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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國際變局對胡笙國王之衝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科技的進步，國與國之間的距離越來越

近，任何國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時都必須考量國際以及區域政治的影

響。而地處於以阿糾紛核心的約旦更容易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本章

將分從國際政治、區域政治以及主導以阿和談的美國中東政策等三個

面向分析胡笙國王一九七○年代所面臨困局。 

 

 

第一節  約旦在贖罪日戰爭後所面臨之困境 

 

 

一九七三年十月的贖罪日戰爭（The Yom Kippur War）中，以色列

和阿拉伯國家都為之付出了巨大的代價。這場戰爭歷時十八天，以阿

雙方投入近百萬兵力，雙方發動數以千計的坦克從事戰鬥，在蘇伊士

運河兩岸以及戈蘭高地展開空前激烈的戰爭1，這場戰爭不但帶給了交

戰雙方巨大的損失，也對日後中東局勢產生深刻影響。 

對以色列而言，這場戰爭代表的是恥辱和羞愧，因為以色列失去不

敗之美譽。尤其是戰爭中以色列有一萬多人傷亡，這對於一個人口不

過三百萬的小國來說，是一個相當沉重的打擊2。 

對埃及而言，贖罪日戰爭的戰果的確讓他們重新抬頭挺胸。這個阿

                                           
1袁文靖（1985），《中東戰爭史》，台北：國際現勢週刊社，頁 312-319。 
2 肖憲(2001)，《中東國家通史，以色列卷》，北京：商務，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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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伯世界中最強大的國家終於贏回自己的尊嚴，亦使其他阿拉伯國家

又再度充滿了自信。不過，埃及在這場戰爭中人員以及物資的損失也

十分慘重，總共有一萬名以上的士兵陣亡，八千人被俘，六百五十輛

戰車被擊毀，一百八十架戰鬥機被擊落，八艘飛彈巡防艦被擊沉。因

此，沙達特雖在戰爭初期贏得勝利，但最後仍是這場戰爭的輸家，而

埃及人民卻因戰爭付出沉重的代價，國內社會瀰漫著一股不願意再為

巴勒斯坦問題而犧牲的氣氛。 

以、埃雙方停火後，兩國領袖應美國政府之邀，前往華盛頓商談停

戰事宜。當時的情勢，埃及軍隊在蘇伊士運河東岸地區，還有兩萬名

士兵被以色列軍隊包圍，而以色列部隊也因此被牽制在西奈半島。兩

國都已疲於戰爭，但卻又缺乏直接溝通的管道，美國國務卿季辛吉適

時出來扮演調停人，並促成埃及代表賈瑪西(Abd Al-Gamazi)與以色列

代表雅利夫(Aharon Yariv)就撤軍問題面對面談判，這也是廿年以來

以、阿之間首次進行的直接談判；這象徵著雙方終於同意就爭執議題

進行磋商，意義十分重大3。 

一九七三年十一月，埃及外長赴美與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會

面。兩天之後，以色列總理梅爾夫人也到了華盛頓。在季辛吉的努力

調停下，一九七四年初，以、埃雙方終於達成協議，以色列部隊撤出

西奈半島，解除了埃及軍隊被圍的危機；但是戰爭的影響仍然持續發

酵。 

首先，由於戰爭的規模龐大，導致美蘇兩國意識到中東和平的重要

性，特別是美國一改以往對於以阿和解的消極態度，積極介入爭端雙

                                           
3 張良任（1985），《美國與以、阿衝突》，台北：台灣商務，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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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進行調解4。根據聯合國安理會三三八號決議案5，停火之後，阿以將

立即再適當時機舉行和談。美蘇在經過多次協商之後，終於敲定了一

九七三年十二月在日內瓦舉行中東和會，與會共有埃及、約旦、以色

列、美國及蘇俄的外交部長，由聯合國秘書長華約翰(Kurt Waldheim)

擔任名義上主席，雖然會議氣氛相當冷淡，僅僅進行兩天便在相互指

責聲中結束6，但卻代表以阿衝突從此由軍事鬥爭轉為政治談判。 

其次，一九七四年夏天，巴勒斯坦國家議會召集了一次大會，會中

決議，巴勒斯坦解放組織不再以推翻以色列為其唯一目標，阿拉法特

並宣布巴勒斯坦人將接管任何已收復的巴勒斯坦地區。而所謂「先行

收復的巴勒斯坦地區」，當然是指加薩地區以及約旦王國在第三次以阿

戰爭中所失去的西岸土地而言。這是精明的阿拉法特意識到埃及等國

家領導人無意與以色列再進行戰爭，且急於媾和的心態，適時提出為

阿拉伯國家解套的方案，爭取自己成為巴勒斯坦合法的代言人的政治

手段。 

胡笙國王對巴勒斯坦解放組織這突然之舉，一時之間也慌了手腳，

約旦在戰爭中所喪失的領土，已無法以軍事手段索回，只能透過外交

媾和手段取回。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穿梭於中東各國，努力奔走，以色

列政府終於不排除歸還約旦河西岸占領區予約旦；但倘若巴解組織接

管已由阿拉伯人收復之巴勒斯坦地區的這項主張獲得國際承認，在以

                                           
4 趙克仁（2005），《美國與中東和平進程研究（1967--2000）》，北京：世界知識，頁 81。 
5 聯合國安理會三三八號決議案主要內容為：要求戰爭各方於本決議案通過後十二小時內，在他們

