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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的克勞塞維慈戰爭理論的編譯和研究
李龍

卡爾•馮•克勞塞維慈（1780—1831），普魯士（今德國）人，近代西方資
產階級著名的軍事理論家、軍事歷史學家，他運用德國古典哲學理論總結以往戰
爭特別是拿破崙戰爭的基礎上寫成了《戰爭論》，揭示了戰爭的基本原理和指導
戰爭應遵循的一般原則，因而被譽為“西方兵聖”。該書自 1832 年問世以來，一
直受到東、西方各軍事學家和政黨領袖的高度重視，先後被譯成英、法、日、俄、
漢等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為傳播。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西方軍事理論的發展。
在中國，國、共兩黨對它的傳播和研究都非常重視，因而使它成為中國近、現代
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和中國無產階級軍事理論的主要來源之一。李浴日是民國時期
中國著名的軍事學家，克勞塞維慈《戰爭論》在中國的早期翻譯、推介和研究的
專家。早在東瀛留學期間，他編譯《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時就多次對該書加以
引用和評述，在往後的 20 多年間，他在其出版的有關論著中曾從多個方面進行
論述，形成了他的看法和觀點。時間雖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當我們回過頭來梳
理他的這些看法和觀點時，發現它極富有遠見性。為了批判地吸收西方優秀軍事
文化遺產，現對其編譯情況加以總結，並對其研究的觀點進行初步的歸納、探析，
以求正於方家。

一、翻譯出版成田賴武編譯的《戰爭論綱要》，彙編出版克勞塞維慈《戰爭論》
研究成果。
《戰爭論》傳入日本後，一直受到該國軍事界的推崇。對日本軍事人才的培
養起了重大的作用。 1940 年，日人成田賴武“有感於將戰爭的一般理論介紹於
世人的必要”，把它編譯成日文。編譯時，“係將克氏《戰爭論》作簡明的介紹，
毫無憑著者的臆斷來修正補充，惟鑑於近代戰爭的實情，自然省略其應廢棄的部
分，或在重要部分，用‘附說’加以說明。”(1)書名定為《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
要》。出版後以日文形式傳入中國。1943 年春，李浴日赴重慶進行文化勞軍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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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工作委員會圖書室”借得此書。在翻譯條件極大困難的情況下把它譯
成中文：
“先在桂林譯就‘總論’，繼在韶關一個山崗上費了兩個月的工夫，譯成
全書。
”(2)該書初名《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當時正值抗戰軍興，頗受歡迎。
1945 年 10 月，抗戰勝利後李浴日重返南京將此書再版，楊言昌中將為該書作序，
1947 年，出版第 3 版時，改名《大戰原理》。 1950 年李浴日到台灣，於次年 9
月在台灣首版，
“為求顯明計，仍用原名。”書名由胡璉上將題簽，徐培根上將在
再版時題詞。至 1956 年 6 月，該書在台灣出版了第 4 版。此後的 20 世紀 50 年
代後期、6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及本世紀初在台灣多次重版，至今一共出版
了 10 多版，成為民國以來海峽兩岸頗有影響的軍事譯著。
《戰爭論綱要》是解讀克氏《戰爭論》的重要著作。夏徵難在《克勞塞維慈
戰爭哲學思想研究》附錄中把此譯著列入研究克氏的早期重要專著。全書 20 萬
字（內有圖表 60 餘篇），包括序言、總論、主要內容、結論及附錄；主要內容分
八章，分別為戰爭的本質、戰爭的理論、戰略、戰鬥、戰鬥力、守勢、攻勢、戰
爭計劃；附錄共收入三篇文章：萬耀煌的《讀克勞塞維慈戰爭論雜記》，松村秀
逸作、李純青譯《克氏戰爭論是腓特烈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的結論》，李浴日的《依
克氏戰理論台灣攻防戰》。由於“日本成田賴武取克氏之書，汰其陳舊，刪其繁
冗，期合於時代之要求，用意至善；惟苟擯棄克氏之方法論於不顧，而徒以克氏
之若干命題，視為黷武主義經典，是則重違吾人研究克氏之本意矣。”(3)因此，
李浴日翻譯出版此書，對人們加深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來源的認識、借鑒西方軍
事理論，開展抗日反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受到普遍歡迎。正如楊言昌將
軍評價道：“友人李浴日先生夙治孫子，蜚聲論壇，茲复譯成田氏（成田賴武，
筆者註）之書，知余克氏學說之介紹不無些微因緣，乞為之序，爰書所見如此。”
(4)徐培根將軍也評價說：
“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為西方兵學名著„„惟卷帙浩

繁，文辭艱深，余友李浴日先生，先曾與以摘譯，編為綱要，提精取華而綜核原
義。
”(5)以此可知，李浴日對推動《戰爭論》在中國的普及和研究功不可沒。
李浴日在編譯《戰爭論綱要》的同時，還彙編出版孫、克學人研究成果《東、
西方兵學代表作之研究》
（1943 年 2 月）和《孫克兵學新論》
（1946 年 2 月）。這
是近代第一次結集出版的研究克勞塞維慈軍事思想的論文集，也是第一次出版的
孫子和克勞塞維慈軍事思想比較的論文集。在所收集的作品中，
“除發表作品外，
尚有特約稿數篇，這是值得一提的。”也就是說李浴日除了把公開發表的論文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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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之外，部分論文是親經他稿約的。彙編論文克氏部分主要包括：吳石《克勞塞
維慈<戰爭論>研究》、林薰南《如何研究<大戰學理>和我們怎樣學克氏》、萬耀煌
《讀克勞塞維慈戰爭論雜記》、松村秀逸著，李純青譯戰爭《克氏<戰爭論>是腓
特烈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的結論》、蕭天石《克氏軍事天才論闡微》、彭鐵雲《孫、
克兩氏兵學思想的比較及其批評》、陳南平《孫、克兩氏兵學思想之時代背景及
影響》等。這些論文集，作者大多為軍界中將以上或文化名人。如吳石(1894～
1950)，福建閩侯縣人，中將，曾任第四戰區中將參謀長、軍政部任主任參謀兼
部長辦公室主任、台灣國防部參謀次長等職。林薰南(1890～1982)，湖北黃岡人，
抗戰將領，著名粵北會戰及曲江保衛戰的籌劃指揮者,民國政府第七戰區司令長
