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之霸主拉鋸戰
墨西拿鹽度危機 Messinian Salinity Crisis
墨西拿 Messina 是西西里島上的一個地方。大約發生在 596 萬到 533 萬年前，地中海
與大西洋在直布羅陀被關閉，使地中海從此與大西洋切斷。
由於從地中海的水份蒸發量比其周邊河流的水流入量較大，導致地中海最終完全乾涸，
成為一個鹽漠盆地，平均深度在海面以下 1 公里多深。
伊比利半島 Iberian Peninsula
公元前 1000 年，凱爾特人 Celts 抵伊比利半島
公元前 1100 年左右，腓尼基 Phoenician 商人在加的斯 Cadiz 成立了交易地點。
公元前 8 世紀，希臘人 Greeks 沿著半島東岸成立殖民地，將南方海岸留給腓尼基人。
公元前 6 世紀，迦太基人 Carthaginians 在卡塔赫納 Cartagena(Carthago Nova) 建立其最
重要的殖民地。當時還正與希臘人爭奪地中海西部的控制權。
公元前 226 年，羅馬與迦太基訂立條約，埃布羅河 Ebro 以南為迦太基人的勢力範圍。
羅馬共和國晚期，把半島分為近西班牙 Hispania Citerior 和遠西班牙 Hispania Ulterior。
公元前 27 年，羅馬帝國時期，吞併了伊比利亞半島，把半島成為羅馬行省。
稱東北部為塔拉哥那 Hispania Tarraconensis，南部為貝提卡 Hispania Baetica，西南部為
盧西塔尼亞 Lusitania。
公元 416-711 年間，西哥特人 Visigoths 在伊比利半島建立王國。
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來自北非的穆斯林摩爾人 Moors 占領伊比利半島的大部分，原
有的基督教徒被迫居住在半島西北部沿海地區。
中世紀後期，半島北部的基督徒發起收復失地運動 Reconquista 逐漸南下。
公元 1480 年，西班牙王國 Kingdom of Spain 正式成立；
公元 1492 年，穆斯林勢力被徹底驅逐出伊比利半島。
直布羅陀 Gibraltar: 非洲與歐洲 - 太平洋與地中海的橋樑
1)卡迪斯 Cadiz
• 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 希臘人 Greeks
• 迦太基人 Carthaginians (c 400 years)
• (146BC)
- 漢尼拔 Hannibal
2)卡塔赫納 Cartagena
• 羅馬人 Romans (c 600 years)
- 西比奧 Scipio
3)塔拉戈納 Tarragona
4)托雷多 Toledo
• 西哥特人 Visigoths (c 300 years)
- Alaric
• 416-711
5)科爾多瓦 Cordoba
• 摩爾人 Moors (c 800 years)
• 伍麥亞哈里發 Umayyad Caliphate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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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爾多瓦 Cordoba Emirate/Caliphate 756-1031
• 6)塞維利亞 Seville Taifa 1031-1212
• 7)格拉納達 Granada Taifa 1212- 1492
4)托雷多 Toledo
• 基督徒 Christians - Spanish Empire - Isabella+Fernando
• 8)萊昂 Leon - 9)布哥斯 Burgos - 10)沙拉哥薩 Zaragossa
11)馬德里 Madrid 1561迦太基
迦太基 Carthage 是公元前 7 世紀至前 2 世紀期間以北非突尼西亞沿岸迦太基城為中心