本身佔領地點立即停止一切射擊並終止所有軍事行動；要求各方於停火後立即執行聯合國安理會第

二四二號決議案所有內容，各方在停火後於適當時機開始進行談判，以達成中東地區公正與持久的

和平之目的。 
6 張士智、趙慧杰（1993），《美國中東關係史》，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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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列結束西岸地區的占領後，接管約旦河西岸的將不再是約旦政府，

而是巴解組織了，約旦反而成了以巴和解中最大的犧牲者。當此之時，

胡笙國王只能將所有希望寄託在季辛吉身上，希望季辛吉能在巴解組

織的這項政治主張搏得國際承認之前，早日說服以色列將西岸地區歸

還約旦。 

一九七四年五月三十一日，季辛吉終於說服以色列撤出戈蘭高地北

部地區，將精華區歸還敘利亞。在此之前，以色列也已將蘇伊士運河

區交還埃及，並同意埃及恢復蘇伊士運河之營運，兩國之間正在商談

整個西奈半島歸還埃及的問題；季辛吉的中東地區「穿梭外交」政策

正逐漸發揮效果，眼看胡笙國王取回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希望也將要實

現了。未料以色列內閣因第四次以阿戰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導致拉

賓取代邁爾夫人出任總理。拉賓指示副總理伊加․阿隆（Allon）提出

新的約旦河西岸地區領土問題解決方案。在這項「阿隆計畫」（Allon 

Plan）之中，以色列準備將西岸地區的阿拉伯市鎮和山區村落交還約

旦，至於約旦河沿岸地區和附近山谷的猶太屯墾區，則繼續由以色列

治理。 

以色列提出阿隆計畫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將約旦河和附近的山谷區

併入以色列領土，充分利用這天然地理屏障構築軍事設施，以便抵抗

諸多阿拉伯國家的侵略，同時西岸接近以色列的人口中心，戰略位置

至為重要，而西奈是沙漠地帶，後退少許距離對於以色列安全並無重

大影響，因此可以看出，以色列在當時並無意與約旦達成協定。而當

季辛吉向胡笙國王提出這項西岸問題解決方案時，由於阿隆計畫的內

容與胡笙之期望相去甚遠，該計畫內容中以色列將繼續持有百分之三

十的西岸土地，而且相較之下，以色列對敘利亞和埃及的領土問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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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式合理許多，因此，胡笙國王拒絕了這項方案。 

季辛吉返回以色列，企圖說服以色列再讓步，不過他卻功虧一簣，

因為他忽略了以色列的國內政治情勢。拉賓總理固然有意解決占領區

間題，然而，以色列國內鷹派的右系政治團體卻激烈反對以色列政府

撤出「猶太和撒馬利亞這上帝應許之地」。季辛吉功敗垂成，失望之餘

曾感歎的表示：「我預測，如果在六個月之內，以色列政府還不能和約

旦就西岸問題達成協議的話，阿拉法特的巴勒斯坦解放組織將會獲得

國際間的承認，取代約旦的地位。看在上帝的份上，在胡笙還是這場

遊戲的參與者之一的時候，趕緊和他達成協議吧！7」 

果不其然，在幾個月之後，季辛吉的預測就實現了。一九七四年十

月二十八日，阿拉伯國家的領袖在摩洛哥的拉巴特召開阿拉伯高峰會

議。阿拉伯國家的領袖們大多已經疲於和以色列對抗，急於尋求以、

巴問題的解決捷徑。再加上阿拉法特的前述策略迎合大多數阿拉伯國

家的心態，他們集體向胡笙國王施壓，要求胡笙國王將巴勒斯坦的領

導權讓給阿拉法特。於是，這位在黑色九月事件，被胡笙國王逐出約

旦的巴解領袖，又搖身一變，成為「巴勒斯坦人唯一約合法政府」。會

中不但決議承認巴解組織為巴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且該組織有

權力在任何已收復的地區，建立獨立的巴勒斯坦國；胡笙國王的政治

生涯再度受到重擊8。 

會議當天，胡笙國王特別準備了三十多頁的演講稿，慷慨激昂地陳

述了兩個多小時，回顧他身為約旦國王參與巴勒斯坦問題的歷史，他

                                           
7 珍娜․華萊契、約翰․華萊契著，（Janet Wallach and John Wallach）（1990），劉建宏譯（1995），

《阿拉法特傳奇》（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1st ed.），台北：月旦，頁 234。 
8 Sluglett, P. and M. Farouk-Sluglett (1996), Guide to the Middle East. Glasgow: Harper Collins,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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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不絕地說明其有管理約旦河西岸領土之權。而且以色列拒絕與巴

