯蘭世界，因此路線圖計劃會損害以色列的利益，只有巴

勒斯坦實行行政改革，且採取有效措施打擊恐怖組織後，以方才能撤軍並恢復談

判。另外，巴勒斯坦自治政府內部的權力鬥爭也嚴重影響了路線圖計劃的實施。

而國際情勢能否配合路線圖的實施，也是路線圖成敗的另一問題。51

 
2007 年 安納波利斯中東和平國際會議 
  2007 年 11 月 27 日，美國召開了安納波利斯（Annapolis）中東和會，表面

上促成了巴勒斯坦自治政府總統阿巴斯和以色列總理歐莫特（Ehud Olmert）的

承諾，將於 2008 年底之前透過談判簽署和平條約，實際上則是困難重重。綜觀

國際與中東安全情勢發展，以、巴和平似乎依然遙遙無期。 
 
  這次以、巴和談會後僅發表一頁聲明，聲明裡既未重申支持巴勒斯坦建國，

亦未列出日後和談的細節。歐莫特在聲明中只提到「盡力而為」(make every 
effort)，但不預設談判期限。他的演說與會後的聲明一樣，絕口不提以色列擴大

約旦河西岸猶太屯墾區和耶路撒冷地位等問題，只同意將籌設工作組以磋商雙方

共同關切議題52。嚴格說來，以、巴和平進程的障礙太多，阿巴斯和歐莫特在其

國內都並非是強勢的領導人，哈馬斯的問題又加深了以色列的疑慮與巴勒斯坦的

負擔，此次和會依然沒有具體成果。 
 
 

第四節 小結 

 
  以以、巴衝突的整體來看，其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以色列與

阿拉伯全面衝突的階段；以、巴衝突的部分解決階段；以、巴衝突全面和解階段。 
 
（一）以色列與阿拉伯全面衝突的階段（1940 年代末期至 1970 年代末） 
  自從 1947 年 11 月聯合國通過 181 號決議、以色列於 1948 年 5 月建國後，

以色列與阿拉伯全面衝突的階段也隨即展開。此階段的特點是以、阿雙方在政

                                                 
51孫德剛，「中東和平路線圖淺析」。西亞非洲雙月刊，2004 年第 1 期，第 21 頁~第 22 頁。 
52吳東野，「以、巴和平進程之展望及歐盟立場」。以、巴和平進程之研析學術座談會，國立政治

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戰略與國際安全中心主辦，2007 年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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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與軍事方面都發生全面對抗，並爆發了四次的中東戰爭。 
 
