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日出版
摘自：《浴日事业》
李仁缪
李浴 日毕 生 为发 扬兵 学而 殚精 竭 虑， 在他 创立 的 「 世 界兵 学社 」 除了出版己作与发行
月刊外，还先后以四种不同形式 出版 了五套 兵学丛书 。目 的其一 ，为了保 全中 国固有
兵书，他不遗余力地蒐罗并编纂了<中国兵学大系> ；其二，为了传播当代学者专家
的论述，他编辑了不同专题的论丛如 《闪 电战论丛》 、《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
与 《 孙 克 兵 学 新 论 》 等 ； 其三，就是以不定期的期刊方式发行兵学新作如《 兵 学 论
丛 》 ；其四，为了系统化的介绍当代最新兵学著作，他则出版了 <兵学丛书 > 系列。
兹列述如下：
1. <中国兵学大系>（初名<中国武库>）1957 年台北「世界兵学社」初版
1945 年秋时值抗战尾声，李浴日在飞往昆明的飞机上，灵机一动地想将中国五千年
来有价值的古兵书编为一巨帙< 中国武库>，一则保存国粹，二则提供人们研究兵学
的资料，三则充实国防学术，四则增进中国军人的自信心。 他说这些古兵书是「我国
历代兵家名作、历史上灵与血的结晶、历尽沧桑千锤百炼不朽的军人魂、万古常新的用兵
原理原则」。自此，他经常沐雨栉风地穿梭于市井小巷中，找寻那些流落街头的兵学
瑰宝。
1946 年 5 月他在自己发行的《世界兵学》月刊 3 卷 1 期封底上刊登了征书启事：
「本刊现拟将我国历代兵书选其有价值者多种编成<中国武库>一书，现已收集得数
十种。唯历代兵书种类浩繁，吾人耳目未周，遗漏在所难免，凡我同道如藏有孤本
秘本者，敬希惠于借录， 以便编入而飨国人，本社当酬以重金也 」。 其后，在该 月
刊 10 月的 3 卷 3 期中他发表了《关于<中国武库>》一文，阐述：「当年其在京沪
之间将坊间所有古兵书搜集殆尽，虽然卷轶浩繁，但是兵燹虫祸，若不刊之将散失
无遗。虽然大部分已见于<四库全书>，仍选其有价值者刊行之。分五大部门：战理
部、战史部、兵器部、天文部与地理部，书目凡 六十（图 26），如下所列：
1. 《握奇经》，2. 《孙子》，3. 《吴子》，4. 《司马法》，5. 《尉缭子》，6. 《六韬》，
7. 《三略》，8. 《素书》，9. 《阴符经》，10. 《心书》，11. 《李卫公问对》，12. 《太
百阴经》，13. 《虎钤经》，14. 《武经总要》，15. 《纪效新书》，16. 《练兵实纪》，17.
《登坛必究》，18. 《武备志》，19.《洴澼百金方》，20. 《草庐经略》，21. 《揭子兵经》，
22. 《揭子阵谈》，23. 《何博士备论》，24. 《兵镜类编》，25. 《戊笈谈兵》，26. 《百
将图传》，27. 《读史兵略》，28. 《车阵扣答》，29. 《汪氏兵学》（内有《太公兵法逸
文》、《武侯八阵兵法》及《李卫公兵法》三书）30. 《云气占候》，31. 《历代名将战略》，
32. 《左氏兵谋》，33. 《兵法三十六计》，34. 《读史方舆纪要》，35. 《古今女将》，37.
《圣武记》，38. 《弥兵古义》，39. 《十六策》，40. 《武编》，41. 《武将记》，42.
《军筹纲目》，43. 《决胜纲目》，44. 《兵机类纂》，45. 《广名将谱》，46. 《谈兵髓》，
47. 《历代战车叙略》，48. 《军权》，49. 《长子心铃》，50. 《莅戎要略》，51. 《古今
名将》，52. 《剑草》，53. 《岭南客对》，54. 《武备新书》，55. 《将鉴论断》，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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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芹十论》，57. 《南北十论》，58. 《兵经备考》，59. 《太百兵备考统综》，60.《乾坤
大略》。