勒斯坦解放組織有任何接觸，因此只有他才能收回約旦河失土。但是，

當胡笙演講結束後，會議大廳一片寂靜。首先打破沉默的是阿爾及利

亞總統布邁丁尼(Houari Boumediene)，他毫不留情地表示，除了巴解組

織以外，阿爾及利亞不承認其他任何人來代表巴勒斯坦人。隨後，其

他國家代表亦先後表示對於阿拉法特的支持。馬哈穆德‧利雅德

(Mohammud Riyad)當時身為阿拉伯聯盟的秘書長，他事後表示：「這真

是一個大玩笑。這個決定未經好好研究就決定了，竟成了埃及人和敘

利亞人的一場競逐，比賽誰更支持巴勒斯坦事業。9」。 

更嚴重的是，稍後，聯合國邀請阿拉法特赴大會發表演說，並在一

九七四年十一月十三日通過支持阿拉法特的巴解組織代表巴勒斯坦人

的決議，胡笙國王則再度受到重挫。 

由區域政治之角度分析，一九七三年以前，約旦雖然因為戰敗失去

西岸地區之土地，但原先仍盼望透過阿拉伯聯軍之力量，以軍事力量

收回失土，但在一九七三年贖罪日戰爭之後，有識者可明顯看出，以

軍事手段收回失土之希望已渺茫，一九七四年在拉巴特舉行第七屆阿

拉伯高峰會議後，胡笙國王已失去了西岸巴勒斯坦代言人之合法性及

正當性，亦即永遠失去了重建大約旦帝國之機會，更失去了約旦境內

最肥沃之土地，約旦在中東區域體系內甚至是國際舞台上之份量立即

下降。 

緊接下來的發展更令胡笙國王驚心，一九七四年十一月巴解以觀察

                                           
9 托尼․沃克、安德魯․高沃斯著(2003)，（Tony Walker and Andrew Gowers），李秀英、潘宏、馬

中元譯(2005)，《阿拉法特傳》(Behind the Myth: Yasser Arafat and the Palestinian revolution，2nded.)，

北京：軍事科學，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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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身份參加聯大會議和工作。一九七六年八月第五屆不結盟國家會議

接納巴解為正式成員，同年九月阿盟接納其為正式成員。這些發展在

在削弱胡笙國王於中東區域政治之重要性；而且因為約旦境內之巴勒

斯坦人超過百分之六十以上，未來哈希米家族統治約旦之正當性也亦

恐難保，甚至政權都被連根拔掉。 

上述轉變迫使胡笙國王必須增強其本身力量，對內他必須以有限的

國家資源用來加強西約旦河東岸之建設，對外必須以其善長之外交手

腕，爭取國際強權之認同，向國內外展示約旦仍是中東和談中不可或

缺之一員。因此必須與世界強國保持暢通之溝通聯繫管道，這其中安

理事成員國更是約旦必須爭取拉攏之對象，但可惜的是胡笙與中共素

無瓜葛，而早在一九六五年五月，巴解組織在北京已設立享有外交機

構待遇的辦事處。 

當然胡笙仍然並未輕易放棄對西岸地區之主權，他一直堅持到一九

八八年，基於各種主客觀因素，約旦政府方宣布放棄對於西岸和加薩

走廊的主權10。 

綜上所述，胡笙國王一直希望實現他祖父阿不都拉以及曾祖父沙瑞

夫建立「阿拉伯帝國」的夢想，而以外交手段聞明於世的胡笙國王心

知肚明，以阿衝突的解決潮流已從軍事行動轉回政治談判，而其政治

上的主要競爭對手—巴解與中共關係密切，而約旦如果一直不與擔任

聯合國安理會理事的中共有所接觸，其後果將會愈來愈嚴重。 

 

 

第二節  美國外交政策對巴勒斯坦問題的態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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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三年中東戰爭以前，美國在有關巴勒斯坦解放組織和巴勒

斯坦人的地位上並未有明確立場，大致說來均從所謂「人道主義」的

觀點出發，但僅將巴勒斯坦問題看作是個難民問題，而非民族的權利

問題，同時一直稱巴勒斯坦解放組織為「恐怖組織」，採取拒絕接觸的

敵對態度。 

但在贖罪日戰爭之後，美國政府在對巴勒斯坦問題的態度上產生了

微妙的變化。戰爭顯示出阿拉伯國家的實力和團結，特別是在石油武

器禁運方面，造成美國以及全球的經濟損傷。因此，中東成為美國外

交事務的一個重要地區，美國政府不得不開始重視對阿拉伯人民族感

情影響深遠的巴勒斯坦問題。一九七五年十一月十二日，負責中東事

務的副國務卿哈羅․桑德斯向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發表關於如何解

決中東問題時說：「在阿、以和平談判中，必須考慮巴勒斯坦阿拉伯人

的合法利益。雖然存在著許多方面的問題，但阿、以之間的衝突，巴

勒斯坦問題是則是關鍵的中心11。」這也是美國官方首次正式把巴勒斯

坦問題視作為解決阿以衝突的核心問題。此一說法，立刻引起各方的

注意。 

因為歷任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均將飽受苦難的巴勒斯坦人視為難

民問題，例如尼克森執政時期，美國政府雖然也努力恢復美國在中東

的影響，但建樹不大。這一時期美國政府積極調解阿以衝突—主要是

埃及與以色列的和解，儘管口頭上也表示對巴勒斯坦人苦難的同情，

                                                                                                                            
10 冀開運(2004) ，《約旦史—一脈相承的王國》，台北：三民，頁 118-119 
11 轉引自張士智、趙慧杰（1993），《美國中東關係史》，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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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本上仍繼續保持歷屆政府的方針，並盡可能避開這一政治上敏感

