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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第十 TI HSING(Terrain) X
本篇为九变、九地的姊妹篇，先把战场分为六种，论其性质与战法，
次从军队的素质上分败兵为六种，而唤起将帅的责任心。最后，又论
知已如彼，而加入知天知地，作为『全胜』的要诀，以完作战篇的余
意。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这是孙子关于地形的分类，计有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形、远形的六种。

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
彼我的军队俱便于往来之地——土地平坦，四通八达，叫做通形；对于这种地形，宜
先敌占领高峻而面于东南之地，并对后方的粮道，严加警戒（求其安全），及注意敌
的迂回等而作战，那是有利的。
在交通容易之地，应注意的是侧方与后方。作战纲要说：
作战纲要为证
战斗间，最危险者，为『侧方与后方』。故高级指挥官当决定战斗部署时，须豫除去此危
险，或为此妥定对付之策，豫防危险于未然。各部队之指挥官，亦须按照上述要领讲求警
戒之处置，当地形便于优势之敌机械化部队及骑兵活动或便于敌伞兵之降落等时，须亘战
斗之全经过，加以所要之戒严，且讲求适宜对付之处置。

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
而不胜，难以返不利。
向敌进攻则易，退却则难之地，叫做挂形；在这种地形，倘若侦知敌人没有防备，则
可出击而胜之；反之，敌人时加防备，而冒险出击，既难取胜，又难退却，结果必造
成莫大的不利。
【挂形】挂为悬挂意，即往则顺，返则逆，后高前低之地，例如我布阵于山腹，而敌处
于前面的位置是；又可解为渡河而攻击敌人的场合，或非进出隘路则不能攻击平地之敌等。
又有人评为：像日军过去进攻我国，深入内地至于太原、洛阳、宜昌、黔桂等地，正陷于此
所说的挂形；虽我以兵力悬殊，未能将其歼灭，但最后因屈于美国原子弹，便作全面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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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
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
彼我出击俱不利的地形，叫做支形，在这种地形，敌虽以利（如弱卒、佯攻等）诱我，
我决不可上其当——出战，宜引军他去，以诱敌人出击，俟其一半通过此地时，急速
反攻之有利。
【支形】为彼我两军可以互相利用以巩固阵地的地形，例如两阵地，其中挟着沼泽湖河，
或双方十字交叉火网的原野等。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
从之。
隘形之地，即在隘路的战斗，倘若我先敌占领其地，必须塞其隘路口，即扼守其隘路
口，以为据点而待敌为宜；倘若敌先我占倾之，且盈盈地（兵力充实)扼守着，则我
不可轻率地进攻，以免堕其术中；至敌扼守不完全，即兵力的配备有弱点，宜向其弱
点攻击之。
【盈】同满，在此处为布满兵力扼守意。 【从】——攻击意。 【隘形】——非限于隘
路的出口：亦含山中的狭隘处，即隘路内的战斗。这种战法，在步枪大炮飞机末发明，单以
密集集团——肉弹的冲破力而战斗的古代，如果敌在隘路的兵力充实时，则避之；不充实时，
则击之，那是对的。又就海洋而言，例如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
马来半岛的麻刺甲海峡等，均可称为世界的隘形之地。

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
也。
险阻的地形，不适于大兵的运动。倘若我先敌占领之，必须占据其南面的高地（便于
展望与射击之地）以待敌；倘若敌先我占据此地，则我必须引兵他去，不可作正面攻
击，即是说，应讲求迂回机动的别种作战。
作战纲要
关于在险峻的山地作战，应占据高阳之地。作战纲要亦有同样主张：
山地战斗，无论攻防，均须占领可以瞰制敌人之要点，能占领最高点，则虽少数兵力，
亦有俯瞰敌方动作，挫折敌人志气之利。
关于『引而去之』同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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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攻击，须力图迂回以达成其目的。若状况许可，则以一部牵制正面之敌，主力行
大规模之迂回。
要之，孙子所谓『引而去之』，是主张采取机动的用兵法，而戒倾全力从正面攻略的不
可。

