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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我們的桌遊



活動時間



規則書

規則很重要注意聽！



遊戲簡介

歷史的洪流永不停歇，如同巨輪般地不
停輪轉。

王國盛衰、朝代更迭、民族之間的紛爭
與結合。

這是人類的歷史，也是你們的歷史。



遊戲目標

創造歷史（抽積木）
重組歷史（說故事）
後世評價（評分系統）



遊戲配件

我們的桌遊積木（60塊）
我們的桌遊PPT檔案（很重要）
一群陪你玩的好朋友



遊戲配件

桌遊積木分為三種編號（N、C、E）
每種編號各有1～20號，三種共60塊積木
積木上正面有著編號，背面則有著短句



遊戲配件



遊戲人數

玩家人數最多4人，最少2人
觀眾人數無上限
主持人可有可無

應該不會有人想玩第二次吧



準備遊戲＆進行方式

把積木隨機擺放，每層3塊，直橫交疊成20層
疊成塔後，由最近看過歷史書的人擔任起始玩家
隨後，順時鐘輪流抽積木（不可抽最頂層）



進行方式
遊戲分為三個階段
創造
重組
評價



創造階段
從起始玩家開始抽一塊積木，隨後照抽的順序擺放在自己面前，
不疊回塔上
擺放順序由左至右，切勿更動積木的前後順序
每次輪到自己的當回合，抽取一塊積木後，便換下一位玩家
若抽取時積木塔倒塌，抽取的那塊積木同樣擺放到面前，遊戲
進入重組階段



重組階段
積木塔倒塌後，從弄倒的人開始
根據抽的積木，照順序開始重組歷史（說故事）
結束後順時鐘換人
重組時，故事必須要照順序講到積木上的「短句」
直到所有人都完成一遍故事後，遊戲進入評價階段



評價階段

待所有人重組完歷史，便交由後世（親朋好友）評價覺得最好
的歷史

若前階段有人無法完成故事，便視為輸掉這場遊戲
玩家與觀戰者皆可投票
一人一票，最多票者獲勝



補充資料
Cultural
【C- 01】【C- 11】
【C- 02】【C- 12】
【C-03】【C- 13】
【C-04】【C- 14】
【C-05】【C- 15】
【C-06】【C- 16】
【C- 07】【C- 17】
【C-08】【C- 18】
【C-09】【C- 19】
【C- 10】【C-20】

Event
【E-01】【E-11】
【E-02】【E-12】
【E-03】【E-13】
【E-04】【E-14】
【E-05】【E-15】
【E-06】【E-16】
【E-07】【E-17】
【E-08】【E-18】
【E-09】【E-19】
【E-10】【E-20】

Natural
【N-01】【N-11】
【N-02】【N-12】
【N-03】【N-13】
【N-04】【N-14】
【N-05】【N-15】
【N-06】【N-16】
【N-07】【N-17】
【N-08】【N-18】
【N-09】【N-19】
【N-10】【N-20】



【N-01】阿拉瓦河谷

以色列的阿拉瓦是非洲大斷層的一部份，此區域夏天
溫度可達48度，地形受到強烈侵蝕而造成礫質平原、
沙丘、沖積層的椎體，位於此地區最低部分之含鹽窪
地，構成了此區河谷的特徵。

回目錄



【N-02】尼給夫大草原

尼給夫大草原是以色列境內的中亞高原大草原代
的延伸，隨著地勢的升高變為多石地形，其中有
地區部分的特殊植被，屬於東方的伊朗－－烏拉
阿爾泰植物園。在動物方面，例如狼，在聖地就
不易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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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3】遷徒之地
位於歐、亞、非交叉口的聖地，每年兩次都會成為鳥類壯觀遷徙之劇場，其地理位置位在東
非的冬季棲息區和延伸至東歐及中亞的繁殖地，牠們會在這些地區來回遷徒。春天時，會經
過埃拉特地區，秋天時會飛過以色列中部及尼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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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4】珊瑚礁