興起的一個文明。 這個國家是個城邦國家。迦太基本是腓尼基 Phoenician 城邦泰爾在
海外的殖民地，建於前 814 年，同其他腓尼基殖民城市一起向泰爾 Tyre,定期朝貢。 大
約在前 650 年獨立，建立自己的霸權地位。迦太基的首都迦太基城， 成為地中海西部
城市貿易的中心。
迦太基前期一直與希臘爭奪地中海的霸權地位；後期則與新興的羅馬爭奪霸權。 迦太
基在地中海西部建立霸權，希臘則稱雄於東部。大約前 3 世紀，由於羅馬的崛起，古
迦太基與羅馬發生布匿戰爭。 雙方都損失慘重，但最終羅馬戰勝，公元前 146 年，迦
太基城被攻破而滅亡。
迦太基帝國與伊比利亞半島城邦貿易，獲取大量的銀、鉛、銅及冶煉青銅所需的錫礦。
依靠伊比利亞和北非的銀礦，迦太基成為地中海最大的銀礦生產國。 迦太基亦從泰爾
繼承了貴重染料泰爾紫 Tyrian purple 的貿易。 這是地中海極具價值的商品，約值等重
的黃金十五到廿倍。 迦太基幾乎代理了全地中海的手工業、農產品和天然產物。

卡迪斯 Cádiz
是西歐最古老的城市，估計在公元前 1100 年就已經建城了。但可能在前 9 世紀以前這
裡只是一個小據點。
約公元前 6 世紀，卡迪斯被迦太基占領，漢尼拔使用它作為據點來征服伊比利亞半島
的南部。
公元前 206 年，大西庇阿帶領的羅馬軍隊占領卡迪斯，並把它作為海軍基地，卡迪斯
繁茂起來了。
屋大維執政時期卡迪斯有 500 名騎士，其居民數僅次於羅馬城。
羅馬 Rome 與迦太基 Carthage 在公元前 348 年，306 年和 279 年之間訂立三項條約以
文明的方式建立各自在西班牙的勢力範圍。
但是，迦太基在西西里島 Sicily，科西嘉島 Corsica 和撒丁島 Sardinia，以及它在西班牙
東海岸的影響，都成為羅馬人在地中海發展的障礙。
公元前 265-241 的第一次佈匿 Punic 戰爭後，迦太基失去了這些島，並要向羅馬支付賠
償軍費。為了彌補這些損失，迦太基派遣哈米爾卡巴薩 Hamilcar Barca 和他的女婿哈斯
德魯巴爾 Hasdrubal 和兒子漢尼拔 Hannibal 於公元前 237 年軍事佔領加迪爾 Cád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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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納 Cartagena - 哈斯德魯巴爾和漢尼拔
軍事佔領結束了幾個世紀的商業交流。西班牙白銀現在被迦太基用來支付士兵和僱傭
兵，征服當地部落意味著重建迦太基的權力，準備再次與羅馬人對抗。
哈米爾卡爾在 229-28 的冬天去世，並由哈斯德魯巴爾繼任，後者在卡塔赫納 Cartago
Nova 建立了一個新的海軍基地和首都，並開始向內陸移動。這個擴張的結果是羅馬人
在公元前 226 年與迦太基協議，彼此的活動以埃布羅河 Ebro 為界。 哈斯德魯巴爾在公
元前 221 年被暗殺，由漢尼拔繼任。
薩貢托 Sagunto
當時漢尼拔只有 25 歲，當他在公元前 219 - 18 年圍攻薩貢托時，他便發動了第二次佈
匿戰爭。
雖然 Sagunto 位於迦太基範圍內的埃布羅河的南部，但它處於羅馬的保護之下。因此，
圍攻薩貢託表明漢尼拔已準備好直接對抗羅馬，並計劃越過埃布羅通過阿爾卑斯山入
侵意大利。
與此同時，羅馬士兵從加泰羅尼亞 Catalan 的海岸（Ampurias）登陸，切斷了漢尼拔的
後防。
到公元前 209 年，羅馬人攻陷卡塔赫納 Cartagena，再三年後攻陷加迪爾。並擊敗返回
非洲拯救迦太基的漢尼拔。
佈匿戰爭結束後，迦太基的力量不復存在。漢尼拔被流放，並不久後自殺。
公元 5 世紀，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取代了羅馬的勢力，卡迪斯被毀。從 711 年至 1262 年
摩爾人統治卡迪斯。最後卡斯蒂利亞 Castilla 的國王阿方索十世將摩爾人逐出卡迪斯。