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
远形是两军远挟着中间地域，（如日美之于太平洋，日俄之于西伯利亚，遥相对峙的
地形）。这种地形，两军的兵力质量相等时，既难远往挑战，而谁先发动，就是谁立
于不利地位。
人为力量的可怕
日俄之战，俄国拥有庞大的陆军，当时曾震骇了全欧，但战场因是『远形』的，以运输
的困难，未能抽调优势兵力来应战，遂为日军打败。美日之战，美国虽处于『远形』，但美
国以生产力的雄厚，准备的充分，乃使用其优势的陆海空军，两栖部队，由逐岛攻击到越岛
攻击，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无从抵抗。由此可见人为力量足以克服自然的障碍，更可见一
国不能专恃河山的险固以防御敌人，所恃者应为伟大的科学力，工业力。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上述六种地形，是地形的自然道理，而能活用与否，此为主将者责任之所在，故为主
将者遇此等地形时，非深加审察研究不可。
These six are the principles connected with Earth. The general who has attained a
responsible post must be careful to study them. (G)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
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
今就败兵分为：一、走兵，二、弛兵，三、陷兵，四、崩兵，五、乱兵，六、北兵的
六种，但这六种败兵的形成，决不是天时地理的作祟，完全由于为主将者不懂用兵的
罪过。
Now an army is exposed to six several calamities，not arising from natural causes，but
from faults for which the general is responsible. These are： (1) flight： (2)
insubordination： (3) collapse： (4) ruin： ( 5) disorganization： (6) rout. (G)
日本汉学家公田连太郎说：『这节是承上文所说六地的利害，而说六种败战之道。胜败
不一定仅因于地形的利害，而因于人事犹多，此为说人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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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
彼我的军队，其素质、训练与武器钝锐及各种条件均略相匹敌，而为指挥官者，一任
自已的勇气，乃以仅有敌十分之一的兵力往击之，如卵投石，必致败走，这叫做走兵。

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
士卒强勇，而军官懦弱，不能发挥统辖制驭之权，坐令军纪废弛，这叫做弛兵。反之，
军官强勇，而士卒懦弱，军官勇进，士卒不能伴随，这种士卒，倘若带往作战，必致
望风而靡，弄得军官身先战死，全军亦覆没，好此投于陷井一样，这叫做陷兵。
【吏】指下级军官。

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
主将不知上级军官（大吏）的才能，用之不得其当，以致忿怒不平，不受节制，及遇
敌时，徒逞私怨，各自为战，演成全军好像山崩一样的溃败，这叫做崩兵。
【怼】心中怨恨意。

将懦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
主将懦弱，亳无威严，对于士兵的训练不精（军事教育)，且滥自变更军官与士卒的
职务，弄至布阵时或纵或横，亳无秩序，这叫做乱兵。

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
主将缺乏智谋，误于敌人战斗力的推算，乃以寡兵与敌的众兵合战，以怯弱的兵众击
强勇的敌军，且在军的先锋又没配置选拔部队（劲卒)，弄至不能坚持作战，仅望见
敌人就后转而逃，这叫做北兵。
Generals，who are unable to estimate the enemy，who oppose small numbers to large，
weakness to strength and who do not put picked men in the van of the army，cause it to
be routed. (C)
【选锋】是选拔部队，即昔日欧洲所谓『选拔兵』或『掷弹兵』。又如拿破仑的近卫兵。
在日本，如新田义贞的中坚士，或诸将的旗本士，又如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黄幌，及特种
幌士。在近世，这种特种部队，尤有使用之。要之，这是为先挫敌锋，或为突破重要阵地，
或为驰援陷于死地的友军而使用的。若以对照近世的战况，亦相当于强力的豫备队或飞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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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队、炮兵队。假设误了敌情的判断，以少合众，以弱击强，而有可供驰援的强力豫备队
或飞机队、战车队、炮兵队，也不会败北的。

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上述六项，都为取败之道，而如何讲求避免之，此为主将者责任之所在，故非详加审
察不可。即是说：第一项要量力；第二第三项对于军官（各级干部）与士卒要妥为配
合；第四项要谋高级指挥官与下级指挥官的融和；第五项要能御下；第六项要能正确
判断敌情。
吴子说：『昔之图谋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
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
原来地形之利，不过是用兵上的补助要素而已。说到用兵的根本，第一在于先知敌情，
对之而定胜算，及至交战时，又精密计量地形的险厄，彼我距离的远近等等，以求易
胜，这是高级指挥官（主将）唯一的任务。
Ground is the handmaid of victory. Ability to estimate the enemy and plan the victory：
an eye for steepness， and command distances： these are the qualities of the good
general. (C)

