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希臘的地理，歷史和人物
林修榮
希臘（Greece）共和國，是
歐洲最偏南之國，位於巴爾幹半
島的西南部。希臘是世界文明古
國之一，主前四世紀以後，曾
為馬其頓（Macedonia）、羅馬
（Rome）、拜占廷（Byzantine
或東羅馬）等帝國的領土，而沿
海島嶼則先後為阿拉伯人、威尼
斯人，及英國人等所統治。主前
300年左右是希臘的全盛期，亞歷
山大大帝統一了希臘，更將版圖
大幅伸展，成為當時歐洲和近東
的霸主。
主後1821-1829年間，希臘與
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
即土耳其）苦戰八年，獲外力支
援，終在1829年獨立。1941年為
德國佔領，1945年復國。近年陷
入經濟危機，是歐盟當中經濟最
差的一名成員。

地理：
希臘是個典型的海洋國家，其海岸線長達一萬五千多公里，大海把海岸切割得十分曲折
複雜，到處可見深入內陸的海灣和突入大海的半島。這種現象在希臘半島的南部愈加明
顯，大海甚至還把一些陸地化作了島嶼。
希臘的地形大致可分為大陸、半島和島嶼三大部份。「大陸和半島」分別向東和南延
伸，行成Ｌ形；山脈、河流流向、港口和島嶼多呈東南走向，彷彿伸出臂膀。境內一半面
積是山地，主要以班都斯（Pindus）山脈和第拿里阿爾卑斯（Dinaric Alps）山為主。沿海
平原和許多山間盆地、鼓地等低地，佔國土面積不到四分之一。因為山地直逼入大海，故
沿岸多為高峻的岩岸，只有在小規模的沖積平原上可見到沙地。
希臘南邊有四百餘島嶼，大多是岩石錯雜，約佔全國面積四分之一；以克里特（Crete）
島面積最大。
就像日本的「島國心態」一樣，希臘由於地瘠人多，迫使古希臘國諸城邦要向外伸展，
建立殖民地，以征服鄰邦的方式謀生存，因此希臘在古時於地中海、黑海沿岸紛紛建立殖
民地，並同時將古希臘文明傳遍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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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古希臘文明時代（又稱愛琴海文明）（2500BC-1200BC）
希臘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是歐洲文化的發源地，而希臘文化主要來自以愛琴海﹝Aegean Sea﹞為中心的愛琴海文明，因此愛琴海文明是歐洲最早發展的文明。這個文明包
括發源於克里特島﹝Crete﹞的邁諾安﹝Minoan﹞文明，與發源於 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e﹞半島的邁錫尼﹝Mycenaean﹞文明。從古希臘歷史的角度來說，愛琴海文明
就是古希臘的史前文明。
古希臘愛琴海文明時代分為兩段時期：
邁諾安（Minoan）文明時代〔2500 ~ 1300 B.C.〕
這個時期的希臘人聚居在克里特島（Crete），他們比較安詳和平，文明的特色是他
們擅於農業、生產陶器、青銅器與船隻，利用海路與愛琴海周遭國家貿易，建立起強大
的商業王國。「傳說中，克里特島上曾經出現一位很卓越的國王，名為「邁諾斯」〔Minos〕，因此考古學家便稱他統治的王國存在時所展現的
文明為「邁諾安文化」。考古學家於十九世紀末在克諾索
斯發掘出一個大規模的皇宮遺址，並稱之為克諾索斯皇宮
〔Palace of Knossos 〕。這個皇宮加上周圍的城鎮以及
它的公共設施，是後來希臘城邦〔Polis〕的前身。
２．邁錫尼(Mycenae)文明時代〔1300 ~ 1100 B.C.〕
邁錫尼人〔Mycenaean〕群居在希臘伯羅奔尼撒 ﹝Peloponnese﹞半島的東南岸，，他們尚武好戰， 文明的特
色是農業、手工業、商業發達，與愛琴海諸島和埃及交易
往來密切。後來遭多利安人滅亡後，古希臘進入「黑暗時
代」。