在大航海時期，卡迪斯復興。哥倫布的第二和第四次遠征是從卡迪斯出發的，後來卡
迪斯成為西班牙寶藏艦隊的母港，因此也成為西班牙的海上對手的主要攻擊目標。
亞平寧半島 Apennine Peninsula
新石器時代， 利古里亞人從非洲經過渡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伊比利亞半島。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青銅時代，雅利安人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亞平寧半島，其中一支拉丁人
約於前 800 年移至後來羅馬城所在地。與此同時，薩賓人和伊特拉斯坎人也來到這裏。
前 8 世紀至前 6 世紀，古希臘人從巴爾幹半島 Balkan Peninsula 向亞平寧半島南部移民，
並建立城邦。公元前 7 世紀，由拉丁人、薩賓人和伊特拉斯坎人三個部落組成羅馬人
公社，並過渡到城邦。前 4 世紀末， 高盧人從阿爾卑斯山以北進入波河平原。這些部
族經過長期融合同化，形成了亞平寧半島人的祖先。
羅馬王政時代
公元前 754 年－753 年，羅馬建城後開創了王政時代。傳說先後有 7 個王。 最後一位
暴虐無道的國王被趕走後，王政時代公元於前 510 年結束。
羅馬共和國
貴族中選出兩名為期 1 年的執政官，行使最高行政權力 ，但管理國家的主要機構為元
老院、高級長官及公民大會，而掌握國家實權的則是元老院。 隨着貴族與平民之間對
3

立的加深，貴族承認了平民所選的「保民官」。前 451 年， 十二銅表法明定平民與貴
族不能通婚。前 326 年，取消了債務奴隸制。
自公元前 5 世紀初開始，羅馬先後戰勝拉丁同盟中的城市， 又征服了亞平寧半島南部
的原住民和希臘人的城邦，統一意大利半島，成為地中海西部的大國。
前 264 年-前 146 年羅馬和迦太基之間為爭奪地中海沿岸的霸權發生了三次「布匿戰
爭」。 迦太基戰敗，喪失其全部海外領地，交出所有戰艦，並向羅馬賠款。在前 146
年迦太基滅亡成為羅馬的一個行省。
前 215 年－前 168 年征服伊比利半島、 馬其頓王國並控制了整個古希臘，又佔領了西
亞的小亞細亞半島和累范特地區， 建成一個橫跨歐洲、亞洲、非洲，把地中海變成內
海的大國。
這一時期經濟發展迅速，激化了社會矛盾。由於奴隸勞動形成大莊園制，農業、 工商
業和高利貸業興盛，發展奴隸制經濟；破產農民大量的淪為遊民，使羅馬社會矛盾激
化，爆發了西西里奴隸起義和斯巴達克起義，形成了破產農民與大地主的鬥爭， 無權
者與當權者的鬥爭，騎士派與元老派的鬥爭。
布匿戰爭帶來的巨大的人力和財力的消耗，導致了羅馬支隊軍團衰弱。羅馬改變了士
兵必須同時是公民和財產擁有者及自行購置的武器這原則。最後仍要找僱傭兵來和軍
團一起戰鬥。
前 107 年，推行募兵制，使大批無地或少地公民湧入軍隊。前 82 年，開創了羅馬歷史
上軍事獨裁的先例。前 48 年，凱撒先後打敗另外兩同盟，成為終身獨裁官，集軍政大
權於一身，但遭貴族派陰謀分子刺殺。 凱撒死後，羅馬內戰又起，屋大維將另外兩同
盟打敗，於前 27 年獲授「奧古斯都」的尊號。羅馬進入帝國時代。
羅馬帝國
奧古斯都創建元首制，其實就是共和名義的帝制。死後，其養子提比略繼位，開創了
皇位繼承制。 從前 27 年開始到 192 年，社會相對穩定，史稱羅馬和平。 地中海成為
帝國的內海。經濟空前繁榮。公元 1 世紀中葉基督教興起，公元 2 世紀、3 世紀迅速
傳播 。
在公元 3 世紀，羅馬帝國的危機四伏，戰爭頻仍，皇帝更迭頻繁， 奴隸和隸農的起義
遍及各地。
284 年，近衛軍長官戴克里先由軍隊擁立做皇帝，取得帝國政權，改元首制為君主制，
採用東方君主的統治形式和禮儀。 其後繼者君士坦丁廢除四帝共治制， 於 324 年成為
唯一君主，皇權得到加強。330 年建在原拜占庭建城君士坦丁堡。313 年，頒佈米蘭敕
令，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395 年狄奧多西一世死後，統一的帝國分裂為東羅馬帝
國和西羅馬帝國兩部分。