官部參謀長，中央兵學研究院中將院長等職。萬耀煌（1891－1977），陸軍二級
上將。曾任師長、軍長、軍團長、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等職。李純青（1908
－1990），福建安溪人，文化名人，後任台盟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蕭天石
（1908-1986），湖南邵陽人，著名學者。這部分論著有的是對克氏理論進行論述，
有的則對孫、克理論進行比較和研究，它們代表國民政府克氏研究的最新研究成
果，反映克氏研究的時代動態。李浴日把它歸為“克氏之部”，與“孫氏之部”
進行比較，以增進人們對這兩部軍事巨著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此外，在《世界兵
學》月刊裡，他也較注意收集、刊登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在《世界兵學》第 6
卷第 1 期，刊登加藤哲三著、譚善如譯的《克勞塞維慈和魯登道夫的見解》，在
《戰鬥》月刊中刊登劉聞祖的《論克、約兩氏的戰爭藝術》等，對擴大克氏軍事
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陳南平在《孫、克兩氏兵學思想之時代
背景及其影響》的前言中稱：“李浴日先生對於兵學甚有造詣，而對孫子及克勞
塞維慈兩氏之兵學研究尤深，比者曾譯著《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及《中山戰爭
論》，均有精深之列，為世所欽崇，今者特編是冊，其裨益於吾國兵學界，絕非
淺鮮，因李浴日先生之編是冊，其著眼甚高而富意甚深也。”(6)邵青在《民國政
府與民國孫子學的發展》裡評價道：“李浴日編輯的《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
該書為近代第一部研究孫子和克勞塞維慈軍事思想的論文集，共收錄了論文十一
篇，其中孫子兵法研究類六篇，克勞塞維慈戰爭論五篇，對孫子兵法與戰爭論進
行比較研究。作者多為當時國民黨中、高級將領，如萬耀煌的、林熏南、吳石等。”
(7)可見李浴日這兩本書在孫、克兩氏比較研究方面的貢獻和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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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理論做綜合闡述
克勞塞維慈在《戰爭論》中，用哲學思維方法分析戰爭現象，形成了他的戰
爭哲學思想。李浴日在《戰爭論綱要》第三版序言中引用恩格斯的話說：“思想
家恩格斯評價說：'我最近讀過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深覺其具有獨特的哲學方
法，就內容而說，也是一本很好的書。'”﹙8﹚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體系非常龐
大，理解非易。李浴日著重從他的戰爭哲學思想的來源、戰爭的本質、辯證法問
題、絕對戰爭和現實戰爭、進攻和防禦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和歸納，並進行了相關
學理的應用。
（一）關於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思想的來源。
李浴日認為，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思想主要來源於黑格爾。在 1951 年 9 月
台灣版《<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序言》中，他對這個問題做了概括。他說：
“他
（指黑格爾，筆者註）是戰爭政治學的建立者。”
“欲研究克勞塞維慈（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的戰爭論，不可不懂得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哲學，因為克氏受黑氏哲學的影響太大了。黑氏與克氏生
於同一時代，其影響於克氏，正如老子影響於孫子一樣。”( 9)李浴日分別從克氏
戰爭哲學中的“絕對觀念”來源於黑格爾及其批判地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則建立
起他的戰爭理論體係兩方面進行了評述，探討其戰爭理論的淵源。
關於克氏戰爭哲學中的“絕對觀念”來源於黑格爾這個問題，李浴日主要從
克氏關於精神在戰爭中的重要性去闡述的：“黑氏是一個觀念論者，如《歷史哲
學》一書，強調宇宙的本體是'絕對精神'，‘理性統治著世界’，‘根據思想並按
照思想去構造現實’，這確給予克氏很大的影響。在克氏以前的兵學都是崇拜幾
何兵學的戰略態勢，或囿於物質威力的比較，而克氏卻能認識精神在戰爭上的重
要性，並列精神要素為五大要素之首位。”(10)克勞塞維慈所稱的精神因素(或精
神力量、精神要素、精神素質等)，主要是指統帥的才能、軍隊的武德及國民精
神等。在“軍事天才”一章中，他曾經專門探討了統帥的才能問題。克氏認為，
精神因素十分重要：“精神力為軍事最重要因素之一，戰爭全部因素無不受精神
力所貫注，而為其操縱。”
“精神的諸力足以影響軍事行動的全體，而且軍隊的運
用，也是憑於指揮官的意志力而決定，即軍隊與將帥、政府等的智能及其它精神
上的各種特性，戰地的人心，戰勝戰敗的影響等都足給予軍事行動的重大影響。”
(11)李浴日引述克氏關於精神在戰爭中的重要性去闡述克氏戰爭哲學中的“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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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來源於黑格爾的觀點，表明克氏已經充分認識到精神因素在戰爭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辯證看待物質和精神的關係問題。說明克氏的戰爭哲學比前人前進
了一大步，同時也說明李浴日充分肯定克勞塞維慈對黑格爾“絕對觀念”的合理
吸收。
“黑氏在哲學上貢獻最大的還是他所建立的辯證法（Dialectic)，克氏《戰
爭論》的特點就是接受了黑氏這個哲學方法論，他的《戰爭論》是一貫地用辯證
法寫成。日本研究克氏戰爭論者亦說：‘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是以黑格爾的
理論為根據而更發揚光大了„„他的理論雖不完整，但一貫地用輝煌的辯證法寫
成，這證明他所用方法的偉大。’”(12)這是李浴日對於克氏批判地運用黑格爾的
辯證法則建立起他的戰爭理論體系的另一個觀點。對於這個觀點，他主要從克氏
戰爭哲學的辯證法的三大規律的構成進行了解析：
首先，克氏運用了黑格爾辯證法則中的“正反合”
（ 即否定之否定）來說明
“觀念”：
“‘正反合'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則，克氏則用以分析戰爭現象，闡明戰爭