位於紅海阿卡巴灣，是屬於複雜的敘利亞
非洲斷層，其以豐富的魚類、珊瑚及無脊
椎動物聞名，珊瑚礁好生於暖水、極鹹、
極清澈、少沉澱物及波浪運動平緩的區域。

回目錄



【N-05】地中海地區

地中海地區覆蓋著橡樹林，繼樹木之後，是
極多樣的小灌木叢的行程，在石灰石的地上
生長著地中海區常綠矮灌木叢花樹，而細質
土地上則為密林，但在新石器時代已被人破
壞殆盡。

回目錄



【N-06】耶利哥丘
這是歷來所發現最古老的城市，發現於耶
利哥新城的附近，埋在二十多公尺深的岩
石堆、土堆極層疊城市的廢墟之下，建於
一萬年前的第一座耶利哥城，出現了一種
早期的私人居宅，一些公共的工程，和一
批考古工藝品，顯示了不同的佔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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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7】卡撒喜山

卡撒喜山是以伍麥亞第八任的名字命名，
這座宮殿被視為伊斯蘭教早期建築及藝術
最佳範例之一，然而卻毀於747年的地震，
這座被棄置的遺址被稱為瑪菲亞的廢墟。

回目錄



【N-08】隱修院
阿布因為從岩石中湧出的泉水以及位於耶路
撒冷附近的地理位址，此地不只是聖地，更
是戰略重要地，一世紀時，羅馬人在這裡建
造了軍營和兩個蓄水池，自此這地方及就周
而復始地被棄置，而後修復，今日由奧利維
珊小教團的本篤會修士與修女所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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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9】迦密山

凸懸在地中海上的迦密山，與以利亞有關，
面對腐敗及崇拜偶像的王氏政權，這位特
殊的人物表達對上帝盟約的忠臣，以利亞
向地上的權貴挑戰，因皇后的尋仇，他到
西乃山去找信仰的泉源和祈禱的經驗。

回目錄



【N-10】約旦河
約旦河是由黑門山發源的三條河水匯集而
成，這三條河再注入提筆里亞湖前先匯入
湖雷盆地，今日約旦河的主要部分，形成
約旦與以色列佔領地間的界線，昔日約旦
河一直是作為應許之地與週邊敵國的界線，
今日約旦河竟真的重新變為以色列國的實
際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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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1】黑門山

黑門山是古代東方閃耀的護胸甲，現
在改回其聖經上的名字，阿拉伯人因
山頂上的積雪而稱之為老人山，有三
座高峰，其中第一高峰俯瞰著大馬士
革平原，並且守護著約旦河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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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戈蘭

撒拉乾谷上方有一座小村莊，為杜魯茲人

居住，生產出全國最好的葡萄酒，此地葡

萄酒具有世界最新的設備，酒質純正，有

水果風味，這些酒符合猶太法規，非猶太

徒是不能碰觸設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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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3】馬伊達爾高原

位在黑門山東波的高原，地理位址剛好

是以敘兩國約定好的停火線，這裡多數

的家庭因為領土劃分被迫分離兩地，要

藉由傳聲筒，望遠鏡才能與家庭成員說

話，這裡的大陽塔給人一種世界盡頭的

感覺。

回目錄



【N-14】耶斯列山谷

是西北朝東南的沖積平原，南邊有迦

密山的障礙，此河谷象徵著猶太移民

將祖先的未開發地轉變為繁華花園的

努力，景色令人印象深刻，診其規劃

的田地和連續不斷的果園，形成一種

美麗而抽象構圖。

回目錄



【N-15】哈廷山

昔日的火山，哈廷山，曾是十字軍的戰場，這

場戰役結束了法蘭克王國在巴勒斯坦的統治，

在戰爭期間，穆斯林從騎士中奪取了真十字架，

這個聖物被搶走，嚴重打擊了十字軍的士氣。

回目錄



【N-16】迦拿

是一個阿拉伯小村莊，迦拿有兩座

教堂，一座在東方，一座是拜占庭

建築物的拉丁教堂，他保留了基督

的神蹟，但目前確實的地點可能在

更北處，想從公路進去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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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城市廢墟構成的山丘

自新石器時代起，一些地方數千年來不斷以人居

住，即使遭到破壞，建築物被剷平後，再蓋上新

的建築，在幾千年間這樣周而復始無數次，層層

相疊的廢墟形成了數公尺高的地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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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8】基利波山