散见于历代子集书中之兵学论文另辑一册。所刊各书均经校正，并加标点符号。倘若不为
经济所限，预计 1947 年底的此时可以问世。未来亦将筹划<西洋武库>」。但是 1947 年 1
月的国共会谈破裂，美方马歇尔调解失败，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统治区急速通货膨涨，
经济混乱面临崩溃，先生遗憾<中国武库>终未能如愿依原订时日在南京出刊。
1949 年秋南京解放，继之新中国成立，先生经广州赴香港，翌年播迁台湾后，先生心寄<
中国武库>立意出版，乃将<中国武库>改名为〈中国兵学大系〉，以作为创建其人生最高
目标「中国兵学体系」的理论根据。期间他油印目录两次以广博咨诹，还计划要滌盡俗務
擴展胸憶，聚精會神地去寫一篇〈大系〉的長序，将全部有价值的中国兵書，一一介紹其
兵學要領，不啻完成一部「中國兵學思想史」。然而他为了「世界兵学社」的复业与主编
《战斗》月刊等诸多事务呕心沥血，天不假寿于 1955 年夏轰然骤逝撒手人寰，终未能及时
完成出版大业。
李浴日在戎马倥偬的年代里，持之以恒地察访搜集古兵书，更不惜倾囊相购；而在戰亂連
綿终年迁徙的日子裏，为了守护手中的兵学国宝，必然携带這些兵書随著战事转进，更是
一項艱巨的任務。逝世后幸赖夫人赖瑶芝女士穷尽二年光阴，搜尽书匣旧藏，陡察原先规
划有 60 部古兵书的<中国武库>因为战乱颠沛而损失殆半，只能将硕果仅存的十七部余书，
依先生生前规划，另外增添新获的十部古兵书与七部近代治兵语录，辑成共三十三部兵书
的〈中国兵学大系〉，由于右任院长题封，彭孟辑参谋总长、罗友伦次长、黄杰总司令、
刘玉章司令官、柯远芬副司令官等作序，陈诚副总统、俞大维部长、张彝鼎次长、梁序昭
总司令、王叔铭总司令、黄仁霖总司令等题字外，未亡人赖瑶芝作跋，装订成平裝版 14 冊
或精装版六册，共 6000 餘頁，由台北「世界兵学社」发行，于 1957 年初付梓问世（图
27）。遗憾的是其间遍寻先生「自序」手稿而不得，但已然代夫完成毕生的宏愿，为先生
的兵学乌托邦谛造了一个完美的最后篇章。
平装版简录如下：
第一册 武经七书：《孙子》春秋齐-孙武、《吴子》战国卫-吴起、《司马法》春秋齐-司马穰
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唐-李靖、《尉缭子》战国卫-尉缭、《黄石公三略》秦汉-黄石
公、《六韬》周-姜尚
第二册 《孙子音注》明-何守法注
第三册 《汪氏兵学三书》清-汪宗沂辑编，《太公兵法逸文》周-姜尚，《武侯八阵兵法辑略》三
国蜀汉-诸葛亮，《李卫公兵法》唐-李靖
第四册 《阴符经注》黄帝/汉-张良注，《风后握奇经解》风后/汉-公孙宏解，《黄石公素书注》
汉-黄石公/宋-张商英注，《心书》三国蜀汉-诸葛亮，《何博士备论》宋-何去非
第五册 《太白阴经》唐-李筌
第六册 《虎钤经》北宋-许洞
第七册 《投笔肤谈》明-西湖逸士/何守法注，《阵记》明-何良臣，《百战经》明-王鸣鹤，《兵
经》清-揭暄
第八册 《兵迹》清-魏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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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册 《兵谋兵法》清-魏禧，《乾坤大略》清-王余佑
第十册 《草庐经略》佚名
第十一册 《洴澼百金方》清-惠麓酒氏
第十二册 《百将图》清-丁日昌，《古今女将传赞》清-朱孔彰
第十三册 《孔孟治兵语录》民-赵尺子，《岳飞治兵语录》民-刘咏尧，《戚继光治兵语录》民刘咏尧，《曾胡治兵语录》民-蔡锷
第十四册 《国父治兵语录》民-刘咏尧，《蒋总统治兵语录》民-邓文仪，《跋》民-李赖瑶芝