的問題，以求在其他較易解決的問題上取得進展。 

一九七七年卡特就任總統後，他立志達成中東和平。而達成和平的

方式就是所謂「以人權作為美對外政策」的原則。卡特對巴勒斯坦問

題的態度也必然會包含「人權主義」的影子12。卡特在談到他制定外交

政策的原則立場時曾表示： 

 

既然我已保證我們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人權，我就不可

能對約旦河西岸的嚴重問題視若無睹，繼續剝奪巴勒斯坦

人的權利不僅被用來作為反對以色列的主要藉口，而且也

是從根本上違背了我們兩國的道義原則。我認為，美國有

必要為巴勒斯坦人爭得選舉權、集會和討論影響他們生存

的權利，擁有財產不被沒收的權利，以及擺脫軍事統治的

權利。否認這些權利，對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來說是站不

住腳的。我曾表示過，不管這些問題發生在什麼地方，我

都要竭盡全力尋求這些問題的解決13。 

 

一九七七年三月十六日，剛上任不到兩個月的卡特在麻州的一次演

講中，他提到了「巴勒斯坦人的家園」，這是美國總統在此以前從未正

式使用過的詞。他說： 

 

                                           
12 有關卡特人權外交，請參考洪國起、董國輝（2003），《透視美國人權外交》，北京：世界知識，

頁 54 - 70。 
13 吉米․卡特著，（Jimmy Carter）（1982），裘克安譯（1983），《保持信心—吉米•卡特總統回憶錄》

（Keeping Faith—Memoirs of a President），北京：世界知識，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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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巴勒斯坦人宣稱，以色列沒有權利待在

巴勒斯坦，土地屬於巴勒斯坦人，他們一直沒有放棄他們

公開表明摧毀以色列的義務；這一點必須克服。必須給予

許多年來飽受苦難的巴勒斯坦難民一個家園14。 

 

這可說是美國中東政策的一大轉變，不過卡特總統並沒明確說明這

個家園位在何處，引起中東各國一陣揣測。而胡笙國王一生的宿敵阿

拉法特更感到高興，他針對卡特的上述聲明表示：「如果這是真的，他

已經清楚觸到問題的核心，沒有這一點，就無法解決問題。15」 

令人驚愕的是，就在同年四月中旬約旦與中共建交之後，胡笙國王

四月下旬訪問美國，緊接著在五月廿七日，卡特重申，他相信應為巴

勒斯坦人建立家園，還進一步說，歷屆美國政府都贊同這些觀點，而

這些觀點已見諸聯合國關於「包括巴勒斯坦人有一個家園16，賠償他們

所遭受的損失的權利」的聯合國決議案中17。但卡特也再次確立美國的

立場：「反對在約旦河西岸建立獨立的巴勒斯坦國家18」。美俄兩國亦發

表了一份尋求以阿衝突所有問題公正、持久且普遍性的解決之共同聲

明，要求以色列完全撤出一九六七年戰爭中所佔領的阿拉伯土地，且

必須保障巴勒斯坦人的民族權利，「必須要保證各國領土主權完整、政

                                           
14 張士智、趙慧杰（1993），頁 256。Carter, J.（1977）,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immy Carter, Book 1, pp. 386-387. 
15 頁 167。 
16 Homeland ㄧ詞意有人譯作「祖國」。 
17 路透社（1977），華盛頓，1977/5/27 電。＜卡特談話表示贊同巴勒斯坦應獲賠償＞，《聯合報》，

1977/5/28，版 4。 
18 ＜美反對在約河西岸建立巴勒斯坦國家＞，《聯合報》，1977/10/17，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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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獨立」，並終止一切戰爭狀態，建立正常和平關係。美俄間對於中東