原理，建立他的戰爭理論體系„„ ’
‘戰爭是交戰雙方各為屈服敵方意誌之無界
限的努力。’於此又分為：（1）暴力使用的無界限性„ „(2)打倒感情的無界限
性„„（3）
‘力’之發揮的無界限性„„'都是從‘正’
（我）
‘反’
（敵）雙方來
觀察，再發展為‘合’——‘打倒敵人’或‘壓倒敵抵抗力為止’（亦即否定的
否定）來說明觀念。”(13)
其次，克氏用黑格爾辯證法（對立統一法則）來研究戰爭的防禦與攻擊：
“原
來所謂防禦與攻擊是兩個對立的概念，但克氏卻作統一的觀察。”如說：防禦中
伴著攻擊的動作，攻擊亦伴有防禦；“戰略攻勢中的防禦是攻者所犯的弱點，即
矛盾說：
‘A、戰略攻勢的防禦足以拘束攻者的突進，此際的防禦不獨不足以強化
攻擊，反會牽制攻者的行動，及消耗其時間，徒足增加防者的準備之利。B、戰
略攻勢的防禦比一般防禦為易敗的作戰形式。何故？因為攻者不能享受戰鬥的準
備，地形的熟識與利用等防禦上的利益，全陷於被動的地位。’
（均見第七篇第一
章）”，說明防禦與攻擊是對立統一的關係。又如“„„軍事行動的休止與緊張，
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等也是作對立統一的觀察。至於在整個戰役上由守勢到攻
勢，或由攻勢到守勢的轉換及其過程，這是從量到質的變化。”(14)
再次，克氏用黑格爾辯證法中關於“變”（變化與發展）的概念對待不同時
期的戰爭理論：“克氏在《戰爭論》上獨能打破形式邏輯，方式主義，武斷主義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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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機械論，這也是基於辯證法的觀點。”李浴日指出：“‘在各時代便有各時代獨
特的戰爭理論。’亦即說，戰爭理論是要跟著時代而變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變'（變化與發展）是辯證法的最基本概念，而克氏在《戰爭論》上正充分錶現
了這個概念。
”(15)
李浴日關於克氏戰爭哲學的辯證法來源於黑格爾的論述，揭示了克氏戰爭
理論與黑格爾辯證法的內在聯繫，對人們認識克氏戰爭哲學的實質、把握克氏研
究戰爭的規律和辦法起了積極的作用。
多年以來，關於克氏戰爭哲學思想的來源國外學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如英
國著名的軍事理論家 J•F•C 富勒和巴茲爾•亨利•利德爾•哈特就認為它來源於康
德，是唯心主義二元論。而李浴日（包括同時期的軍事學者楊言昌等）卻自覺地
接受了來源於黑格爾的觀點。其實，這本是馬克思經典學家的觀點。列寧在 1915
年 5 月完成的《第二國際的破產》一書中認同克勞塞維慈關於“戰爭無非是政治
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原理時就說過：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思想受胎於黑
格爾”
。近 20 年來，中國大陸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研究專家對克氏戰爭哲學理論
的來源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其中夏徵難在《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思想研究》一
書中，認為克氏戰爭哲學理論的來源有二方面：一是受康德影響，二是受胎於黑
格爾，而“黑格爾的哲學有決定性影響。”
（詳見夏徵難《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思
想研究》第二章）可知，黑格爾對於克勞塞維慈的影響是最直接的，說明二人的
思想聯繫極其密切。李浴日等人認為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思想直接來源於黑格爾
的觀點為後來中國軍事哲學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關於戰爭的定義
在李浴日的著述中，概括克勞塞維慈戰爭的定義有三處：一處是《兵學隨
筆•第一輯•戰爭的定義》：
“西洋兵書所下的定義，向以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的
定義：
‘戰爭是為屈服敵人，實現自己意志而行使的暴力行為’為正確洽當。”一
處是《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戰爭思想》：
“克勞塞維慈氏關於戰爭的定義說：
‘戰
爭的基本要素，是兩人以上之間的鬥爭，即決鬥，戰爭不外是決鬥的擴大。’跟
著說：
‘戰爭是為屈服敵人，以實現我意志所用的暴力行為。’„„克氏又說：
‘戰
爭不僅是一種政治的行動，實為一種政治的手段，政治上對外關係的繼續，而以
其他手段（暴力行為——浴日註）施行之。’”一處是《孫子新研究•始計第一•
戰爭定義的種種》：
“不過大家一致推許的，乃為克勞塞維慈將軍的定義，彼在其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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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戰爭論》上說：戰爭不外以別的手投（強力手段）而進行政治的繼續„„
戰爭是決鬥的進化。„„ 因之所謂戰爭是屈服敵人而實現自己意誌所用的暴力
行為。”
對於這三處概括的定義，李浴日均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說明。第一處指出：
該定義“但稍嫌限於武力戰。降及今日，以戰爭已進化為全體性的戰爭，全球性
的戰爭，又為反侵略的戰爭。”(16)這是李浴日從現代立體戰爭的範圍綜合概括
的，說明李浴日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克氏的戰爭定義。第二處他是從戰爭的本質概
括其定義。第三處他對“戰爭是屈服敵人而實現自己意誌所用的暴力行為”也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在克勞塞維慈以後，因為'社會的狀態'，發生了顯著
變化，所以把近代戰爭，單認為政治的繼續，尤其不問自己意志的是非，而使用
暴力，都是錯誤的；因此，便不能僅以軍隊為主的武力行為當作戰爭的手段了。”
(17)所以，戰爭的定義必須要以和平為歸宿。他給戰爭下的定義是：
“‘戰爭是全

球各民主國家發揮全力以粉碎侵略、屈服敵人、而維持民族國家之生存及保障世
界之和平的行為。’此行為包括軍事戰、政冶戰、經濟戰、心理戰的一切戰爭行
為。
”(18)李浴日站在時代的高度對克氏戰爭的定義做了擴充，並把戰爭的正義性
作為評價的標準：“顯然是從戰爭的正義性角度來進行的，排除了戰爭的非正義
性。”
“由此可見李浴日所主張的戰爭是抵抗侵略、維護國家和民族獨立、保護世
