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太基/突尼西亞大事年表
（迦太基曾經佔據的地區包括現時的：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 利比亞、摩洛哥、
西班牙、 葡萄牙、 直布羅陀、 義大利、 法國、 馬爾他）
公元前
1100 尤蒂卡 Utica 建城
814 年 迦太基 Carthage 建城
701 年 亞述人 Assyrians 征服了腓尼基人 Phoenician 在黎巴嫩/ 敘利亞的家園，導致
迦太基成為腓尼基人在非洲和伊比利亞交易城市的保護者
550-480 年 迦太基成為海上帝國
409 年 迦太基人摧毀了西西里人 Sicilian 的城市
264-241 年 第一次布匿 Punic 戰爭
235 年 哈米爾卡巴卡 Hamilcar Barca 統治西班牙南部
218-202 年 第二次布匿戰爭，結果羅馬取代了腓尼基交易城市的領導權
149-146 年 第三次布匿戰爭
146 年 羅馬摧毀了迦太基城 Carthage 和希臘的科林斯城 Corinth
（古迦太基滅亡）
146-112 年 迦太基成為羅馬的行省；羅馬盟友柏柏爾人 Berber 馬西尼薩 Massinisa
統治從阿爾及利亞延伸到利比亞的內陸王國
112-105 年 Jugurthine 戰爭。羅馬攻擊馬西尼薩的繼承人朱古達 Jugurtha 統一努米
底亞 Numidia 王國的企圖
106 年 羅馬將軍馬里烏斯 Marius 戰勝努米西亞 Numidia 王國
105 年 朱古達 Jugurtha 投降給羅馬將軍蘇拉 Sulla
29 年 屋大維 Octavianus 正式重建迦太基市

公元後
69 年 首位北非人進入羅馬元老院
193-211 年 北非布匿血統的元老塞維魯 Septimus Severus 成為羅馬皇帝
258 年 迦太基的聖居普良 Cyprian 殉教；多納圖斯派 Donatism 支持殉道教會，與協商
派教會分裂（天主教徒）
284-305 年 戴克里先（Diocletian）劃分帝國為十二個地區，由一對皇帝(Augustus)
統治，並設立實習繼承人凱撒（Caesar）
羅馬以迦太基為首，統治北非從摩洛哥東部延伸至利比亞西部地區
311-313 年 寬容基督信仰法令，其後是米蘭宗教自由法令 Milan Edict of Equality
312 年 多納圖斯 Donatus 當選為迦太基的主教，反對政府的宗教政策
391 年 羅馬帝國宣布基督信仰為國教。聖奧古斯丁 Augustine 成為希玻 Hippo
Regius 的主教
413-427 年
429 年

聖奧古斯丁寫作《上帝之城》，反映羅馬帝國政治的沒落

汪達爾人 Vandals 由蓋薩里克 Genseric 領導入侵北非

439 年 汪達爾人征服迦太基
533-5 年

拜占庭 Byzantine 將軍貝利薩留 Belisarius 摧毀了汪達爾王國

670 年 凱魯萬 Kairouan 成為阿拉伯前線軍隊征服北非的的駐軍基地, 其後成為阿格
拉布王朝 Aghlabids 和法蒂玛王朝 Fatamid 的首都
750 年

倭馬亞王朝 Omayyad 的王子從中東逃難，在西班牙建立了獨立的哈里發

800 年 阿格拉布 Aghlabids 統治者從凱魯萬城統治北非中部，同時保持對巴格達
Baghdad 的阿拔斯王朝 Abbasid 的表面忠誠
909 年 阿爾及利亞山區的本地什葉派 Shiite 聯合了北非，建立法蒂玛 Fatamid 哈里
發（其首领聲稱擁有先知的女兒法蒂瑪和阿里的血統）
972 年 在開羅的法蒂玛王朝 Fatamid 在凱魯萬統治的北非省份
1061-1106 年 「武僧」征服了摩洛哥和穆斯林西班牙的所有地區後，建立了穆拉比
特王朝 Amoravid

1147 年 穆瓦希德人 Almohad 經過長達 20 年的鬥爭，摧毀了穆拉比特王朝
1159 年 穆瓦希德軍隊佔據了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和利比亞西部的所有地區，將整個
北非統一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
1172 年 穆瓦希德佔領了穆斯林西班牙
1270 第七次十字軍東征：路易九世和他的大部分軍隊在迦太基的突尼西亞外圍潰敗
1516 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Ottoman 佔領突尼西亞， 建立突尼西亞行省。
巴巴里海盗 Barbary pirates
偷襲奴隸 Slave raiding
巴巴里奴隸貿易 Barbary slave trade
1878 年柏林國會，歐洲大國同意將非洲劃分為不同的勢力區
1881 年法國入侵突尼西亞，簽訂巴爾多 Bardo 條約，成為法國的保護國
1907 年法國軍隊聲稱保護歐洲人，登陸卡薩布蘭卡 Casablanca
1912 年 摩洛哥成為法國的保護國
1956 年突尼西亞恢復了完整的主權
1956 年 摩洛哥正式恢復了獨立
1986 年美國指控利比亞 Libya 支持其國外恐怖主義，轟炸該國軍事基地以作報復
2002 年伊斯蘭國恐怖分子於 9 月 11 日在紐約摧毀雙子塔，美國即時成為阿爾及利亞政
權有用的盟友
2011 年 阿拉伯之春。突尼西亞是唯一實現持久民主轉型的北非國家
2013 年 通過新憲法，一年後舉行自由總統選舉
2015 年（3 月 18 日）突尼西亞的巴爾多 Bardo 國家博物館遭到 3 名恐怖分子的襲擊，
導致 22 人死亡
2015 年（6 月 26 日）恐怖分子在蘇塞 Sousse 北部的五星級酒店造成 38 人死亡
2018 年（7 月 8 日） 突尼西亞在阿爾及利亞的邊境附近發生槍擊，造成 6 人死亡
2019 年（6 月 27 日）兩名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炸死一名警察，炸傷另外 8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