  在此階段，阿拉伯各國至少在反對以色列的立場上大致都是一致的。阿拉伯

聯盟各國先是於 1947 年 12 月召開會議發表聲明，表示決心未反對聯合國分治計

畫而戰，後又在 1950 年通過聯合防禦條約，並於 1964 年成立聯合司令部。在

1967 年 9 月召開的第四次阿拉伯國家元首會議中，更進一步通過了對以色列的

「三不政策」，即不承認、不談判、不和解。53

 
  本階段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以色列與阿拉伯國家間武裝衝突，除了四次中東戰

爭外，另外還計有 1951 年以色列與敘利亞的邊境衝突、1955 年以色列與埃及在

加薩地區的衝突、1956 年以色列與約旦的邊境衝突、1963 年～1967 年以色列與

敘利亞再次的邊境衝突、1968 年～1969 年以色列與黎巴嫩的邊境衝突、1970 年

以色列與敘利亞在戈蘭高地上的衝突，及 1978 年以色列襲擊黎巴嫩南部的行動。  
 
  另外，在國際環境方面，巴勒斯坦問題成為美國取代英國、法國在中東舊勢

力的機會，而以色列則成為美國在中東圍堵蘇聯的碉堡。美國認為，若以色列在

軍事上失敗，那麼整個中東就會有落入蘇聯手中的危險54。因此，美國開始大力

支持以色列，使得以色列不但能在強敵環繞下成功生存，甚至在第三次中東戰爭

中占領了阿拉伯國家大量土地。 
 
（二）以、巴衝突的部分解決階段（1970 年代末至 1990 年代初） 
  本階段由埃及總統沙達特於 1977 年末訪問耶路撒冷而揭開序幕，以、巴衝

突至此開始了談判與衝突相互交織的局面。 
 
  沙達特有鑑於埃及在以色列與阿拉伯國家全面衝突時蒙受了莫大的損失，特

別是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沙達特感覺是與以色列、美國甚至是蘇聯作戰55。因

此，沙達特決定打破「不戰不和」的局面，願意率先和以色列達成和平協定，並

主張以談判代替對抗解決以、巴問題。這種情勢，最終導致了大衛營協議的出現。

但是埃及的行為卻招致其他阿拉伯國家的憤怒，於是埃及在 1979 年被剝奪阿拉

伯聯盟會員國的資格，許多阿拉伯國家也紛紛和埃及斷交，甚至實施經濟制裁。 
 
  然而進入 1980 年代，阿拉伯國家的態度確有了巨大的轉變，而各種和平解

決以、巴衝突的方案也紛紛出爐。先是 1982 年於第十二次阿拉伯元首會議上提

出的「費茲方案」，接著是巴勒斯坦解放組織態度的轉變。1988 年 12 月，巴勒

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拉法特宣佈接受聯合國大會 181 號決議、安理會 242 號決議

                                                 
53趙國忠，海灣戰爭後的中東格局。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年 10 月，頁 97。 
54劉竟，中東手冊。寧夏：寧夏人民出版社，1989 年，頁 245。 
55趙國忠，海灣戰爭後的中東格局。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年 10 月，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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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338 號決議，承認以色列的生存權，並宣示放棄各種形式的恐怖活動，願意進

行和平談判。同年 11 月 15 日，巴勒斯坦國宣告成立。 
 
  在國際方面，美國也於 1982 年提出「雷根方案」，而歐洲共同體成員也發表

聲明，願意承認巴勒斯坦人民的自決權。56

 
  然而與此相反的是，以色列卻在這個階段採取了更強硬的立場。以色列先後

發表了對巴勒斯坦的三不政策（不贊成巴勒斯坦建國、不放棄巴勒斯坦、不從阿

拉伯國家被占領地中撤出）與「大以色列計畫」，同時也轟炸伊拉克的核反應設

施、揮軍掃蕩黎巴嫩南部的巴勒斯坦解放組織，並挑起與敘利亞的飛彈危機。這

一連串的強硬措施，最終導致 1987 年底第一次巴勒斯坦人民起義的爆發。 
 
（三）以、巴衝突全面和解階段（1991 年底至今） 
  本階段由 1991 年 10 月開始的馬德里中東和會為起點，其特色為雖然以、巴

間武裝衝突仍不斷，但大規模地戰爭以不復見。這主要是因為： 
 
  1、冷戰的結束。 
  冷戰結束後，中東以不再是兩強角力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在全球的獨

霸，及美國對中東控制的加強。因此，美國也會維護中東地區的穩定，以確保其

利益。 
 
    2、以、阿間實力對比發生變化。 
  由於伊拉克在波斯灣戰爭中受到重創，而敘利亞又因為蘇聯的解體而失去強

援，以色列與阿拉伯國家間的實力對比發生劇烈的變化。阿拉伯國家既然已無力

再主動發動戰爭，因此當然會採取和平解決問題的途徑。 
 
    3、以、巴對彼此的態度轉變。 
  波斯灣戰爭中伊拉克以飛彈襲擊以色列，使得以色列欲以天然疆界保障國家

安全的目的已受動搖。另外，冷戰結束後開始的全球各地區的整合風潮，也使以

色列受到利益誘惑。而因為阿拉伯國家已無力再以武力作為巴勒斯坦人的後盾，

巴勒斯坦對以色列的態度也趨於現實，開始承認以色列的生存權。以、巴雙方對

彼此態度的轉變，使得和解不再是不可能。 
 
  4、美國與以色列關係發生變化。 
  由於蘇聯的解體，以色列對美國在中東戰略的重要性已大為降低。美國的利

益已從在全球圍堵蘇聯轉變成全球秩序的穩定，因此以色列不再能從美國獲得無

限制的援助，反而會受到美國的約束。另外，美國同時也和溫和的阿拉伯國家加

                                                 
56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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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關係，這都有助於以、巴問題的和平解決。 
 