界和平的戰爭，而非侵略戰爭。不僅如此，而且把戰爭擴展為包括軍事戰、政冶
戰、經濟戰、心理戰的一切戰爭，改變了以往人們所認知的戰爭乃局限於軍事對
抗的戰爭。
”(19)
（三）戰爭的本質
“在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思想中，最具有學術價值的、最受人重視的就是他
在馬克思誕生前的軍事思想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戰爭無非是政治通
過另一種手段繼續'的著名論斷。”(20)從而揭示了戰爭的政治本質。克勞塞維慈
是在考察絕對戰爭和相對戰爭之所以存在差別時提出這一問題的。李浴日認同這
個觀點，並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述析：
第一，“戰爭是政治以其他手段（暴力行為——浴日註）實現意志的行為。”
李浴日首先從戰爭是政治的手段，並且是政治的特殊手段進行分析，說明
政治與戰爭之間的差別性。他說：“根據克氏的意見，戰爭為政治的手段，用以
貫徹政治目的之手段.。”(21) “黑氏說：'在歷史的現像中，是以戰爭防止國內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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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安，加強國內的團結的形態而出現。'這是把戰爭當作政治的一種手段的。”
(22)他以普法戰爭為例說明戰爭為政治的手段：
“在普法戰爭中，普之勝法，固勝

於色當一役，亦由於俾士麥和英聯奧及對俄調協，使法國陷於孤立，以協助軍事。
在意大利統一戰爭中，意之勝英，雖勝於蘇費立倭一役，亦由於加富爾運外交手
段，聯法聯英，及對普親善，得以全力對付奧國，這是兩大顯著的例證。”(23)
同時他又認為，戰爭並不即等於一般的政治，而是特殊的政治。他在《中山戰爭
論•戰爭與政治》中，從內政與外交為政治的兩大形態說明戰爭不同於一般的政
治：“內政與外交為政治的兩大形態，關係戰爭的勝敗至鉅。倘若內政與外交俱
不配合戰爭，甚至背道而馳，非導致戰爭失敗不可。”(24)就內政來說，“足以影
響戰爭的勝敗，國家的興亡。”從外交而論，
“外交與軍事本為'難兄難弟'，在戰
爭未爆發之前，外交可代替軍事，戰爭一經爆發之後，外交就要協助軍事。”他
引用孫中山的論述說明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他（國父）說：凡國家之國策
已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戰爭既畢，
仍當複於外交之序。故國與國遇，用外交手段與用戰爭手段，均為行其政策所不
可闕者。然用外交手段之時多戰爭手段之時少，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軌則，戰爭手
段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云者，外交手段既盡，無可如何之謂也。”(25)李浴日
把內政和外交作為政治的形態進行闡述，說明它們與戰爭的區別和密切關係，這
一論述充實了克勞塞維慈戰爭理論的內容。因為克氏並沒有把內政作為政治的形
態進行詳述。李浴日的論述，深化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個觀點，這是李浴
日對民國時期克氏戰爭理論研究的一大突破。
第二、戰爭和政治目標是一致的。
李浴日接著分析這種一致性的表現。其一，將帥也是政治家：“克氏說：'
凡為指揮一種戰爭或一幕戰役的重大活動，而取得光榮的勝利，非具有政治上的
特別高見不可，所以戰爭和政治是一致的，將帥也是政治家。'”(26)他引用孫中
山《民權主義》的論述，說明它們之間的一致性：“如果說軍人不干涉政治，還
可以講得通，但說不懂政治，便講不通了。用為政治的原動力便在軍人，所以軍
人當然要懂政治，要明白什麼是政治。”(27)說明政治不能違背戰爭的性質。其二，
有什麼樣的政治，就有什麼樣的戰爭：“戰爭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反映，德國的戰
爭思想是德國政治思想的反映，英國戰爭思想是英國政治思想的反映，蘇聯的戰
爭思想是蘇聯政治思想的反映，現在我國（指民國，筆者註）的政治思想是三民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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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政治思想。自然我們的戰爭思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即為實行三
民主義，造成民有、民治、民享的為國家而戰的戰爭思想。(28)其三，戰爭反作
用於政治，為政治服務：“戰爭所要求於內政，最要緊的是舉國團結一致。因為
舉國上下及各黨各派團結一致，才可以構成強大的力量，協助戰爭，支持戰爭„„
所以在內政上就應設法促成全國的團結一致，能如是，則不會發生無謂的磨擦，
以相抵銷，更不會被敵人挑撥離間，以分裂力量了。”(29)雖然李浴日認同戰爭是
政治延續的一種手段，
“但克氏是為戰爭而戰爭，卻不問政治目的的好壞。”他強
調，只有“為革命而戰爭”，為正義而戰爭，才是戰爭的目的。李浴日關於戰爭
本質的透切論述，說明李浴日與克氏一樣對戰爭的思考並不囿於單純的軍事範
圍，而是把政治與軍事視為一體，反映了他從戰爭的內在聯繫去探求戰爭本質的，
充滿了辯證法思想。不過，他所稱的“政治”和“正義”，屬於孫中山三民主義
範疇，與馬克思經典學家關於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有鮮明的階級性有區
別。
（四）關於克勞塞維慈戰爭理論的側重點。
李浴日在《孫克兵學新論》裡，對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所論述的戰爭
側重點進行了歸納，認為克氏的論述重點放在陸戰方面，它主要是關於陸戰之書
（但所涉及的戰理可應用於海戰和空戰），而並非是論述全體性戰爭的書：
“惟據
我今日對克氏這部遺著的研究，認為它確是一部不朽的武力戰或軍事戰的名著，
不是把政治戰、經濟戰、思想戰及武力戰冶於一爐的全體性戰爭的書。”(30) “克
氏在其著作中，雖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但他是側重於外交方面，並沒有論
及內政應採取如何方式。雖有多少關於經濟戰、宣傳戰和間諜戰的言論，但分量
上未免太不夠了。再就他在武力戰上而說，因為克氏的眼界太局限於大陸，所以
他沒有提到海軍問題，陸軍與海軍聯合作戰問題，又因為時代的關係，沒有談到
空軍，亦為必然之事。”(31)李浴日站在現代立體戰爭的立場對克勞塞維慈《戰爭
論》忽略之處做了擴展和延伸。認為“現代的戰爭是全體性戰爭，即動員全國的
力量用於戰爭的競賽上，其形態分為政治戰，經濟戰，思想戰，軍事戰，但仍以
軍事戰為骨幹„„在這個新戰爭的洪流中，倘若有人還想僅憑軍隊的作戰以製
勝，其愚真不可及。倘若人家以全體性戰爭加諸我，卻不能發揮全體的力量來應