图 26. <中国武库>书目 1946 年

图 27. 〈中国兵学大系〉1957 年精装版

2.《闪电战论丛》1941 年曲江「世界兵学社」初版
1937 年日军大举侵华, 李浴日曾任 64 军参议参加抗战, 转战赣北前线时亲历日人欲以德
国最新的闪电战术一举横扫百废待举的中国, 因而深刻感受到闪电战催枯拉朽的震撼力。
闪电战在当时是世界崭新的战术, 也是战术史上的革命，有鉴于世界军事学术在不断地进
步，1941 年当他在韶关任广东省政府编译室主任时，立意要把闪电战的军事知识介绍给国
人, 让国人有所认识有所补益，但又不致因噎废食固步自封, 乃精选国内外报章杂志关于
闪电战的论文共十二篇, 辑成《闪电战论丛》，其中包括德、苏、美、英、日等国译作八
篇：1.《闪电战》德/朱慰侬译，2. 《闪电战的理论与实际》苏/仲谋译，3.《闪电战术的
闪电战略》美/华荪译，4.《德国进攻波兰闪电战的剖视》英/凤申译，5.《挪威战役的回
忆》美/赵炳烺译，6.《西线大战德军突进的基本条件》美/宣谛之译，7.《希特勒战法之
本质》日/礼维译，8.《闪电战与德国空军》日/杨明之译，与国内论述三篇：1.《闪电战
概论》刘为章，2.《论闪电战》和培元,3.《闪电战与今后之军备》徐庭瑶，与己作《闪
电政治论》，由张发奎、蒋光鼐、华振中、赵一肩等将军作序与编者序,于 1941 年 4 月由
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发行初版（图 28）。

图 28.《闪电战论丛》194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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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1943 年曲江「世界兵学社」初版/改名为《孙克兵学新
论》1947 年南京「世界兵学社」初版
孙子为东方的兵圣，其《孙子兵法》是东方兵学体系的柱石；克劳塞维慈为西方的兵圣，
他的《战争论》则是西方兵学体系的轴心，两者乃东西媲美的兵学双璧！关于孙子与克氏
兵学的研究论文为数不少，为了让读者一方面可以贯通二氏的最高智慧与秘诀，二方面不
受时间与空间所限，而将两者并列比较尽窥其奥，李浴日乃于 1943 年前瞻性地把当代兵学
界精英们关于孙子与克氏的最新论述汇集成书，定名为《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全书
正文 15 篇，包括孙子部的著作八篇：1.《孙子的价值思想与西洋兵法》金典荣，2.《孙子
兵法的特色及价值》林夏，3.《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徐庆誉，4.《孙子兵法的解剖》李
浴日，5.《从孙子兵法分析敌人进攻粤北的溃败》李浴日，6.《以孙子兵法分析德国五年
来之军事行动》陈纵材，7.《孙子兵法的另一看法及未解的一句》谭彼岸，8.《孙子兵法
在英美》李浴日辑；克氏部则有论述六篇与译作一篇：1.《如何研究大战学理和我们怎样
学克氏》林薰南，2.《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之研究》吴石，3.《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杂记》
万耀煌，4.《克氏战争论是腓特列战争与拿破崙战争的结论》松村秀逸/李纯青译，5.
《克氏军事天才论的阐微》萧天石，6.《孙克两氏兵学思想的比较及其批评》彭铁云，7.
《孙克两氏兵学思想之时代背景及其影响》陈南平，另有编者附识、林薰南序、编者序等，
于 1943 年 11 月由韶关「世界兵学编译社」发行初版（图 29）。
1947 年 1 月李浴日在南京将该书更名为《孙克兵学新论》，除了保留孙子部原作 6 篇外，
抽出其中有时间性的论文两篇代之以一篇新作：《孙子的战术思想》杨杰，与保留克氏部
7 篇原作，共 14 篇，並续以再序，由南京「世界兵学社」发行初版（图 30）。