基利波山的山頂上可以俯瞰整個河谷，

春天時，花田覆蓋了整座山，天中闢有

小徑，遊客往馬雷基利波的公路可到達

一座邊上有三股泉水的公園，此處可洗

澡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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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9】他泊山

他泊山立於耶斯列平原，高度600公尺，是以色

列人和迦南人交戰的舞台，也是約瑟夫和他的

部隊遭羅馬軍隊埋伏的地方，此山是基督徒的

聖地之一，他在此向門徒顯現，給他們信心，

此山有平台可挑望整個河谷，甚至迦密山的壯

闊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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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提比李亞湖周圍

當地居民曾在水位低時在泥中發現一艘

船，是西元一世紀的東西，目前正接受

防腐處理，此地區被香蕉園所環繞，因

氣候得宜，使香蕉耕作變的可行，會先

將香蕉冷藏存放起來，等市場有需求時

再拿出來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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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哭牆

在希伯來文中，聖殿的最後一道遺
跡一直稱作『西牆』：但因以色列
人在這裏傾倒了無數的淚水，故基
督徒在中世紀時將之稱作『哭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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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包浩斯風格

台拉維夫人將一些建於1930～48年間建築物的
風格稱作『包浩斯』。此國際風格以混凝土建
造的基本形式、簡單及白色的表面，沒有炫耀
社會差別的記號，通風的樁基、平台式的屋頂
及郵輪或渦輪機的外貌，為此種新建築的特色。

回目錄



【C-03】猶太會堂
猶太人非常注重集體性，有猶太人的地方
通常就會有猶太會堂。猶太會堂無論是怎
樣的建築或形式，都會有一個『大衛之星』
在外面，讓人一看就知道是猶太人集會的
地方。會堂內禁止任何偶像，但作為古代
大衛王的標誌與獅子圖案卻可以用來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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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割禮
一個猶太小男孩出生後的第八天就必須舉
行割禮，因為上帝對猶太人的始祖--亞伯
拉罕說：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
的約；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到割禮，這
就是我與你的後裔所立的約，生下來第八
天都要受割禮，這樣我的約就立在你們肉
體上，做永遠的約。猶太教鼓勵教徒多多
生育，使猶太人『如天上星，海邊沙』一
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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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潔淨飲食法

會反芻的和偶蹄的動物，如牛、羊、鹿等，被認
為是潔淨且可以食用的。那豬、馬、兔這類就是
不潔淨，不能吃的。海鮮方面：有鱗有鰭的水生
動物可以食用，而螃蟹、蝦子、貝殼則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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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守齋日
基督徒有守齋的習慣。基督教規定，教徒每
周五及聖誕節前夕只食素菜和魚類，不食其
他肉類。天主教還有禁食的規定，即在耶穌
受難節和聖誕節前一天，只吃一頓飽飯，其
餘兩頓只能吃得半飽或者更少。基督徒在飯
前往往要進行祈禱，如和基督徒一起用餐，
要待教徒祈禱完畢後，再拿起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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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聖紀節
伊斯蘭教的重要節日，為紀念穆罕默德的誕
辰日，但遜尼派和什葉派紀念聖紀節的日期
不同：遜尼派的聖紀節是伊斯蘭曆3月12日，
什葉派是3月17日。據說當年穆罕默德經常在
自己出生的日子（星期一）進行齋戒，但現
在穆斯林過聖紀節並不持齋，而是準備食物
慶祝，並且講述穆罕默德生前的事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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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新年及贖罪日

猶太新年為上帝國度降臨的象徵，標明了
年度的開始。經過了8天的懺悔和祈禱後，
贖罪周於贖罪日結束。那天猶太人的下一
年命運將被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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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9】獨立紀念日

每年的以珥月5日這天是1948年以色列國
獨立的國慶日，也是猶太人結束流亡的
日子。當天軍隊於台拉維夫的海邊舉行
遊行，煙火的光芒照亮了全境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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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先知

他們詳述了猶太人的傳統、歷史和信仰，
從摩西死後直至2500年前由巴比倫流亡歸
故土。先知多用責備或鼓勵的方式來鞏固
亞伯拉罕子民對上帝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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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以色列博物館