主前1100年 希臘受到外族入侵 歷史上稱這些侵略者為北方巴爾幹而來的多利安
（Dorian）人，這段幾百年的時期被稱為「黑暗時代」，是政治極度混亂的時代。他們
把被征服的邁錫尼遺民變成奴隸，自己則以貴族階級統治著這些城邦和遺民。多利安人
建立了三個城邦，分別為：斯巴達（Sparta）、墨西涅（Mennene）和阿耳哥斯（Argos），幾百年後希臘進入群雄割據的「邦國時代」。
古希臘城邦（polis）時代（800BC-450BC）
經過多利安人入侵的黑暗時代之後，希臘許多城市成為獨立的城邦，共達二百多個，
遍佈北希臘、中希臘西部、南希臘北部以及小亞細亞西岸的北部（稱為殖民城邦）。這
些邦國由貴族們統治，群雄割據，最強的城邦是雅典（Athens）與斯巴達（Sparta）。
城邦之間經常打仗，國家並不統一。主前499年，當時統治天下的波斯攻打希臘，邦國
曾聯合抵抗，戰爭過後，雅典成立了以其為中心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有時會稱為
雅典帝國，因為這個同盟的城邦國家實為雅典的附庸），企圖統一希臘，但其同盟並不
穩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敗給斯巴達後遭到了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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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馬其頓帝國時代（808BC-146BC）
馬其頓位於希臘西北部，馬其頓人不是純粹的希臘人，但與希臘人有淵源關係。馬其
頓人在文明發展的道路上，比南部的希臘人大大遲了一步。公元前5世紀初，波斯侵略希
臘，馬其頓一度受波斯統治。但馬其頓王亞歷山大一世（約公元前495—450年）暗通反
抗波斯侵略的希臘城邦，告以波斯的軍事情報。進入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一躍而成為希
臘北部的重要國家。馬其頓國王們把希臘的先進文化引入他們的宮廷，與希臘城邦進行
貿易。經濟的發展使馬其頓的面貌發生了較大變化，村莊變成村鎮，佩拉（Pella）成為
馬其頓最大的城市和王國的首都。
馬其頓的腓力二世（馬其頓的）登基，在軍事、行政和財政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
國勢日盛，並在鞏固了國內統治後積極向外擴張。當時希臘諸城邦之間紛爭不已，許多
城邦內親馬其頓勢力增長。腓力二世巧妙地運用外交與軍事等手段，使馬其頓很快成為
左右希臘政局的力量。主前338年，在喀羅尼亞戰役 (Battle of Chaeronea )中腓力二世
戰勝了希臘聯軍，從而成為希臘諸城邦的主宰。
主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其子亞歷山大（336BC-323BC）繼位， 當時只有20
歲，開始了古希臘的全盛時期 ，應該稱為亞歷山大帝國。

人物：亞歷山大大帝
20歲的亞歷山大在336BC繼位為馬其頓國王。30歲
時，已經創立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其疆域從愛琴
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他一生未嘗敗績，被認為
是歷史上最成功的軍事統帥之一。亞歷山大大帝的遺
產包括他擴土導致的文化融合。他建起以他的名字命
名的城市，最著名的就是埃及的亞歷山大港（Alexandra）。他將希臘文化一直向東傳播，直到15世紀仍然
能在東羅馬拜占庭帝國中發現這些痕跡。
少年受教於亞里士多德
亞歷山大生於佩拉（Pella），13歲開始由名哲學家
亞里士多德（Aristole）任其導師。亞里士多德博學多
才，在物理學、詩歌（包括戲劇）、音樂、生物學、
動物學、邏輯學、政治以及倫理學等方面都有很深的