图 29.《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1943 年版

图 30. 《孙克兵学新论》1947 年版

4.《兵学论丛》第一辑 1943 年韶关「世界兵学编译社」初版
1941 年李浴日以“发扬中国固有兵学，介绍世界最新兵学”为宗旨，在广东韶关的曲江创
办「世 界兵 学社 」 ，一心要建立中国本位的兵学体系，进而让人人知兵后能强军又强国，
未来的中国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战斗体，领导世界弱小民族对抗帝国主义的掠夺与侵
略。该社在出版《世界兵学》月刊后, 再应时局的要求, 于 1943 年由兵学泰斗林薰南与先
生共同主编, 和编撰委员余拯、居浩然、吴履逊、吴光杰、梁子骏、黄焕文、陈南平、陈
纵材、许高阳、赵振宇、郑楷等 11 名，集海内外学者专家的译稿和杰作, 创新地以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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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辑书形式出版本《兵学论丛》，为的是要让兵学研究不断推陈出新长长久久。本论丛第
一辑收录文章共十五篇，其中论述方面的有七篇：1.《怎样发展中国兵学》林薰南，2.
《中山战争论再版序》陈南平，3.《世界各国之国家总动员》梁子骏，4.《现代战争与统
帅》杨杰，5.《再论与欧战同时回师东京的战法》王泽民，6.《清人论将》李兴辑，7.
《兵机十策》赵承恩；与译作方面的有八篇：1.《旧原则新运用》美/张廷岚译，2.《兵
器进步与外部的因素》日/张廷岚译，3.《战略地理与近代战术》日/高一萍译，4.《装甲
及装甲防御之本质》德/吴光杰译，5.《搜索目标的真谛》日/少华译，6.《日本近代兵学
之形成》日/潘世宪译，7.《苏德战场中奥勒尔之战》美/黄焕文译，8.《美国兵员征训的
现行制度》美/贲维杨译，共计 15 篇，另有林薰南、李浴日作弁言，1943 年 11 月由韶关
「世界兵学编译社」出版（图 31），「世界兵学社」 发行。当时预定第二辑于 1944 年 1
月出版，但因战事吃紧而未能实现。

图 31. 《兵学论丛》第一辑 1943 年版

5.《兵学丛书》1946-48 年南京「世界兵学社」出版
李浴日一生除了兵学研救与著作外，还大力推广与传播兵学，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乃以
「世界兵学社」为基石积极出版当代兵家学者与各专家同侪们的专书论著，汇集成《兵学
丛书》，並在《世界兵学》月刊登载销售广告（图 32）。自 1946 年南京「世界兵学社」
复业起至 1948 年 10 月南京弃守止，二年间据计共出版了下列专著 20 本，不仅为学有所
长的学者专家们提供了创作的平台，也让各取所需的广大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务实了
传播兵学的时代重任。
1.《中美兵学通论》戴坚著（图 33）
2.《中国军备与国防》赵振宇著（图 34）
3.《原子弹》李宗尉编（图 35）
4.《交通决胜论》王可襄译（图 36）
5.《军事哲学劄记》史久光著（图 37）
6.《国防机构论》廖忠国著（图 38）
7.《军师属骑兵》叶剑雄著
8.《机械化部队战术》胡甲里著（图 39）
9.《假如你当参谋长》陈纵材著（图 40）
10.《战术指挥勤务》高植明编
11.《情报勤务》高植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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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军队教育》高植明著
13.《联合勤务必携》高植明著
14.《将校才德与治兵》李震著（图 41）
15.《中美军语汇编》万耀煌、郭铮编译（图 42）
16.《孔孟治兵语录》赵尺子选注（图 43）
17.《岳飞治兵语录》刘咏尧编辑（图 44）
18.《戚继光治兵語录》刘咏尧编辑
19.《国父治兵语录》刘咏尧编辑（图 45）
20.《蒋主席治兵语录》邓文仪编辑（图 46）

图 32

图 37

图 42

图 33

图 38

图 43

图 34

图 39

图 44

图 35

图 40

图 45

图 36

图 41

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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