戰，實無從克敵。要之，每一個國民均須參加戰爭，每一個國民的生活均與戰鬥
條件一致。
”(32)他在《中山戰爭論》和《孫子新研究》、
《兵學隨筆》中對政治戰、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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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戰、宣傳戰和間諜戰等都進行了充分的論述，說明李浴日用發展的眼光對待
克氏戰爭理論問題，擅長用戰爭學理解決新情況、新問題，這是李浴日軍事思想
的可貴之處，這是他對克氏軍事理論在新的形勢下的發展所作的貢獻。
（五）關於防禦與進攻的關係
防禦與進攻是最基本的作戰形式，也是克勞塞維慈《戰爭論》中闡述的重要
軍事學理之一。李浴日認同和重視二者的關係，從學理解析和學理應用方面進行
了闡述和發揮。
1、防禦與進攻的關係
李浴日在台灣版《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序言、《從克氏<大戰原理>論台
灣攻防戰》等文章中，對克氏的守勢和攻勢的關係進行了詳細的引述，歸納起來
主要包括四個內容：第一，防禦和進攻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即防禦亦伴
有攻擊。如說‘守勢本身的目的，在維持現狀，於每一部分上，欲殲滅敵軍，則
常要伴著攻擊的各種動作。’（第六篇第一章）攻擊亦伴有防禦：‘戰略攻勢常伴
有防禦，正如戰略守勢不是絕對的待敵和防止，常為擊滅敵人而伴著攻擊的動作，
即戰略攻勢是攻守兩種行動不斷的交替與結合。’”(33)說明防禦與進攻是相互包
含的，互相滲透的，它們都不是單一的整體。而這裡所說的防禦不是絕對的等待
和抵禦，而是積極的防禦。第二，防禦是比進攻更為有利的作戰形式。李浴日認
為，就攻防作戰形式而言，防禦比進攻更為有利是由於克氏指出防禦具有如下四
個方面的優點：首先，守勢的價值有“等待之利”和“地形之利”：從戰術上比
較攻防兩種手段的利害，“攻者實行全體的奇襲為有利，防者則以實行部分的奇
襲為有利，攻者須企圖包圍攻擊其全體為有利，防者則以完成部分的包圍企圖為
有利，至於地利專屬於防者。”從戰略上比較攻防兩種手段的利害，
“攻者戰略上
的奇襲比較戰術上的奇襲，其效用更大，但非乘防者的過失不可，且此種現像不
常有。防者乘攻者兵力分離之際，而奇襲之，利益屬於防者。攻者火力包圍的不
可能及交通線當侵入敵國時，易發生弱點，防者在戰術的場合較可減少退路的威
脅，及活用內線的效果。攻者侵入敵地愈廣，則戰場之補助作用效果愈減少，防
者則有要塞的協助，糧食及補給等的便利。防者有國民軍的協助，民眾武裝的蜂
起等利益，而攻者則無，又地形之利專屬於防者，而攻者則無。至於攻者雖具有
精神的優越，但防者憑將帥的才能，而巧為利用之，則尤優。”(34)其次，守勢會
戰中的要塞或防禦陣地的價值遠比攻勢大：“即攻者不能使用國境附近的要塞，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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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防者卻可適切在利用深設於內的要塞。”再次，在國內防禦上，防守者可以
得到民眾的協力支持，“反之，攻者欲向民眾課徵時，要出以武力的強制，則很
困難和麻煩，民眾的協力愈密切時，便變為武裝蜂起，即武裝自動參戰。”最後，
防者可得到“同盟者”的同情與支持：“國際間利害的錯綜，足以促進政治的均
衡，並有維持現狀的傾向，故防者為維持現狀採取自衛行動，便易取得同盟諸國
的同情與協力，成為有利的援助。”李浴日通過以上引述，並比較攻防兩種作戰
形式的優缺點，進一步確立了守勢在攻防上的地位，從而說明克氏關於“守勢比
攻勢為更有利的作戰形式”的結論為正確的。第三，防禦與進攻在一定條件下可
以互相轉化。“如果說成功的防禦不知不覺地轉為進攻，那麼進攻也不知不覺地
轉為防禦。”
“
‘以近待遠’，照普通的解釋，為我軍先到戰場，佔領戰地，迎擊從
遠方進擊而來的敵人，即解為採取防禦態勢者亦多；然而如克勞塞維慈在戰爭論
上所說：
‘防御之後，斷然轉為攻勢。’那還不失為真理。”
（《孫子新研究•軍爭第
七》）表明攻防關係在一定條件下會發生相互交替和變化。
防禦與進攻的辯證關係是克氏在綜合總結當時歐洲各國抗擊法國入侵的戰
爭經驗的基礎上而得出了的正確結論。李浴日對這個結論進行解析和歸納，“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攻防關係的內在規律”，揭示了戰爭攻防關係的本質。
2、防禦與進攻關係的學理應用
（1）關於抗日戰爭。“克氏的學理曾支配了十九世紀，毛奇一戰而勝丹麥，
再戰而勝奧國，三戰而勝法國，就是通用克氏學理的結果。洎乎今日，雖因戰爭
時代的不同，但克氏的基本原理依然不變，各國軍人猶奉為經典。”如前所述，
依據“攻勢”和“守勢”是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這個戰理，李浴日以此預測和分
析抗日戰爭：日本處於攻勢，具有攻勢的優勢和弱點，中國處於守勢，具有攻勢
所沒有的優點。日本的速決戰既然不能實現，那麼它所面臨的將是持久戰。在持
久戰的進程中，將會出現戰略防禦、戰略反攻的情況：“這次中日戰爭正在進行
著克氏所說的‘現實戰爭’，或持久戰，我們正採取著克氏所認為最有利的守勢
戰略，實行國內退軍，取得時間餘裕，增強戰力，待機反攻。”(35)這個戰理在其
後出版的《戰爭論》的序言中給予概括和補充。以此而論，抗日戰爭必將取得勝
利（詳見拙作《李浴日抗日戰爭理論述論•速決戰理的依據》）。事實證明，李浴
日運用這一學理對整個抗戰的判斷和分析是正確的。
（2）關於台灣攻防戰。1950 年 6 月，李浴日到台灣後出版了《台灣必守鐵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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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一書。在該書第四章，他再次運用防禦和進攻關係戰理分析台灣攻防戰（後
他又以《從克氏<大戰原理>論台灣攻防戰》為題收入台版《戰爭論綱要》附錄裡）。
李浴日在該論文中，詳細引述克氏關於“守勢比攻勢為更有利的作戰形式”
的戰理證明台灣在攻防戰中會取得勝利。克氏認為，守勢比攻勢之所以更有利，
是因為守勢具有攻勢所沒有具備的優點，這是比較攻防之間的利弊得出的結論。
他指出，守勢的價值有“等待之利”和“地形之利”：防者俱有地形（要塞、陣
地）、民眾武裝和同盟者支持等條件（詳見防禦與進攻的關係）。依此戰理，台灣
攻防會戰，“共軍”為攻者，“國軍”據台灣為防者,台灣擁有海、陸、空的軍事
優勢，擁有同盟者（如美國）的支持，“擁有過去日人所慘淡經營而又經過加強
的基隆、高雄、馬公諸區要塞”，“„„佔有優勢的有利地形。如前線據點金門、
馬祖，及台灣海峽，即等於克氏所說的足以製敵死命的'國土鑰匙'，如果共軍對
這些鑰匙沒有辦法打開，休言攻台。而我們守台亦以拒止共軍於台灣海峽之外為
上策。 ”(36)
李浴日從當時國際背景出發，試圖對台海兩地作戰的環境、條件做戰理上