問題何以有此一重大的突破？究竟是那一方讓步？基於埃及一貫的立

場，埃及認為此一讓步來自蘇俄；但事實並非如此，其主要讓步來自

於美國19。 

卡特在一九七七年十月再度表示，至於曾提及的巴勒斯坦實體，「我

不贊成、也不會贊成在約旦河西岸建立獨立的巴勒斯坦國20。」「不管

可能採取什麼形式，也不管可能佔據什麼地位，應與約旦結合，而不

應獨立21。」可知卡特對巴勒斯坦未來的安排和定位均已十分清楚，或

在以色列的控制下享有自治的權利，或作為一個實體與約旦結合。易

言之，約旦的生存權已獲得美國政府的保證，卡特總統這個清楚的政

治立場聲明，就時間的因果來看，顯然與約旦中共建交有相當密切之

關聯性。 

一九七七年年九月廿一日，國務院的一項聲明把巴勒斯坦問題作為

全面解決阿、以衝突的一部分。聲明中說：「巴勒斯坦人的地位必須在

阿、以全面協議中得到解決，如果準備解決其他問題的話，這個問題

是不容忽視的。而且，一項和平協議必須得到所有衝突各方，包括巴

勒斯坦人的支持，才會持久。這就意味著，巴勒斯坦的代表必須到日

內瓦去。關於聯大二四二號決議，所有和平進程的參加者都應遵守決

議的條文。…22」 

美國對巴勒斯坦立場的另一種表現，是關於承認巴勒斯坦解放組織

                                           
19 ＜美俄共同聲明與中東問題的新「突破」＞，《聯合報》，「社論」，1977/10/5，版 2。 
20 合眾國際社（1977），華盛頓，1977/10/15 電。 
21 趙克仁（2005），《美國與中東和平進程研究（1967--2000）》，北京：世界知識，頁 97。 
22 Quandt, W. B.（1986）, David Camp: Peace Making an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Brooking 

Institution,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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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就能代表巴勒斯坦人民的問題。美國官方一直不承認巴勒斯坦解

放組織，而且把它看作是個「恐怖組織」。但不可諱言地巴勒斯坦解放

組織被某些巴勒斯坦人認作是巴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領導者，亦獲

得到所有阿拉伯國家的支持，以及世界上越來越多的國家的承認。卡

特也承認，沒有巴勒斯坦解放組織的合作，要解決阿以衝突問題幾乎

是不可能的。一九七七年十月，卡特在一次發言中說，「顯然，沒有適

當的巴勒斯坦代表，就不可能有中東和平解決的可能。巴勒斯坦解放

組織不代表一個國家，它是代表大部分巴勒斯坦人的一個組織。我當

然不認為他們是巴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但是，如果他們接受聯合國

安理會第二四二號決議並公開承認以色列的生存權，我們將開始與他

們會晤，在巴勒斯坦問題上尋求諒解和合理辦法。23」換言之，卡特認

為還有其他的巴勒斯坦人民代表，顯然，他指的是胡笙國王。 

綜上所述，卡特總統執政期間，美國對巴勒斯坦的立場出現重大轉

變，將巴勒斯坦問題為解決中東問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還希望說

服巴勒斯坦解放組織接受聯合國安理會第二四二號決議，參加中東和

談。最為顯著的是，卡特政府明白強調巴勒斯坦人的自治權，但是他

並沒有承認巴勒斯坦人民有自決權，易言之，巴人沒有享有建國的權

利。 

總而言之，胡笙國王自一九七四年起，即面臨甚為險峻之國際政治

環境，在卡特總統甫上任後不久，即將中東問題列為其外交政策之首

要解決目標，期間胡笙國王數次在巴勒斯坦問題上遭受到國際的壓力

而被迫退讓，當卡特總統就任之後，胡笙國王首次與其會晤之際，其

                                           
23 Vance, C.（1983）, 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Y.: Simon and Schuster, 

p.171; Smith, C. D.（1992）,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Y.: St. Martin’s,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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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到必須針對未來作一積極部署，否則未來局勢的發展勢將危及其

政權鞏固。至於卡特清楚地界定、明顯地表態，是不是受到胡笙國王

與中共建交這手棋的佈局影響，我們不得而知，但由時間序列上所衍

生出的因果關係，實在讓人心生疑竇。不論如何，對胡笙而言，全盤

棋當時仍掌握於其手中。 

 

 

第三節  從國際政治角度分析胡笙政策之轉變 

 

 

壹、國際局勢變化：從兩極對抗的轉變成低盪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國際政治出現兩大關鍵性轉變，分別為冷戰，

以及殖民地爭取獨立的潮流。這兩大變化影響至深至遠，牽動著國際

以及區域局勢的走向，因此影響世界各國外交政策的制定，當然，也

影響到胡笙國王的外交政策，以下將分別各作分析。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核子武器的出現以及科技的進步，使國際社會

逐漸進入了所謂的全球體系。易言之，世界各政治單位均納入全球體

系之內24。一九四六年柏林危機時，英國首相邱吉爾發表著名的「鐵幕」

演說，警告世人東歐已淪入蘇聯共產主義的掌控中。一九四八年美國

外交官肯楠(Georgr Kennan)以筆名在《外交事務季刊》 (Foreign Affairs)

發表文章，主張以圍堵政策阻止共產主義擴張，國際政治中的冷戰逐

                                           
24 蔡政文（1978），《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台北：自印，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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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開始25。此後全球進入所謂美蘇兩國及其盟邦組成的兩極對抗26。兩