    然而穿插在以、巴衝突中的各次和會或解決方案，其最後成果始終都差強人

意。本論文在此將各次和會或解決方案未能成功的原因做了初步歸納，並得出三

個共同點： 
 
  （一）和會或解決方案的討論大多未能讓以色列與巴勒斯坦正面參與。 
  在馬德里和會之前，有關解決以、巴問題的和會或解決方案，都並未使巴勒

斯坦作為討論的一方。而即便是以色列，也並未能全面參與所有的和會或解決方

案。這種欲解決以、巴問題，卻使以、巴雙方作為被動者的立場，充分反映了國

際政治由強權主導的現象。而自己的未來卻由別人決定，這種情況也使以、巴雙

方對大多數的和會或解決方案都難以接受，這是歷來解決方案的第一個缺失。 
 
  （二）和會結論與解決方案大多過於籠統，而未有精確的規定。 
  除了少數協議外，大多數的和會結論與解決方案規定的都只是「原則」，而

沒有「細節」。如規定以、巴互相尊重對方，但卻沒有規定如何尊重；決議解決

難民問題，卻沒有詳細時間表及配套措施等。這使得以、巴雙方或者無所適從，

或者有藉口敷衍與拖延，這是歷來解決方案的第二個缺失。 
 
  （三）和會或解決方案大多傾向政治解決，而未能全面考慮到以、巴問題中

的各項癥結。 
  大多數的和會與解決方案都是以政治解決作為解決辦法，包括認為阿拉伯國

家與以色列實施關係正常化、巴勒斯坦自治、以色列從被占領領土中撤軍等。但

是如本論文所述，以、巴問題的癥結不只是政治問題而已，因此歷來解決方案都

不夠全面，這是歷來解決方案的第三個缺失。 
 

而對於在談判及和會中長期處於弱勢的巴勒斯坦人而言，正如薩依德所認為

的，歷來的和平會議或和平進程並不符合巴勒斯坦人的利益。那些會議大多都是

在美國，而不是在巴勒斯坦人的要求下進行的。巴勒斯坦人必須學著和美國人打

交道，就像越南人在巴黎和季辛吉打交道，阿爾及利亞人和法國人打交道那樣。

這不是小孩和大人之間的比賽，而是雙方、兩個對手間的鬥爭，而雙方都涉入真

正的衝突。一方面是巴勒斯坦人民，他們在爭取自己的權力，另一方則是美國和

以色列，他們致力於打壓巴勒斯坦人的權力。57

 

薩依德認為，開始於 1993 年由美國所主導的和平進程已經完全失敗。當然，

對巴勒斯坦人來說，他們的處境只是變的更糟。他們不能自由遷徙，更多的土地

                                                 
57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權力、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台北：麥田出版社，2005
年，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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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奪走，沒有得到任何類似自決的東西，以色列的佔領也繼續下去。巴勒斯坦的

勢力大約只能控制西岸 3％、4％的土地。在那些領土上，巴勒斯坦當局就像以

色列的執法者一樣。阿拉法特所接受的那種情況就像是西岸的「班圖斯坦化」

（Bantustanization）58。這種情況與和平進程不但沒有符合巴勒斯坦人的期盼，也

沒有處理從 1948 年就形成的基本問題---當他們這個民族被驅離自己的土地，失

去了整個巴勒斯坦的土地，從此淪為難民或二等公民。 

 

因此，儘管以色列掌控了巴勒斯坦的土地和生活，但他們的安全並沒有因此

而得到保障。以色列建國約五十年之後，卻成為更不安全的地方。59

 
 
  而根據研究降低衝突與爭端解決的學者的看法，將糾葛在一起形成尖銳對立

局面的各項議題加以分離，是爭端解決的一個重要步驟60。並且，根據學者布贊

的觀念，衝突中的各項議題又可分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五類61。而

本論文認為，布贊提出的分類可以更簡化為兩類，即政治與經濟，因為軍事可以

被認為是政治的延伸，而社會與環境則是經濟的要素。因此，要解決以、巴問題，

首先必須將各個癥結加以分離，因此可以從以、巴各自的政治與經濟部分下手。 
 
 
 
 
 
 
 
 
 
 
 
 
 
 

                                                 
58班圖斯坦化（Bantustanization）指的是在南非種族隔離政策下，原住民部落只得到很小片的家園，

稱為班圖斯坦（Bantustan），呈現一種虛假的自治表象。 
59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權力、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台北：麥田出版社，2005
年，頁 570~571。 
60吳釗燮，「衝突降低與爭端解決：以 90 年代以、阿和談為例」。問題與研究，1996 年 7 月，第

35 卷第 7 期，頁 29。 
61朱寧，「安全與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學派安全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 年第 10 期，第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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