的應用。其所謂的反攻，就是堅守台灣，以台灣為跳板（並不是希望獨立台灣或
讓外族佔領台灣自己充當傀儡），期待來日組織有效的渡海作戰，反攻大陸，恢
復對中國大陸的統治。而防守的註腳即是維持台海和平現狀，建設美好台灣。當
時在蔣介石剛剛退守台灣的情況下，它為鞏固蔣介石在台灣的政權，鼓舞敗退台
灣的國民黨士氣、安定台灣民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對台灣蔣介石政權制定維持台
海和平現狀政策、建設美好台灣也有借鑒之處。不過，克氏攻防戰理卻不適用台
灣問題的解決，這是李浴日學理應用的不足。台灣問題的解決用不上攻防，倒是
更符合應用孫子兵法關於“全國為上”的戰略，即走和平統一道路。
今天，國內、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兩岸關係已從敵對走向“三通”，
兩岸經濟與民間往來更加密切。戰則兩敗俱傷，和則雙贏。未來台灣問題的解決
主要靠兩岸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們審時度勢，本著對歷史負責、面向未來的求實
態度，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歷史的選擇，靠海峽兩岸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台
灣回歸祖國勢所必然，中國的和平統一是大勢所趨，而且越快越好！
（六）概念性戰爭和現實性戰爭
1、概念性戰爭和現實性戰爭及其關係
概念性戰爭和現實性戰爭，是克氏提出的關於戰爭的一對基本概念，也是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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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戰爭形態的重要軍事學理。它集中反映了克氏考察戰爭問題時的獨特思維方
式和研究特點。李浴日在探討韓戰問題時，對這對概念的性質及其關係做了引
述、分析和歸納。
首先，這兩種戰爭具有不同的性質、特點：“克氏在《戰爭論》上把歷史上
的戰爭性質分為兩種——一是‘概念的戰爭’，一是‘現實的戰爭’
（即永久法則）。”
概念性戰爭，即絕對戰爭、抽象戰爭，是指原始概念固有的按其自然趨向所表現
出來的形態。它只存在於抽象的邏輯理論之中，是一切戰爭的原始形態。它具有
如下的特點： “„„克氏所說概念戰爭的性質是戰爭行為的無界限性：
（一）暴
力使用的無界限性；
（二）打倒感情的無界限性；
（三）力之發揮的無界限性。換
言之，純為武力主義，亦即殲滅戰爭。”(37)也就是說概念性戰爭具有極端性、抽
象性等特點，與現實性戰爭是排斥的。
現實性戰爭，又叫具體戰爭，實際的戰爭。是指戰爭原有的趨向受到外在的
因素的影響發生變化，以區別於本來面貌的形態。它具有如下的特點：“克氏就
‘現實戰爭’的性質分析說：‘政治目的對軍事行動的支配力愈大，則軍事行動
愈遲緩。’
（第一篇第一章）又說‘戰爭的動機與緊張性微弱時，則暴力必遵從政
治指定的方向而行動，戰爭愈與政治相近似。’（同章）又說：‘在現實戰爭上，
一方不能完全剝奪他方的抵抗力時，則彼我雙方俱從事於勝敗，及其所必要消耗
之力的推測，因而造成媾和締約的動機。’（同章）又說：‘戰爭的動機微弱時，
則戰爭的本質，如互相作用、競爭、猛烈性、無拘束性等完全消失，彼我兩軍，
俱不冒險，僅運動於極陝隘圈內，極其量亦不過以恐嚇手段，對付敵人，使有利
於外交談判，以結束戰爭而已。’（第八篇第三章）”“‘一國與他國締結攻守同盟
以援助時，但所得的援助是有限度的，他國決不會放棄本身的利益，而認真援助
之。’又說：
‘當兩個國家協同對敵作戰時，其中必有一方無意於積極協助，以征
服敵人，先考慮本國的危險與可得的利益，然後出兵相助，正類似商業交易，不
使資本遭受意外的損失，在這種場合，軍事的目的全受政治影響以至支配。’
（第
八篇第三章）”以上是從戰爭的政治目的、動機、媾和締約、同盟者利益等外在
因素對戰爭的影響進行概括現實性戰爭特點的，說明戰爭總是受戰爭以外力量的
影響。也說明現實性戰爭具有具體性、不完善性等特點。
其次，這兩種戰爭是密切聯繫的，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也就是說概念
性戰爭反映戰爭固有的基本形態，它約束、度量現實性戰爭，反過來現實性戰爭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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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體現戰爭發展變化多樣性的具體形態，它可以“補充”、“修正”概念性戰爭。
李浴日關於克氏概念性戰爭和現實性戰爭及其關係的引述和分析，對分析
各場戰爭的形態，通過各種戰爭現象的實質，有著重要的啟發。
2、學理應用。
1950 年 6 月，朝鮮半島爆發了一場大規模戰爭。後被稱為韓戰（即朝鮮戰
爭）。在這場戰爭中，美、中、蘇等 18 個國家也不同程度地捲入。它是冷戰背景
下進行的一場實際戰爭。李浴日稱之為“局部性的世界戰爭”。在戰爭爆發一年
多的 1951 年 9 月，李浴日在《實踐》雜誌上發表了《從克氏<戰爭論>論韓戰》
的著名論文。在這篇論文裡，他運用上面克氏關於概念性戰爭和現實性戰爭（即
永久法則）的軍事學理對這場戰爭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和特點進行了歸納，對這場
戰爭的形態進行了判斷，對其未來的發展進行預測。
李浴日認為，這場戰爭是現實戰爭，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點：
第一，韓戰各方未能發揮無界限性戰爭行為，決定這場戰爭是'現實戰爭'
或有限度戰爭。他首先從克氏關於“概念性戰爭”的形態入手，比對參加韓戰的
美、南韓、北韓、中、蘇、英各國作戰目標、計劃，得出這次韓戰不具有概念性
戰爭的特點，而是現實性戰爭：
“„„美國政府限制自已空軍不得轟炸共軍的‘庇
護所’東北及中國大陸，海軍又不得封鎖中國大陸沿海，且迄未使用具有最大毀
滅性的原子彈。顯然的，美國政府是不欲使戰爭行為作無界限性的發揮，成為‘概
念戰爭’。雖說最初北韓進攻南韓，似乎想採取此種戰爭方式擊潰南韓，甚至要
把聯軍驅逐下海，卻未成功。中間麥帥指揮大軍由仁川登陸，直趨北韓，亦近此
種方式。因共軍的突然參戰，亦未成功。實在說，韓戰的性質乃屬於克氏所說的
‘現實戰爭’，亦即美國當局所宣稱的‘有限度戰爭’
（同書第一篇第一章）。
“„„
斯大林亦迄未敢以其自己的陸、海、空軍作無限度的參加韓戰，於是戰爭愈受現
實的政治所支配，不能發揮無界限性的行為，充分發揮武力的價值，便成為‘現
實戰爭’，亦即消耗戰爭。 ”(38)
第二、韓戰各國有邊打邊談邊拖、戰火不再擴大的動機，具有把戰爭還原於
'現實戰爭'的性質。接著他又從克氏關於“現實性戰爭”的學理分析此次韓戰各
國出現的種種戰爭現象：美國軍事行動遲緩，
“始終不做武力無限性發揮”；出現
馬立克之和平建議；開始媾和締約的開城談判但無結果；韓戰迄未擴大到韓國以