集團彼此之間壁壘分明，包括意識型態、國家利益和一般認知，這種

競爭十分激烈，是一種零和競賽。在冷戰最尖銳時期，美蘇兩國任何

舉動，均被對方解讀為擴張本身實力或是意圖削弱對方力量。 

不過一九六○年代起，國際局勢開始出現轉變，局勢更加複雜。

首先，一九六二年古巴事件後，美蘇兩國開始逐步建立對話機制，因

為美蘇雙方逐漸體認到，核子武器必須在強權的掌控之下，以免擦槍

走火爆發世界大戰27。所謂由美國、蘇聯、英國、法國、中共所組成的

五強核子俱樂部因而誕生28，國際社會因此進入一個核武秩序時代。另

一方面中蘇共在意識形態上發生分歧，而後分歧發展為國家利益衝

突，一九六二年在中印邊界戰爭中，蘇聯公開支持和援助非共產主義

的印度對抗中共。一九六九年中蘇在東北亞的邊界地區發生軍事衝突

29，以及一九六六年法國退出北約等等事件，顯現出意識型態的對抗已

非國際政治主流。另一方面美國由於長期在越南參戰，導致國內龐大

的反戰聲浪，再加上沉重的國防預算，最後被迫撤離越南。因此，一

九六九年美國總統尼克森入主白宮，重新思考其全球戰略佈局，改變

原先所堅持的反共立場，拉攏實行共產主義但與蘇聯漸行漸遠的中

                                           
25 實際上這場“東西對抗”的戰爭並未真正爆發，雙方陣營都竭力自制避免發生一場全面的“熱”戰，

僅在韓國、越南和阿富汗等地發生區域衝突，但是大多數時候只是美蘇代理人之間的衝突。詳見皮

爾森、羅撤斯特著，（Frederic S. Pearson; J. Martin Rochester）（1992），胡祖慶譯（1995），《國際關

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台北：五南，頁 93-94。 
26 林碧炤（ 1990），《國際政治與外交關係》，台北：五南，頁 156-157。 
27 蔡政文（1978），《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台北：自印，頁 17。 
28 美國、蘇聯、英國、法國及中國分別於一九四五年、一九四九年、一九五二年、一九六○年、及

一九六四年擁有核子武器。 
29 蘇起（1992），《論中蘇共關係正常化》，台北：三民，頁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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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以制衡蘇聯。因此，整個國際社會進入低盪時代（La Detente）30。

換言之，意識型態的對抗已不若以往之尖銳。 

另一方面，二次大戰之後，各界各地殖民地均積極爭取脫離西方

列強掌控，建立獨立國家。在這些新興國家中，有許多國家不願意淪

為美蘇兩國的附庸，國際間因此出現了不結盟國家運動，而中共充分

利用這些國家的心態，提出「反帝」、「反殖」、支持「三個世界理論」，

主張「國際主義」31，呼籲大國裁軍等，積極爭取作為這些新國家代言

人的身分，這立即提昇其在國際間的地位，並進而促成中共取代中華

民國在聯合國的席次。 

綜上所述，冷戰初期，國際政治以意識型態對抗為主，因此胡笙

國王在一九五○年代六○年代初期的外交政策上，基於其本身與英美

等國之歷史淵源，也順應著國際潮流強調反共。但進入「低盪」時期，

胡笙國王也開始逐步與蘇聯等共產主義國家建立外交關係32，雖然這並

未影響約旦親西方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則，但很顯然胡笙國王的施政已

隨著國際情勢而有所調整。 

 

 

貳、區域政治之轉變：政治談判軍事對抗 

 

一九六七年戰爭之前，阿拉伯國家的目標是企圖將猶太人所建立的

                                           
30 蔡政文（1978），《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台北：自印，頁 18。 
31吳安家主編（1990），《中共政權四十年回顧與展望》，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頁 203。 
32 Nyrop, R. (eds.) (l974), Area Handbook for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University,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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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整個消滅，收復阿拉伯的失土，建立一個屬於巴勒斯坦人的巴勒

斯坦國，爭執的中心是以色列是否有權在巴勒斯坦地區建立一個屬於

猶太人的國家。但是在一九六七年六日戰爭後，以、阿爭端在本質上

有了基本的改變。與以色列有直接爭議的國家，包括埃及、敘利亞與

約旦，由於大片重要領土被以色列所佔領，對於以色列是否有權建國，

與巴勒斯坦人的權益是否應該獲得保障，已經是遙遠的目標。因為對

這些國家來說，取回被以色列所佔領的土地，包括西奈半島、戈蘭高

地、約旦河西岸地區，成為國家的首要問題，而巴勒斯坦問題，包括

難民與建國，反成為這些國家所運用的棋子。一位聯合國難民救濟及

工程局的前局長曾於一九五一年指出：「那些阿拉伯國家只想讓他們作

為公開的傷口，作為對聯合國的羞辱，作為對抗以色列的武器。阿拉

伯國家的領導人才不在乎難民的死活呢。」以色列人不准他們回家，

阿拉伯人又不准他們加入(只有約但稍有例外) ，這些難民在復國的希

望驅動下，產生了昔日離散在外的猶太人所具有的特徵。直到廿世紀

六○年代，巴勒斯坦人才開始聽到自己的聲音
33
。 

有關以色列在一九六七年戰爭中所佔領的阿拉伯國家土地，請見圖

6-1。 

 

 

 

圖 6-1：以色列在一九六七年戰爭中所佔領的阿拉伯國家土地圖 

 