在西羅馬帝國，經濟不斷出現危機，人口減少，田地荒蕪，城鄉蕭條，統治亦日益減
弱。410 年， 西哥特人亞拉里克攻陷了羅馬城。455 年，汪達爾人攻陷羅馬城。476 年
西哥特人軍隊長官奧多亞克廢黜最後一位君主，西羅馬帝國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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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人在伊比利亞居住了大約 600 年，除巴斯克人 Basques 外，所有人都被同化了。
沿著東部和南部海岸，居民接受了共同的地中海遺產。 加利西亞 Galicia 和阿斯圖里亞
斯 Asturias 相對較輕。北部的大多數城鎮主要是軍事基地， 旨在保護羅馬在這區的採
礦權益。
羅馬成功地將半島首先分為兩個省，然後在帝國末期分為五個省。但羅馬是所有人的
文化和政治的中心。
然而，當帝國在 5 世紀初崩潰時，由於伊比利亞半島沒有自己的政治或文化基礎，很
容易便受到新來者的入侵。
西哥特人 Visigothi
西哥特人 Visigothi 是東日耳曼部落的兩個主要分支之一，另一個分支是東哥德人。 在
民族大遷移時期，是摧毀羅馬帝國的眾多蠻族中的一個。
公元 374 年，匈人從中亞進入頓河，征服阿蘭人和東哥德人，並向黑海北岸的西哥德
人進攻， 迫使約一萬五千名西哥德人渡過多瑙河，向巴爾幹半島遷移，定居於羅馬境
內， 作為同盟者為羅馬帝國御邊。 378 年，西哥德人不堪忍受羅馬人的奴役，舉行武
裝起義。 401 年，西哥德人在首領亞拉里克領導下，由巴爾幹半島侵入義大利， 後來
亞拉里克在奴隸和蠻族出身的羅馬士兵配合下，終於在 410 年攻占羅馬城， 大肆劫掠
三日後離去， 419 年，西哥德人後定居於高盧南部，以土魯斯為中心建立第一個得到
羅馬帝國承認的蠻族王國，統治法國南部和伊比利亞半島， 公元 589 年，皈依基督教。
8 世紀初，西哥德王國被來自北非的阿拉伯帝國滅亡。
西哥特人
西哥特人是幾個遷徙的日耳曼部落之一。 其他的部落包括 Sueves，Vandals，Alani，
Visigoths 等. Sueves，Vandals 和 Alani 在 409 年越過比利牛斯山脈，Sueves 在西北部建
立自己， Vandals 在南部和盧西塔尼亞的阿拉尼。
在 416 年，西哥特士兵抵達，要代替羅馬人在日耳曼侵略者身上重整權威。 但兩年後，
這些士兵被召回法國南部圖盧茲，西哥特人建立的首都。 他們的國王阿拉里克二世
（484-507 年在位）的死亡，西哥特人最終在 6 世紀初期大規模地穿過比利牛斯
Pyrenees 山脈， 進入西班牙。 從 6 世紀到 8 世紀，西哥特人統治了半島，以托萊多
Toledo 為首都。北方的巴斯克人，及西北部的 Sueves 繼續反對。 6 世紀中期，拜占庭
也在東南部威脅著西哥特人的統治。這些威脅都在 620 年代終止了。
除了巴斯克地區之外，半島首次在一個國王的統治下從內部統一起來。以前，在羅馬
統治下，西班牙只不過是一個省。 但為許多人來說，西哥特人的統治只是羅馬人和摩
爾人偉大遺產之間的過度時期。
沒有哪個城鎮能夠以實質的方式識別西哥特人的文化，甚至連首都托萊多也沒有 （托
萊多的聖羅馬教堂裡有一座規模非常細的西哥特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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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特人也留下了很少的語言遺產，因為作者都選擇了用拉丁語。
哈里發
*哈里發 Caliphate（意為「繼承」）
是由最高宗教和政治領袖哈里發領導的伊斯蘭國。從概念上說，哈里發國是代表全部
虔誠穆斯林的主權國家， 根據伊斯蘭教法由哈里發統治。 遜尼 Sunni 派規定，作為國
家元首， 哈里發應當由穆斯林或其代表選舉產生。而什葉 Shia 派則認為，哈里發應是