造詣。和柏拉圖、蘇格拉底（柏拉圖的老師）一起被
譽為西方哲學的奠基者。在亞里士多德的影響下，亞
歷山大大帝始終對科學事業十分關心，對知識十分尊重，甚至以帝王之便提供豐厚的人
力、財力資源，也使亞里士多德得以完成諸多科學研究。
對大自然奧秘探索
亞歷山大對大自然的許多事情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常常要把許多事情都弄明白。
一次，亞歷山大率軍出征，由於征戰時日很長，亞歷山大手下的軍隊已經厭戰，亞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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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得不開始西歸。途中，他還派人進行了一系列探險活動，包括查明印度河入海口，
尋找波斯灣，並繪製海岸地圖，還想查清里海究竟是海還是湖。
作戰神勇身先士卒
在與波斯部隊作戰時，亞
歷山大軍隊與敵軍相比則是
敵眾我寡。儘管存在許多不
利，亞歷山大仍對波斯軍隊
致以一系列毀滅性的打擊，
取得了勝利。後人對亞歷山
大的成功總結出三個主要原
因：第一，亞歷山大父親腓
力二世留給他的軍隊比波斯
軍隊訓練有素。第二，亞歷
山大是一位傑出天才將領，
也許是舉世無雙的最偉大的
將領。第三，亞歷山大本人
具有英勇無畏的精神。每場
戰鬥他則身為士卒與士兵們
生死與共。這種冒險的戰術
使他屢次受傷，但能加強士
兵們的士氣。士氣對打仗有莫大的益處
不費兵卒攻入埃及
亞歷山大南進，經過兩個月的圍攻埃及，埃及一箭未發自動投降。接著亞歷山大在埃
及停留一段時間，讓軍隊稍有喘息之機。在那裏年僅24歲的亞歷山大被譽為法老，稱之
為神。隨後他率軍返回亞洲，主前331年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高加米拉戰役中，擊敗了
一支極為龐大的波斯軍隊。亞歷山大的大軍所到之處，幾乎未打過敗仗。
到每處建立希臘文化
亞歷山大大帝每征服一個地區，都會鼓勵隨行的希臘士兵於當地落地生根，建立希臘
化城市，把希臘文化和信仰傳播到帝國每一個角落。因此在他死後，繼承亞歷山大帝國
的希臘化國家所存在的時代，史稱為希臘化時期（Hellenistic period）。
遠征印度被迫放棄
30歲時亞歷山大已經征服了整個波斯和埃及，本可以返回家園，但是他征服的欲望並
未滿足，而是繼續揮軍進入印度。進軍到印度河以東的海達斯佩斯河，和前來抗擊的印
度國王波拉斯夾河對峙，打了他四大會戰的最後一戰，在這場戰爭中他徹底擊潰了波拉
斯的軍隊。但因為欽佩波拉斯的勇敢，也為了贏得當地人的擁護，亞歷山大戰後釋放被
俘的波拉斯，仍然讓他作印度國王。盡管波拉斯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孫子在戰場上陣亡，
波拉斯本人此後仍然對亞歷山大死心塌地地效忠。此時，一路征戰的馬其頓士兵已經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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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8年，一路上歷經艱辛，死傷慘重。印度的酷熱、暴雨和疾病消磨著他們的意志，他們
渴望停止戰爭，返回家園。亞歷山大無奈，只好偃旗息鼓，班師回國。
亞歷山大之死
亞歷山大回到巴比倫準備西征，突然發起高燒，軍醫對此也是束手無策，最初的幾
天，病中的亞歷山大每天堅持召見軍官，就下一步的行軍和作戰進行指示，幾天後，病
重的他已經奄奄一息，但西征的決心卻沒有動搖，一再用眼神來示意部下繼續西征。臨
死時，他留下遺言：在他的喪禮期間，要舉行盛大的軍事競賽。亞歷山大死時年僅33
歲。
一直以來，關於亞歷山大的死因爭議不休，大多數記載稱亞歷山大在巴比倫的一次痛
飲之後，得了瘧疾，也有人認為他是死於中毒......