外的地區；雙方用恐嚇手段以促成外交談判等等。說明此次韓戰是“有限度戰爭，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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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把戰爭還原於‘現實戰爭’的性質„„這就是'現實戰爭'的必然表現。”(39)
第三，
“同盟者”英國在此次韓戰中出於考慮本國的危險與可得的利益，不
會放棄本身的利益，而認真援助韓國，其所發揮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說明此次
戰爭是現實戰爭。(40)
通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李浴日認為這場戰爭形態是現實性戰爭，美、中、
蘇、韓、朝等交戰各方處於膠著狀態，各方都未能佔有戰爭的絕對優勢，決定了
它是消耗戰爭。當然，他依據戰爭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學理認為，這場戰爭
比歷史上的'現實戰爭'都複雜，故雙方不易媾和。弄不好戰爭性質會發生變化，
甚至發展為“概念戰爭”，即“無限度戰爭”。
韓戰是“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是二戰以後以東、西方兩大意識形態陣
營對立為背景的一次大規模局部戰爭。它加劇了朝鮮半島的分裂局面，遏制了美
國向朝鮮半島北進的意圖。加強了蘇聯對朝鮮的控制。李浴日站在戰學角度論述
韓、朝、中、美、蘇各同盟與朝鮮爆發的戰爭之間的關係。認為這次戰爭的形態
是現實戰爭，即消耗戰爭，具有遠見性。他是韓戰中唯一一個用克氏軍事戰理分
析這次戰爭形態的軍事學者。
（七）用《戰爭論》與《孫子兵法》進行比較。
李浴日在《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東西方兵學代表作之比較研究》、《<克
萊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序言》中，把《戰爭論》與《孫子兵法》進行相互比較，
總結出它們之間的異同點。
（1）二者的共同點：一是著作的目的相同；二是戰爭
的原理、原則相同；三是二者崇尚“伐國”思想相同。
（2）二者不同點：一是著
作形式不同；二是哲學思想來源不同；三是在戰爭和政治的關係問題上著眼點不
同；四是寫作的側重點不同等（詳見拙作《試論李浴日的孫子兵法研究》）。
除此之外，李浴日對克氏關於戰爭的根源、戰爭的目的、戰略戰術、戰史等
都有直接或間接的評述和分析。
（八）關於克勞塞維慈戰爭理論的不足
雖然，李浴日認為：
“克氏《戰爭論》是世界軍事名著，也是一種戰爭哲學，
不特軍人應該精讀，即一般思想家亦應人手一卷。它是政治家、外交家、顧問及
一切與政務有關者的枕中秘本。”(41)但同時他也指出，由於時代的局限，克氏戰
爭理論存在著許多不足。如對戰爭目的的闡述，就明顯帶有黷武主義思想：“克
氏《戰爭論》最壞的影響，“就是他過度頌揚'絕對戰爭'的思想，力斷‘戰爭為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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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無界限的行使’，及反對戰爭哲學中混入‘博愛主義’，因此養成德國軍人極
端殘暴的性格，表現於上次歐戰如此，即這次歐戰也是這樣。歐洲文明殆為納粹
所摧毀了。”所以他主張：
“我們研究克氏的理論，應排除其渣滓，攝取其精華才
可。”又如克氏論述全破主義時主張實行殲滅主義：
“從正面而論全破主義的，有
克勞塞維慈將軍，彼關於‘殲滅主義’說：‘有惻隱之情者，也許這樣相信吧？
對於敵人不加以多大損害，而解除其武裝，或不講求擊破的方法，而認為是戰爭
術策的正當傾向；這種說法，在外觀上雖是美麗，實際則成為謬見，我們非把這
種謬見打破不可。’”(42)李浴日認為“這無異駁斥孫子言論的錯誤。 ”再如克氏
關於暴力之無限界的行使時指出：
“彼又關於暴力之無限界的行使說：
‘戰爭是暴
力行為，其行使沒有什麼界限；所以某方行使暴力，他方就不得不酬答以抵抗的
暴力；這樣所生的互相作用，在概念上，是沒有極限的。 ’”李浴日引用日人大
場彌平的《孫子兵法》的話做了闡釋：“要之，敵國的人民，不問老幼男女（僅
有直接與間接之別），都一樣成為敵軍戰力的因素；故戰爭的本質，可以說是在
消滅敵人之肉體的抵抗與心力的抵抗。雖然，倘若不經流血與破國，而能屈服敵
人的方法也有，則彼（克勞塞維慈）也不會反對的。因為，孫子是從大的政略上
論理想的兵法，克勞塞維慈係依交戰手段，以屈服敵人的實際行為作軸心。 ”(43)
這些均說明李浴日已經註意到克氏戰爭理論存在的偏頗，這對探討德國軍國主義
的淵源以及在全世界（如日本）的流布和影響，都有重要的啟發：“日本自維新
以來，拼命模仿德國，尤以兵學上受德國的影響為大，因之所受德國兵學上侵略
思想，黷武主義的影響亦大，於此可見盲目的抄襲是要不得的。所以我們研究克
氏的著作，就不要為他侵略的思想所影響。”這是李浴日研究克氏軍事理論的可
貴之處。
除此之外，李浴日對克氏關於戰爭的根源、戰爭的目的、戰史研究、戰略戰
術等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引述和評析。

三、結語
清末民國時期，克勞塞維慈戰爭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經歷了從無到有、
規模從小到擴大的過程。《戰爭論》傳入中國首先是日文。 1908 年中國《戰略
學》教科書就糅合了《戰爭論》的基本思想，1910 年冬之前，清政府軍諮府翻
譯了《戰爭論》前六篇，保定陸軍學堂學生潘毅等延請同學何潤珊、瞿壽禔補譯，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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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 3 月，中國第一部《戰爭論》完整譯本由陸軍教育研究社刊印，起名《大
戰學理》（參看宋澤濱《<戰爭論>在中國：百年傳播及研究綜述》）。抗日戰爭前
後，
《戰爭論》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掀起了第一個高潮：
“關於克氏《戰爭論》的
譯本，亦有好幾種，如翟壽褆的《大戰學理》，訓練總監部的《戰爭論》，陸軍大
學的《戰爭論》，黃煥文的《大戰學理》，柳若水的《戰爭論》，傅大慶的《戰爭
論》（僅出有上冊，尚缺下冊）此外，尚有我（指李浴日，筆者註）正在迻譯中
的《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成田賴武著)，至於孫子和克氏的兵學研究論文，
散見於各地報章和雜誌上，為數也不少。”(44)從整體看，《戰爭論》早期譯本質
量參差不齊、譯編並重，一些研究成果存在概述較多、深入不夠的缺陷，“但對
推動學習研究《戰爭論》，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45)