                                           
33 轉引自弗朗索瓦˙馬蘇利耶著，（Francois Massoulie）（1993），李陽譯（2004），《中東危機(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香港：三聯，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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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弗朗索瓦˙馬蘇利耶著，（Francois Massoulie）（1993），

李陽譯（2004），《中東危機(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香港：三聯，

頁 90，其中虛線部份是以色列所佔領的阿拉伯國家土地。 

 

 

一九七○年埃及的納瑟因為積極調停胡笙國王與阿拉法特之間的

「黑色九月事件」，積勞成疾，心臟病突發去世34。副總統沙達特繼位，

以及敘利亞的阿塞德掌權之後，立即不斷高喊收復失土為國家第一要

務，他們表面上支持巴勒斯坦人的抗爭，支援巴勒斯坦解放組織，其

實只不過是想要在以、阿衝突的議題上取得領導人的地位，以求收復

                                           
34 張倩紅編著（2004），《埃及史》，台北：三民，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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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敗失去的失土35。 

一九六七年戰爭之後聯合國安理會通過第二四二號決議案，要求以

色列交還在戰爭中所佔領的阿拉伯土地，並要求阿拉伯國家承認以色

列的生存權，但是往後的六年內，由於爭端各國的領導人各有盤算，

因此和談毫無進展36。不過安理會第二四二號決議案以土地交換和平的

基本精神已經成為解決中東問題的一個國際共識。以色列與阿拉伯國

家只有在遭遇其他更重大的困難時，才願意心平氣和回到這個決議案

的架構下，逐步建立中東地區的新秩序。 

沙達特在繼承總統職位之後，積極努力收回西奈半島，因此不斷與

蘇聯洽商購買先進武器等，以補足一九六七年戰爭時的重大損失。但

是沙達特對於蘇聯所供應武器的質與量都感到不滿意，而且蘇聯基於

戰略考量，控制了許多運往埃及的先進裝備，埃及軍官並無實際掌控

權。因此沙達特在一九七一年二度訪問莫斯科，要求提高武器的質與

量，但卻都無法得到滿意的答覆。沙達特在不滿與失望之餘，在一九

七二年七月驅逐蘇聯的軍事人員及顧問，並下令埃及軍官接管所有的

先進軍事裝備，另一方面也向阿拉伯產油國家爭取財政援助，又聲明

將與利比亞及敘利亞合併，加強戰備，以求早日收回失土37。 

一九七三年十月六日，沙達特聯合敘利亞，同時開闢兩個戰場，分

兩線向以色列展開突擊行動。由於以軍倉皇應戰，因此戰爭初期敘利

亞軍隊在戈蘭高地讓以色列空軍損失頗重，同此之時埃及的陸軍亦進

                                           
35 吳釗燮(1996)，《中東的戰爭與和平》，台北：志一，頁 66。 
36 麥克迪斯編（1985），（Roy Macridis ed.），胡祖慶譯（1991），《當代各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 6th ed.），台北：五南，頁 306。 
37 袁文靖（1985），《中東戰爭史》，台北：國際現勢週刊社，頁 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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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當順利，幾乎完全收復了西奈半島。但不久以色列開始動員後備

兵參戰，採取先擊敗敘利亞，並在戈蘭高地取得勝利，然後再對付埃

及軍隊，這一大膽策略竟然扭轉戰局，不但反過頭來包圍了進入西奈

半島的埃及的第三軍，甚至直逼埃及首都開羅。最後在美蘇兩國的積

極介入之下，才得以停止戰爭狀態。雖然阿拉伯國家再一次嚐到戰敗

的苦果，但這是第一次顯示其有發動戰爭的能力，而不是只有挨打抱

頭鼠竄的份，而以色列軍隊也不是如神話般的所向無敵38。 

一九七三年戰爭爆發之時，阿拉伯國家表現相當團結，十月九日埃

及與科威特兩國石油部長要求召開阿拉伯石油輸出國組織會議，討論

使用「石油武器」議題當天晚上該組織就決定減產百分之十二。當美

國決定向以色列提供提供廿二億美元緊急軍事援助時，沙烏地阿拉伯

立即宣佈減產百分之十，並對美國實行禁運。接著卡達等阿拉伯產國

家也降宣佈減產石油及對美國及其視為嚴重偏袒以色列的國家展開禁

運措施，迄至一九七四年三月，據估計國際油價漲價近四倍之多，並

且對那些，讓西方世界經濟損失慘重39。這使得阿拉伯國家感到相當振

奮，因此這場戰爭不但在軍事上證明了阿拉伯國家的軍隊不是烏合之

眾，而且發現石油可發揮極大的影響力，且很有效果。大多數西方國

家在一九七三年戰爭之後旋即改變了他們的中東基本政策，對阿拉伯

國家和以色列採取同樣等距的外交，不再隨著美國的政策起舞一昧地

偏袒以色列40。 

一九七三年十月戰爭過後，以阿雙方都清楚的意識到連年交戰對於

                                           
38 張良任（1985），《美國與以、阿衝突》，台北：台灣商務，頁 114-121。 
39 王鐵錚、林松業（2000），《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拉伯卷》，北京：商務，頁 200-207。 
40 安東尼瓦爾‧阿木提主編(2003)，《石油與國家安全》，烏魯木齊：新疆人民，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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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沉重的經濟負擔，埃及、敘利亞以及約旦等國政府也了解以軍事