收藏大量聖經考古學、猶太文物、民族誌、美術
方面的工藝品、稀少的手抄本還有古代玻璃製品
與雕塑等館藏，而該館的館有部分物品與作品可
在網路上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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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住棚節

又名「收藏節」。在節日期間，猶太人必須
建造一個臨時建築，在其中進餐、款待客人、
休息，甚至在其中睡覺。此節日是紀念古代
以色列人在離開埃及之後在曠野中漂流四十
年期間所住的棚屋，並追念耶和華在這期間
供養了所有猶太人的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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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逾越節

此節日在希伯來文裡意思為「越過」或「跳
過」，為此紀念上帝越過以色列人而不殺害
它們的長子，並帶領以色列人從奴隸之家邁
向自由。

回目錄



【C-14】吹角節
• 吹角節是從猶太民曆提斯利月（七月）1日
∼10日，提斯利月1日被稱為
「ROSHHASHANAH」，即希伯來文「年頭」
的意思，在猶太傳統裡認為，這一天也是神
創造的第一天。以色列人民稱這十日為「敬
畏之日」，代表神審判的日子，強調悔改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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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KEBAB
KEBABA意思為烤肉，適用金屬串串起來，且常在
肉類裡加些芹菜和香料。

因為猶太人為主的關係，大部份的料理都會儘量
依照猶太人的KOSHER，也就是照著舊約聖經裡所
說的潔淨的飲食。肉類只可吃牛、羊、雞、鹿。
魚類只能吃有鰭有鱗的（所以不能吃蝦子貝類花
枝等），而吃的時候不能把肉類蛋類跟奶製品放
在一起食用，甚至也不能在同個鍋子、同個烤箱
煮，不能一起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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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基布茲當代舞蹈團
自《聖經》時代以來，舞蹈在猶太人的社會生
活和宗教生活中一直是表達歡樂的一種方式，
而今已成為宗教、民族、社區和家庭慶祝活動
的一個組成部分。基布茲當代舞蹈團於1970年由
加阿通基布茲成員耶胡迪．阿農在以黎邊境附
近創建。阿農將一個由年輕的業餘舞蹈人員組
成的團體轉變為以色列最主要的當代舞蹈團。

回目錄



【C-17】安息日
以色列的工作日是週日到週四，星期五入
夜到星期六入夜是猶太安息日，以色列幾乎
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停駛；大部份的餐廳也
不營業，特別是星期五晚上。這一天是「家
人團聚」的家庭日，並與家人分享過去一週
生活辣。如華人的農曆春節一樣的重要。安
息日來到之時，人們會彼此互道（שבת
。（שלום SHABBAT SHAL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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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繪畫
比扎萊爾學校的藝術定向是想通過把歐洲繪畫技
巧與中東裝飾形式相結合，創造一種「正宗猶太
藝術」，於是便產生了許多表現《聖經》場面的
繪畫。這些作品描繪與對來日的烏托邦遐想聯繫
在一起的對往昔的浪漫主義領悟，其中的形像多
取材於古代的猶太東正教社團和當地的貝都因部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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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聖城－耶路撒冷

一個神的殿堂、兩個民族的首都、三大宗教的
聖地，也是唯一一個擁有天國和塵世兩種存在
維度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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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現代希伯萊文學之父
以色列故土上的現代希伯來語散文最初出自移民作家之
手。雖然他們生長在東歐猶太人的傳統和世界中，但他
們的作品主要描寫他們前來「建設並賴以生存」的以色
列故土的創造性成就。約瑟夫．哈伊姆．布倫納（1881-
1921年）和什穆厄爾．約瑟夫．阿格農（1888-1970年）
將希伯來語散文寫作推進到20世紀，被認為是現代希伯
萊文學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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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大衛的黃金時代

大衛首次實現了以色列王國的統一，且擴
展了疆界。所羅門的外交手腕更勝武力，
他還改善了行政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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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所羅門為耶和華建聖殿

由大衛規劃所倫門建造的聖殿是為了安置約
櫃而建的。他強迫人民做粗重的工作，如採
掘及搬運石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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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以色列和猶大王國分裂