伊瑪目 Imam，由真主從默罕默德家族中揀選。
自四大哈里發之後，直到 1924 年，哈里發國由不同的王朝統治:
伍麥亞王朝 Umayyad Caliphate（661 年－750 年）
• 安達盧斯 al-Andalus 的伍麥亞酋長國 Emirate of Córdoba（750 年－929 年）
• 安達盧斯的後伍麥亞王朝 Caliphate of Córdoba（929 年－1031 年）
阿拔斯王朝 Abbasid Caliphate（750 年－1258 年）
法蒂瑪王朝 Fatimid Caliphate（910 年－1171 年）
奧斯曼帝國 Ottoman Empire（1299 年－1923 年）
伊斯蘭國 ISIS（2014 年－2017 年）
摩爾人
711 年，穆斯林將軍齊亞德 Tariq ibn Ziyad 從直布羅陀 Gibraltar 起， 迅速向北移動時幾
乎沒有人反抗。穆斯林與一些西哥特酋長簽訂條約，讓他們保留領導權和基督徒宗教 ，
條件是基督徒不要幫助逃兵或敵人，並每人每年納稅。
到了 720 年，除了沿著北海岸的狹長地帶外，穆斯林控制了所有的伊比利亞半島。 他
們甚至穿越比利牛斯山脈北部進入高盧南部。但他們在 732 年被查爾斯·馬特爾
（Charles Martel）於普瓦捷（Poitiers）擊敗。其後，因為安達盧斯（Andalus）內部的
糾紛而撤退。
入侵部隊主要由來自非洲西北部的柏柏爾 Berber 部落組成，由阿拉伯領導。由於他們
的宗教團結， 兩個團體加上其他埃及人，敘利亞人的穆斯林士兵，通常被稱為“摩爾
人 Moors”，他們征服的領土稱為安達盧斯 al-Andalus。
從 8 世紀到 11 世紀，安達盧斯覆蓋了伊比利亞半島的大部分地區，然後在基督收復失
地運動中逐漸收縮， 直到 13 世紀中期，剩下的地區只有 100 公里寬的地帶。 到了 16
世紀，基督教對半島的征服已經完成，而安達盧斯已經不復存在了。
伊比利亞半島伊斯蘭教的變化可分為三個一般階段：
*在第一階段（756-1031 年）以科爾多瓦 Cordoba 為首。
*在第二階段（1031-1212 年）穆斯林伊比利亞半島分裂成為幾個泰法 taifa 小國，塞維
利亞 Seville 成為政治和文化中心。 1085 年，萊昂和卡斯蒂利亞 León and Castile 基督
教王國阿方索 Alfonso 六世攻陷托萊多 Toledo。 Almoravids（1086-1145）和 Almohads
（1145-1212）先後對 al- Andalus 施加了控制。
*在第三階段（1212-1492 年）1212 年，Almohads 在 Las Navas de Tolosa 戰役中被擊敗，
該山脈將安達盧西亞和卡斯蒂利亞分開。很快其他城市瓦倫西亞 Valencia，穆爾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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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cia，巴達霍斯 Badajoz，梅里達 Mérida，最後在 1248 塞維利亞 Seville 也被擊敗，
只剩下格拉納達 Granada 泰法直到 1492 年。之後，安達盧斯不再存在。
*在第四階段（1492-1609 年），大量“皈依”的穆斯林，分散在南部山區或分散在瓦
倫西亞 Valencia 和阿拉貢 Aragon 地區， 保留了他們的伊斯蘭教習俗。這些被稱為
Moriscos 的皈依穆斯林最終於 1609 年被法令驅逐離開。
伍麥亞王朝 Umayyad Caliphate
*伍麥亞王朝 Umayyad Caliphate(倭馬亞 、奧米亞 Omayyad、白衣大食）
從 661 年至 750 年
是阿拉伯帝國的第一個世襲王朝。在伊斯蘭教最初的四位哈里發的執政結束之後 ，由
阿拉伯帝國的敘利亞總督穆阿維葉 Muawiyah 建立。