手段收回失土的可能性幾乎是微乎其微，但在產油國家的支持下，或

許政治談判是一條可行之路。而以色列政府經此一役後，態度亦不復

以往之囂張，對於和談不再完全持排拒的態度。 

在一九七三年十月戰爭爆發後美國的斡旋行動中，新任美國國務卿

季辛吉延續之前剛完成與蘇聯有關戰略核子武器談判，與中共達成上

海公報，與北越完成妥協之餘威，一人不斷往返於各以阿各國之間，

瞭解並拉近各國之間的距離，並借用沙烏地阿拉伯的影響力，一方面

穩定高漲的油價，另一方面則企圖達成停火協議，並且讓交戰的各方

達成後撤退出(Disengagement)。在三年間幾乎馬不停蹄地幾度進行穿梭

外交(shuttle diplomacy)，在這之後，漸形塑了一些影響長久的發展。 

首先，蘇聯基於利害衝突，頻頻鼓動阿拉伯國家繼續對每實行石油

禁運政策。致使尼克森總統將蘇聯排除在這輪以外交方式達成協議的

過程之外。雖然在呼籲召開日內瓦中東國際和會 (Geneva Peace 

Conference)的過程之中，不斷有中東事務專家提醒美國政府應該善用蘇

聯的影響力，但是到福特總統任期屆滿下台為止，蘇聯對於整個局勢

著力不多。除了前述美方有意排擠蘇聯之外，原先蘇聯在中東地區最

重要的友邦埃及，在沙達特漸漸倒向美國，並於福特總統任內向美國

要求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並撕毀蘇埃兩國友好合作條約之後，蘇聯

在中東的整體影響力更不若以往。 

季辛吉基於其本身理念，認為無政府狀態之下的國際社會中，美國

應追求的目標並非是和平，而是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和平不過是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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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國際秩序下的副產品41。因此在他的穿梭外交過程之中，並沒有提

出一個達成中東整體和平的完整架構，以解決以、阿之間長期以來的

糾紛與爭端，而只是著重於危機處理(crisis management )，解除中東地

區的戰爭危機(crisis defusion)，讓處於戰爭中的軍隊能夠後撤，被以色

列包圍的埃及第三軍團能夠回到埃及，達成停火協議，不再相互攻擊

而已，相關國家從未有任何直接面對面的談判，對長久以來的以阿紛

爭並無實際且長期的助益。因此，卡特政府所面臨的以阿情勢仍是一

個極具爆炸性、仍待解決的區域衝突。 

整體而言，自一九七三年第四次中東戰爭之後，再加上季辛吉的穿

梭外交影響所及，以阿之間的衝突以從軍事對抗轉變為以政治或談判

的方式解決，而實際上，一九七三年贖罪日戰爭之後，以、阿間雖仍

有零星之軍事衝突，但已再無大規模戰爭爆發。 

 

 

第四節  小結 

 

 

經過四次以阿戰爭之後，美國已體認到中東是全球最容易爆發軍事

衝突的地區，而這個地區又蘊存著關係著世界經濟命脈的石油。如果

不能提出妥善解決方案，對於人類將是一個不定時炸彈。季辛吉的解

決方案仍舊是秉持著權力平衡，穿梭於各爭端國之間。但卡特總統基

於人權外交理念，認為必須要為巴勒斯坦難民尋找一個家園，否則中

東難有寧日。如何建立巴人家園，以及在哪建立這個家園等議題，在

                                           
41 張良任（1985），《美國與以、阿衝突》，台北：台灣商務，頁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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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牽動著約旦哈希米王室的利益。 

另一方面，巴解領袖阿拉法特採取和戰兩手策略爭，爭取國際間的

認同以及，他一方採取軍事行動頻頻突擊以色列，以爭取巴勒斯坦人

民的支持，一方面又向世界各國強調巴人的無辜弱勢形象。這種一手

持槍，一手持橄欖枝策略，再加上軍人主政的乙類國家埃及、阿爾及

利亞、敘利亞以及伊拉克等國家的支持，逐步從胡笙國王手中奪得巴

人代言人的身分，並且侵蝕哈希米王室統治的正當性。也證明本文第

二章的所建立之分析架構，符合事實。軍人主政的乙類國家因為政治

發展的途徑不同，會威脅傳統甲類國家之生存。 

胡笙國王面對上述困境，如何保住其政權實為一大難題。而國際強

權在處理國際紛爭時，一向是採取挖東牆來補西牆，只顧現實不顧信

義，當年西方列強不顧阿拉伯人的反彈，強行將猶太人放置在巴勒斯

坦，以及英國承諾胡笙曾祖父沙瑞夫成立大阿拉伯帝國，卻在事後反

悔的等等史實，胡笙國王不可能忘記這些教訓。因此，他當機立斷與

中共建交，並據以影響美國中東政策朝有利約旦方向進行，化解一切

對於哈希米王室不利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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