公元前931年，以色列人為了選定所羅門的繼承者
而聚集而來。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 ROBOAM ）
得不到北方支派的承認，因為他加重了他父親在
位末期即引起民怨的稅賦和勞役。耶羅波安
（JEROBOAM）為其它北方十支派之首，建立了以
色列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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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猶大的淪陷

猶大王國繼承耶路撒冷的威望和索倫門的聖殿。公元
前8世紀末，其人民在叛變前接受了亞述和新巴比倫帝
國的宗主權。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焚毀聖殿，攻
下了聖城且把居民擄至巴比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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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5】馬加比革命

安提阿哥四世於公元前167年開始進行一項專制的希
臘化政策。來自莫狄因村的祭司馬他提斯在軍營中
策劃反叛。他的兒子猶大．馬加比於公元前164年
攻下聖殿且重建了純淨的崇拜形式而這次的反抗就
以他的別號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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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6】猶大省

降幅於羅馬之前的猶大，首先是由行政長官
（PRAEFECTUS，此為彼拉多之頭銜）來治理的
一個行省，後來是由屬於敘利亞總督的地方
財政官來管理。

回目錄



【E-07】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地位

猶太人和基督徒都享有保護，只要繳稅及
歸順於穆斯林的權力之下，他們的公民權
和私權都會受到保障，因此並沒有信徒大
批的改宗。伊斯蘭化的情形出現於貴族階
級及希望免稅的居民之間的社會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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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8】中央集權的政治機構

在伍麥葉王朝的統治下，巴勒斯坦成為附屬
於首都大馬士革的行政區。而在阿拔斯王朝
時，穆斯林帝國的重心轉移至伊拉克的巴格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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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9】巴勒斯坦

隨著伊斯蘭教勢力的到來，商業擴展至人口的各
階層，無論是穆斯林、猶太人或基督徒。巴勒斯
坦成為旅行商隊的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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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聖戰

以阿拉之名發動的聖戰，起初只不過是當
信徒團體遭受威脅時所應採取的行動；後
來演變為擴展伊斯蘭教領域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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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十字軍東征
一場西方基督教國家為了奪回聖城耶路撒冷而發
動的戰爭，後來演變為掠奪土地和財富而發動的
戰爭；參加這場戰爭的士兵佩有十字標誌，因此
稱為十字軍。十字軍主要是羅馬天主教勢力對穆
斯林統治的西亞地區發動戰爭並建了一些基督教
國家，因而也被形象的比喻為「十字架反對弓
月」，十字軍東征對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了深遠
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其中有些痕跡至今尚
存。為促進東西文化交流的最大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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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聖殿時期
大衛的統治結束於前970年，他的兒子所羅門繼承了王位。
在《聖經。列王紀上》第五章至第六章記載，所羅門在即位
後第四年開始，花費十年時間在城內建造了第一座聖殿。所
羅門聖殿所在的地方是最後確知的約櫃所在的地方，後來在
猶太人歷史中一直具有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對基督教也
很重要），也是猶太人崇拜的焦點。

這座聖殿採用來自推羅的岩石及香柏建造，成為當地最重要
的禮拜地，並取代了其他地方的祭壇。到「第一聖殿期」末，
這座聖殿成為全國唯一的宗教場所和朝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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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3】所羅門之城事件

被稱為大衛之城是於公元前1000年前所羅門
在耶路撒冷建築了王宮及宮殿，之後約公元
931年所羅門死後，以色列王國從大衛建立的
王朝中分出，最後卻被巴比侖王尼布甲尼撒
的手中，聖殿毀於人民手中。

回目錄



【E-14】鄂圖曼
1260年聖城被馬木路克人拿下，儘管耶路撒冷的經濟
及人口衰退，卻成為伊斯蘭學術的研究中心，建築也
受到新占領者的影響，在鄂圖曼的時期下有了一些可
觀的工程，特別是防禦工事的重建，後來卻因繼任者
的能力不足而把耶路撒冷帶向沒落，而淪亡的主因是
其經濟結構的崩壞，以及因幅員廣大而未能統合各地
的經濟。