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此——指上文，故知此而善用者战可取胜；反之，必打败仗。

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
可也。
为主将者的权限责任，于此更应特别注意的，即：主将在战场上对于敌人，律以战法，
（基于敌情地形的判断，所定的战略战术），已有必胜的把握，为元首（君侯）者虽
下令勿战，但不顾命令，实行作战，是可以的；反之，律以战法，不能取胜，为元首
者，虽下令必战，认为战则必败，纵不奉行，也是可以的。
鲁氏言之过火
孙子在本书中，屡言为元首者不可干涉战场上的军事，主将在战场上应有至高独立之权。
但鲁登道夫将军却比孙子更进一步倡导谓在战时主将不独对于军事应有至高独立之权，而且
应有指挥政治之权，彼在全体性战争一书上说：『凡人之胜任主帅者，即应立于最高之地位；
反是则于战争有害无益。惟有居于此最高之地位，其行事乃有统一性与强力性，而后能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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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以维持民族之生存，彼之行事范围，无所不包，犹之全体性战争之无所不包；关于国
民生活之全部范围内，主帅为其决定者；主帅之意志，即为一切之标准。』又说：『凡战斗
力之各部份，成立于主帅命令之下，主帅即对于陆军部长与内阁总理之意见，亦得有所制裁，
此乃世界大战中之教训，而无可疑者也。主帅之地位，应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其地位与腓
特烈大帝同，乃余之主张。』再说：『主帅应定下政治方面之大方针，俾政府切实施行，以
为作战之后盾。』其实，政治与军事不应分立，政治家与军事家应融合一致，这是对的；尤
其在今日民主国家里，实行『以政治军』，正与孙子的道理若合符节。至说主将应控制内阁，
支配政治，虽免弊病百出，动辄发动战争，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因此，鲁氏便被人骂为
『言之过火』，『无聊的军国主义者』。而孙子的主张，至今更见正确。

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
进退是军的进退，即上述的必战与无战。故在战场上，进军不为立勇功、求智名，退
军也不畏避违背君命之罪，只是专心一志以谋士兵（民）的安全，而求有利于元首或
政府为务，像这样纯忠至诚的大将，真是国家之宝！
孙子要受英美人民爱戴
孙子如生在今日的英美，他必得英美人民所推崇和拥戴。因他主张『惟民是保』。今日英
国的人口很少，即美国的人口亦不算多，而且士兵多为富家子弟，自然生命极为宝贵；故在
作战上以『保民』为第一义，仍可抛弃无数武器，不愿牺牲生命。如无必胜的把握，或万不
得已，亦决不作最后的牺牲。即巴顿将军（美国二次欧战名将）因打了一个伤兵的耳光，犹
遭国会所反对。虽然，战争之事，不能无牺牲，不过能以最少的牺牲而换得最大的战果，甚
至『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是顶理想的，亦为良将之所以为良将。至于庸将劣将视士兵如鸡
犬，只为求个人的功名富贵而驱他们去当炮灰，白白送死，那真是罪不容赦了。
孙子是老子之理想的实践者
又，孙子所谓『不求名』，他不仅发此言，且是此言的实行者；彼为吴将，陷楚首都，震
憾齐晋，树立希世之功，其功则归于上官伍员，而不求名，所以左传上，不载孙子之名。但
孙子则全寿以终，伍员则被赐属镂（剑），强迫其自杀，用马革裹尸，投于扬子江，孙子于
人事上真敏于见机了，又足见孙子的出处进退，是老子之理想的实践者。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为将者倘若待遇士卒，好像慈母的爱抚婴儿或爱子一样，则我要投死于深溪时，他们
也必一块儿跟着；这是说，我要去拼命时，他们也必一起地同去，生则俱生，死则俱
死，不逃避，不投降。
本节为曡句的同一意义。汉李广与士卒同甘苦，故士卒各愿为拼命，屡败匈奴，可为证明。
证之老孟之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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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慈故能勇……舍慈且勇，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
之。』孟轲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
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又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再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彼此对照，更觉真理显然。