711 年，伍麥亞王朝率領穆斯林軍隊渡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伊比利亞半島。一年後佔
領安達盧西亞 Andalusia（今西班牙南部） ，伊斯蘭教隨之傳入。
718 年，佔領伊比利亞半島三分之二的領土，使西哥特王國滅亡，僅北部和東部的部
分地區由基督教西哥特王國控制。伍麥亞王朝時派埃米爾 Emir 管轄。首府設在科爾多
瓦 Córdoba。
732 年伊斯蘭雜牌軍在普瓦捷 Tours 被墨洛溫王朝的宮相鐵錘查理擊敗後，阿拉伯人放
棄了對歐洲進一步的擴張。
*後伍麥亞王朝（史稱西薩拉森帝國、科爾多瓦伍麥葉王朝、白衣大食、西大食）
阿布·阿拔斯 Abbasids 革命後，屠殺伍麥亞家族。
750 年，伍麥葉王朝第十任哈里發之孫阿卜杜勒·拉赫曼 （Abd al-Rahman 731—788）
倖免於難，喬裝逃走。 受到柏柏爾 Berber 部落的保護，並組織軍事力量。
755 年，他率柏柏爾軍從格拉納達 Granada 南部海岸登陸，附近諸城守軍迎降。
756 年，攻占科爾多瓦 Cordoba，自稱“埃米爾”Emirate of Córdoba ，建立後伍麥葉王
朝（756 - 929 年）。 以科爾多瓦為統治伊比利亞半島的中心，成為歐洲最重要的伊斯
蘭教政權。
757 年，攻陷托萊多 Toledo 城，並平定了各地的暴動，制定各種政策，發展經濟、文
化、教育、城市，奠定王朝基礎。
912 年，阿卜杜·拉赫曼三世（891—961）繼任埃米爾，足智多謀，勵精圖治，善於用
兵，逐一收復了喪失的省區， 擴展了版圖，使王朝得到中興。
929 年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宣布成立科爾多瓦哈里發 Caliphate of Córdoba （929 - 1031 年）
11 世紀起，王室內部爭權奪利，禁衛軍專權， 政局陷於混亂。1031 年，後伍麥亞王
朝大臣們決定永遠廢除哈里發制度。從這王朝的廢墟上，有大約 23 個小國 taifa 興起，
互相殘殺，有的還向當時基督徒建立國家稱臣納貢。
後來，這些小國大多被穆拉比特王朝（1091-1147）和阿爾摩哈德王朝（1147-1269）
所滅。
阿爾摩拉維德王朝 Almoravid
*穆拉比特王朝（木蘭皮國、武僧、阿爾摩拉維德王朝 Almorav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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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1 世紀由來自撒哈拉的柏柏爾人在西非所建立的王朝。 穆拉比特人發起了淨化伊
斯蘭教的聖戰運動。其創始人摩洛哥伊斯蘭教學者提倡嚴格遵奉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
德時期的原旨教義， 強調虔修苦行、遵守教律。指責統治者生活奢侈，加給穆斯林的
沉重賦稅，主張建立武裝，向統治者進行“聖戰”。
1042 年，一些信徒隱退到一個島上，建立了宗教、軍事合一的設防修道院“里巴特 ”
(al-Ribat)，稱為“穆拉比特”(即駐在修道院中的人)向各部落傳播其教義，使當地居民
改宗伊斯蘭教， 並秘密積蓄軍事力量，得到柏柏爾桑哈賈部落的支持，許多下層群眾
亦紛紛參加兄弟會，隊伍日益壯大。
穆拉比特王朝統治者自稱“穆斯林的長官”， 名義上承認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的宗教領
袖地位。推崇遜尼派的學說 從 1053 年開始，穆拉比特人開始對在沙漠的柏柏爾人及
撒哈拉以南的黑人實施正統及禁慾的宗教，以武力 擴展領土，侵襲沙漠以外的種族。
1086 年，伊比利亞半島穆斯林親王邀請穆拉比特人對抗萊昂的阿方索六世。
1090 年，穆拉比特人回到伊比利亞半島，罷免穆斯林親王，並佔據了其領地。
1119 年及 1121 年，拉比特人再次侵略伊比利亞半島。不過，法國協助阿拉貢王國占