歷史記錄了他死前最後的日子：「5月29日他因發燒而睡在浴室中，翌日沐浴後進入
寢宮，與米迪厄斯整日玩骰子。晚間沐浴，獻祭神明、進餐，整夜燒未退。5月31日依
例再沐浴、獻祭，躺於浴室中之際，聽尼爾朱斯講述航行大海探險經歷取樂。6月1日燒
得益發厲害：他整夜難安，次日整日高燒。他命人將床移至大浴池旁邊，躺在床上與諸
將領討論軍中空缺以及如何挑選補足。6月4日病況更為惡化，須由人抬至戶外進行獻
祭。之後他命高級將領在宮廷院內待命，命親兵指揮官夜宿寢宮外。6月5日他被移至幼
發拉底河對岸的王宮中，略睡一下，但高燒不退。當將領們領進宮中，他已不能言語，
知道6月6日均是如此。馬其頓軍此刻相信他已經離開人世，齊擁向各宮門，他們開始鼓
譟並威脅禁衛軍，禁衛軍無奈，放他們進來，門扉推開處，他們列隊魚貫緩緩走到他床
邊，未著披風，亦未穿甲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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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和亞歷山大都只活到三十三歲。
耶穌和亞歷山大都只活到三十三歲。
一個為自己活也為自己死；另一個為你和我而受死。
希臘人死於國王寶座上；猶太人死在十字架上;
一個的生命似乎代表了凱旋；另一個似乎是徹底的失敗。
一個領導眾多精兵；另一個孤身獨行;
一個叫全世界的人流血；另一個卻獻上自己的鮮血。
一個活著時贏得了全世界，卻在死亡中失去一切;
另一個失去了他的生命，卻贏得了整個世界的敬拜。
耶穌和亞歷山大都只活到三十三歲。
一個在巴比倫去世；另一個死在加略山。
一個為自己爭取一切，一個卻為他人犧牲一切，
一個征服了所有君王;另一個卻征服了墳墓。
一個將自己當作上帝;另一個上帝卻要祂謙卑至死。
一個人要摧毀他人;另一個卻為人帶來祝福！
希臘人死亡後，他以武力建立的王位不再，
耶穌死後復活，卻永遠成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耶穌和亞歷山大都只活到三十三歲。
希臘人使所有人成為奴隸；猶太人令所有人獲得自由。
一個在血腥中建立寶座；另一個在愛中建立寶座，
一個誕生在地上；另一個來自天上；
一個贏得了整個世界，卻失最終天地都失去。
另一個放棄了一切，結果萬物都歸給祂。
希臘人永遠死亡，猶太人永遠活著;
拼命爭取的那一位失去所有，犧牲所有的那一位卻得著一切。
Jesus and Alexander died at
thirty-three
Jesus and Alexander died at thirty-three;
One lived and died for self; one died for you and me.
The Greek died on a throne; the Jew died on a cross;
One’s life triumphed seemed; the other a loss.
One led armies forth; the other walked alone;
One shed a whole world’s blood; the other gave His
own.
One won the world in life and lost it all in death;
The other lost His life to win the whole world’s faith.
Jesus and Alexander died at thirty-three;
One died in Babylon; and one on Calvary.
One gained all for self; and one Himself He g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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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onquered every throne; the other every grave.
The one made himself god; The God made Himself
less;
The one lived but to blast; the other but to bless!
When died the Greek, forever fell his throne of
swords
But Jesus died to live forever Lord of lords.
Jesus and Alexander died at thirty-three.
The Greek made all men slaves; the Jew made all
men free.
One built a throne on blood; the other built on love,
The one was born of earth; the other from above;
One won all this earth, to lose all earth and heaven.
The other gave up all, that all to Him be given.
The Greek forever died; the Jew forever lives;
He loses all who get, and gains all things who g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