另外，帝國的通訊技術不足以聯繫所有領土。奧斯曼
帝國淪亡的環境與羅馬帝國衰落時相似，特別是國內
種族間的緊張關係及政府未能調和種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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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以色列定都
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戰爭結束時，耶路撒冷西
部被新成立的以色列國占領，而東耶路撒冷被約
旦占領。除英國和巴基斯坦外，其他國家都沒有
承認約旦對耶路撒冷東部和西岸的占領。1949年，
以色列和約旦簽訂停戰協定，劃定的停火線穿過
耶路撒冷的市中心。此後直到1967年，東西耶路
撒冷分別屬於約旦和以色列。1950年，以色列定
都西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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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6】以巴衝突
為阿以衝突及中東戰爭的一部分。以巴衝突不能
夠簡單地概括為所有以色列猶太人與所有巴勒斯
坦阿拉伯人之間的雙邊衝突。在爭端雙方的族群
里，有些個人和團體呼籲完全消滅對方在以巴衝
突，雙方亦皆有主張對方並非真正的民族，故無
權建國的論述；現時國際的共識是支持兩國方案；
亦有些支持一國方案——建立一個包括現在的以
色列、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和東耶路撒冷在內、
種族及宗教地位平等的世俗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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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黃金和平時期
大衛在位40年後逝世，由其子所羅門繼任。所羅門以聰明睿智聞名於
世，他在國力鼎盛時大興土木，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上建造祀奉耶和
華的聖殿、自己居住的宮殿，以及多個城池的防禦設施。在其統治時
期，以色列的國勢達到頂點，放置約櫃的聖殿成為猶太教和猶太民族
的精神象徵。

由耶路撒冷的意譯為「和平的城市」來看，當時的人們希望過著和平
安穩的日子，「這個國不舉刀攻擊那國」說明了這殷切的期待。

只可惜以色列在其黃金時期亦非全然太平無事，因爭奪政治權力而流
血喪命的情況時有所聞，敗德的事件甚至充斥在宮廷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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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8】英國託管時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的1917年，英軍中東總司令艾倫比
將軍向土耳其發動總攻，取得耶路撒冷戰役的勝利，占領
該城。當1917年12月11日英軍占領耶路撒冷時，新城已經形
成一片錯綜複雜的居民區群，每個居民區有一個不同的種
族構成。在英國統治下，這個發展繼續下去，最後，老城
區演變為一個貧窮的老居民區。英國人規定耶路撒冷的建
築外表必須是沙岩做成的，來保護城市原貌。

回目錄



【E-19】近代的影響
19世紀，耶路撒冷發生一些對這座城市產生長期影響的變化，它們的影響一直延伸到今天，
而且是阿拉伯人與以色列對耶路撒冷爭執的根本。首先是從沙皇俄國、東歐和中東，不斷有
猶太人為逃避宗教迫害而移居這裡，這改變城市內人群的分配比例。最早的移民是極端正統
派的猶太人，其中有一些是老人，他們回到這裡，準備死後安葬在橄欖山上；另一些是年輕
的學生，他們隨同家庭到這裡來，等待救世主的來臨。與此同時，趁著鄂圖曼帝國的衰落，
歐洲殖民國家開始將它們的影響伸向耶路撒冷。這也是一個基督教復甦的時期，許多基督教
派派傳教士來到耶路撒冷來轉化穆斯林和猶太人，他們相信這可以加速耶穌再次降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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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法蒂瑪王朝
法蒂瑪王朝，又名南薩拉森帝國。以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瑪得名。

909年，奧貝德拉伊斯蘭教什葉派首領在突尼西亞以法蒂瑪和阿里的後裔自居，自稱哈里發，建
都馬赫迪亞，攻打摩洛哥的伊德里斯王朝，征服摩洛哥，並進而占領整個馬格里布和西西里島。
969年哈里發穆伊茲派部將喬海爾征服阿拉伯帝國統治下的埃及，973年遷都開羅。
第六任哈里發哈基姆，放棄了前任的宗教寬容政策，殘酷迫害猶太教徒和基督徒，並於1010年拆
毀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由於和東羅馬的長期戰爭，法蒂瑪王朝元氣大傷。 1073年，被賽爾柱擊
敗而失去耶路撒冷。

1171年法蒂瑪王朝大臣薩拉丁在近衛軍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法蒂瑪王朝的哈里發阿迪德，建立
埃宥比王朝，法蒂瑪王朝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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