李浴日翻譯、編輯和研究克勞塞維慈戰爭理論是國民政府軍事學界翻譯和研究
《戰爭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其歷史作用和貢獻表現在三大方面：
一是對《戰爭論》在中國的普及和研究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李浴日學的是
政治學專業，有紮實的哲學理論基礎。其治學嚴謹、認真。他靈活運用克勞塞維
慈戰爭理論（包括自覺認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理論），廣泛聯繫西方軍
事思想史及近、現代戰爭（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對克氏戰爭理論作了
較系統的闡述、分析和評價，並進行相關學理應用。雖未整理成書出版，但基本
梳理出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體系；他的部分研究成果可視為對克氏戰爭理論的豐
富和發展。如他能延壽天年，一部完整的克氏戰爭理論研究必能問世！
二是服務於抗戰的。抗戰時期，由於敵軍的封鎖，戰爭理論讀物非常缺乏，
各級軍事將領和廣大民眾十分需要它們做戰爭指導。為了適應這個需要，李浴日
加緊翻譯、編譯和研究，積極為抗戰服務。正如林薰南在 1943 年 5 月出版的《<
東西方代表作之研究>序》中評價說：
“李浴日先生為富有研究精神之時代兵學家，
現任世界兵學編譯社社長，當中日戰爭啟幕未久之際，而有《孫子兵法之綜合研
究》譯著，茲值抗戰與侵略、民主與納粹兩大力量在東西兩方面做最後決鬥之今
日，復有《東西方代表作之研究》之編纂，以闡發和貫通二氏最高鬥智之指導和
秘訣，希望我國每一個時代戰鬥員人手各一編，而從中覓得和把握孫、克二氏之
兵學神髓，其用心之深長，不難體會。以運用於各個作戰場合，吾深信其必所向
有功也。”
三是為構建中國軍事學體系提供借鑒作用。《戰爭論》結構嚴密，代表西方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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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軍事學理論體系。李浴日站在孫中山國民革命的立場上，批判地吸收了
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的軍事思想，為民國時期中國軍事理論注入了有益的成分。
他說：“所謂中國本位的兵學，其本質是革命的，反侵略的，內容則依於國情及
對象而定。惟欲建立之，首先要了解中國固有的兵法，時代環境的需要，及世界
各國的兵學。我們不能固步自封，離開時代，也不能盲目抄襲，全盤移植。我翻
譯這部兵書，如能在這個大前提之下盡了多少義務，那也算於願已足了。”(46) 鄧
文儀在《李浴日與中國兵學》中高度評價他的翻譯、編纂和研究工作：“„„李
先生又編著《克勞塞維慈戰爭論》及《兵學隨筆》二書，更具體的把中國兵學與
世界兵學之聯繫研究及貫通闡揚，提供重要參考資料。這些重要著述，不僅對過
去的中國兵學有重要貢獻，而且對於未來的中國兵學也有重要啟發。”(47)事實正
是如此。
不過，雖然李浴日在某方面自覺接受馬克思經典哲學家關於克勞塞維慈戰爭
理論的觀點，但是，隨著國民黨大陸政權的喪失，李浴日到台灣後思想意識發生
了顯著的變化（後任國民黨金門防衛高參，且逝於任上，為蔣介石最放心、最信
任的人選之一）。這一時期他對部分學理的闡釋和運用就帶有深刻的社會痕跡和
階級烙印，這些都反映了李浴日的時代局限。
時間進入 21 世紀，和平和發展是世界的兩大主流。但是，戰爭的陰霾不散。
這讓我想到李浴日的話：“我老實告訴你，今後的世界是不會永遠和平的，你們
還是空談和平，坐讓敵騎蹂躪，抑是腳踏實地接受戰鬥的學術起而自強自衛？”
(48)研究李浴日的克勞塞維慈戰爭理論，堅持世界眼光，與時俱進，不斷吸收世

界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增強中華民族自信心，把戰爭消滅於萌芽狀態，與世界各
兄弟民族攜手前進，實現世界的永久和平，這才符合李浴日研究克勞塞維慈軍事
理論的根本目的。
2012 年 2 月

註釋：
(1) (2) (3) (4) (5)﹙8﹚(9) (10) (11) (12) (13) (14) (15) (33) (34) (35) (36 )(46)
成田賴武著、李浴日譯《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1940 年 2 月成田賴武序、1943 年 11 月李浴日
譯序、1945 年 10 月楊言昌序、1945 年 10 月楊言昌序、1955 年春徐培根序、1947 年 4 月李浴日
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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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第
229—230 頁、 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第 229 頁、1943 年 11 月李浴日序，1956 年 6 月台灣版世
界兵學社；
(6) (30) (31) (44) (48)李浴日《孫克兵學新論》第 178 頁、1943 年 6 月編者序第 3 頁、1943
年 6 月編者序第 3 頁、1943 年 6 月編者序、1943 年 6 月編者序，1947 年 1 月世界兵學社；
(16)(18)(32)(37)(38)(39)（40）李浴日《兵學隨筆》第 1 輯第 2 頁、第 1 輯第 2 頁、第 1 輯第
4 頁、第 4 輯第 141 頁、第 4 輯第 141 頁、第 4 輯第 142 頁、第 4 輯第 142 頁，1952 年 5 月台灣
版世界兵學社；
(17) (42) (43) 李浴日《孫子新研究》第 4 頁、第 51 頁、第 51 頁，1946 年 8 月世界兵學社；
(20) 夏徵難《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思想研究》第 95 頁，1989 年 3 月解放軍出版社；
(21) (23) (25) (26) (27) (28) (29) (41) 李浴日《中山戰爭論》第 96 頁、第 98 頁、第 100
—101 頁、第 25 頁、第 25 頁、第 24 頁、第 96—97 頁、第 25 頁；
(24) 李浴日《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戰爭與政治》第 48 頁， 1942 年 7 月世界兵學社；
(45) 宋澤濱《<戰爭論>在中國：百年傳播及研究綜述》
，2010 年《中國社會科學報》第 150 期
第 9 版；
(47) 鄧文儀《李浴日與中國兵學》
，載 1955 年 9 月《戰鬥月刊》第三、第四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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