領薩拉戈薩。並於 1138 年，被萊昂的阿方索七世打敗。
1147 年，里斯本被基督教徒佔領。同時，阿爾摩哈德人 Almohades 在摩洛哥發生的動
亂中奪得穆拉比特王朝大量土地。
阿爾摩哈德王朝 Almohades
*阿爾摩哈德王朝 Almohades （穆瓦希德王朝 Muwahhidun)
是摩洛哥和柏柏爾人建立的穆斯林王朝(1147～1269)。
12 世紀初，伊斯蘭教神學家提出要維護伊斯蘭教的基本信條，在北非並用柏柏爾語宣
揚以古蘭經和聖訓為根據的原始伊斯蘭教，堅持一神觀念，掀起了反對穆拉比特王朝
的宗教政治運動。反對當時盛行的聖徒聖墓崇拜和把真主擬人化。在政治上，譴責穆
拉比特王朝統治者背離伊斯蘭教認主獨一基本信條， 反對朝廷奢侈腐化和對人民的壓
榨，號召穆斯林起來用“聖戰”推翻穆拉比特王朝，建立公平和正義的社會。 追隨他
的信徒被稱為“穆瓦希德”。
1121 年，建立阿爾穆瓦希德王朝，並宣布進行推翻阿爾穆拉比特王朝的聖戰。
1128 年，推翻了阿爾穆拉比特王朝的統治，建立的帝國包括西班牙南部和整個北非。
1152-1160 年派往西班牙南部的遠征軍，攻占了西班牙的全部穆斯林地區。
1170 年，王朝統治中心北移，遷都塞維利亞。
對外曾派遣海軍船隻支援薩拉丁抵抗侵略的十字軍。 後來，王朝國勢變衰，橫徵暴斂，
各地不斷爆發反抗運動。
1212 年在科爾多瓦東面的托羅薩戰役中為萊昂、卡斯提爾等 4 個基督教王國聯軍所敗，
王朝數十萬軍隊潰散， 伊比利亞半島被各基督教國和穆斯林小王朝所瓜分。北非領土
的各地總督宣布獨立，相繼分裂為許多穆斯林王朝。
1269 年，穆瓦希德王朝滅亡。
基督徒王國 Christian kingdoms
卡斯蒂亞伯國的居民最初是由來自坎塔布里亞（Cantabria）、阿斯圖里亞斯
（Asturias）、巴斯克（Vasconia）、西哥特（Visigoths）等地的人民所組成。卡斯蒂亞
伯國有其自己的語言——羅曼系語言和法律。首位卡斯蒂亞伯爵為卡斯蒂亞的羅德里
奧(850-873 年)，從屬於阿斯圖里亞斯王國。931 年，得到自治的地位，伯爵改由家族
世襲繼承，而非由萊昂國王所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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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年，納瓦拉國王娶了卡斯蒂亞伯爵的妹妹，使整個伯國從屬於納瓦拉王國之下。
1035 年，納瓦拉國王逝世，卡斯蒂亞於是在名義上回到萊昂王國的控制之下。但卡斯
蒂亞伯爵以他妻子的關係取得「萊昂與卡斯蒂亞國王」的稱號，統一了萊昂與卡斯蒂
亞。
卡斯蒂亞國王結合熙德（El Cid）的力量侵佔了萊昂王國。
其後，兩國以姻親的關係謀取權力，但卡斯蒂亞國王與萊昂國王持續敵對，直到 1230
年卡斯蒂亞國王繼承到萊昂王國。
1469 年卡斯蒂亞的伊莎貝拉一世與阿拉貢的斐迪南二世成婚，將兩個王國的家族合而
為一，被稱為天主教君主(Catholic Monarchs)共主邦聯。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西班牙誕生。
1492 年，摩爾人失去在伊比利亞半島的最後據點格拉納達。跨越數世紀的收復失地運
動結束。同年，伊莎貝拉女王贊助哥倫布的探險，發現美洲新大陸。
幾個基督徒王國在中世紀早期出現，包括萊昂 Leon，納瓦拉 Navarre，阿拉貢 Aragon，
卡斯蒂利亞 Castile 和巴塞羅那郡 Barcelona。 這些王國經常是敵對的競爭對手，經常
尋求穆斯林統治者的幫助。
在安達盧斯 al-Andalus 也發生了內部衝突，最終導致其在 11 世紀解體為幾個小王國
taifas。 小王國 taifas 之間也經常互相矛盾，並尋求基督徒士兵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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