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反之，厚恩士卒，竟不能驱使之；爱抚士卒，竟不能命令之；甚至士卒不守军纪，也
不能正以刑罚，（这都是因为平素厚爱姑息太过所致，即不懂恩威并用）；要之，这
种士卒正同那放荡不拘的骄子一样，万不能用以作战，战则必败。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
知吾卒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以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
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
已晓得我军可以攻击敌人，而不晓得敌人有可击的弱点，这仅得胜算的一半（胜五分，
负五分）；反之，已晓得敌人有可击的弱点，而不晓得我军不足以攻击敌人，这也是
仅得胜算的一半；又已晓得敌人有可击的弱点，及我军足以攻击敌人，却不知地形对
于我不利，依然仅得胜算的一半。要之，本节是说知已知彼及知地，方能得到十足的
胜算；倘若仅知其一或其二，而出于作战，则胜败相半，谁胜谁败，等于未知数。

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
知地，胜乃可全。
通晓兵法的良将，由于知己、知彼、知地，所以凡有举动，即对于战争的计划及行动，
便可以不犯错误，且能千变万化，层出不穷。故可结论：晓得彼我的实情以作战，固
可确保胜利；益以晓得天时与地形，可以得到万全的胜利。
Hence the experienced soldier， once in motion is never bewildered； once he has
broken camp，he is never at a loss. Hence the saying：If you know the enemy and know
yourself， your victory will not stand in doubt： if you know Heaven and know Earth，
you may make your victory complete.（G）
战胜要诀
孙子开始在谋攻篇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最后更在用间篇说侦知敌情与全军作战
的密切关系，而以最强力的言词出之：
『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这是何等重视『知』！
于此又说：『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总之，这是把知彼、己、天、
地的四位一体，当为战胜的要诀的。下面我且举出一些战例来：（见大场弥平的孙子兵法）

李浴日编著

7/11

世界兵学社发行

《孙子兵法新研究》电子版

地形第十

拿破仑征埃及的失败
拿破仑远征埃及，因为不知气候那样的酷热，不得已地回师了。彼进击莫斯科的惨败，也
是因为不知天地，尤其对于俄国的地质没有经过实际调查，为其最大缺点，当进军于泥泞潮
湿之地的时候，迫得捆束树枝，仓卒造路以通炮车，但通过后树捆便解裂了，遂使粮秣运输
的辎重车辆不能前进，像那样才智盖世的拿破仑，竟克服不了自然的阻力，全军与敌人主力
未交战前，饥饿已袭来了。
对于天地的透视，是丰臣秀吉的伟大，当攻击小田原城时，彼已算到粮秣输送（大军所赖
以给养）的不容易，因此便计划海上输送；为渡有名苦海的远洲滩，特择于波平浪静的春天；
这是秀吉的周到，同时亦可谓为善于知己、知天、知地的了。
此外，尚有知天地彼己，且善于利用天时的，是原田种之所导演的『一二八一年之战』。
原田的知天知地
日军凭文永之战而领略蒙古军之战法，又深知与彼对抗的自己实力，更由防守九洲，亦已
试验完毕地形上的价值，所以知了彼己地三者的日军，所剩下的仅是天时问题了。然而原田
种之，彼不仅知天，更进而将之利用于战略上。
天之战略的利用是怎样呢?尽人皆知，日本有所谓二百十日前后（七月间）之飓风的独特，
原田种之以此足以瞒过渡海而来的蒙军，可一举而杀灭之，其明其智，真足惊人！
日军的守备司令官原田种之欲利用这飓风的作战计划是一贯的，为先使蒙兵一步不能踏入
日本的国土，便在北九洲一带的海岸筑起保垒来。
一二八一年夏五月，蒙军的兵舰数千，旌旗蔽天，浩浩荡荡而来，日军便以轻舰奇袭又奇
袭，强袭又强袭，出其死力而抗拒彼的上陆；不独抗拒，而且逐次将蒙舰穷追于松浦海上之
孤岛的鹰岛，但鹰岛对于种之在战略上欲利用天时有何关系呢？
原来鹰岛是低气压中心所常通过之处，而且潮流急激，航行困难，天与地的最险之境。
可怜的神风队
这样绵亘数旬之久的连战连斗，被驱逐的蒙舰，愈照彼豫定计划而集中于鹰岛，种之快哉
大叫：『贼多集于鹰岛之风角，待着鏖战之期吧！ 』果然，七月之晦，狂风暴雨袭来了，蒙
舰数千好像树叶般的被打得翻覆破碎，人马漂溺无算，威风凛凛的十万雄兵，结果生还者仅
得三人，后世日人把这次狂风，叫做『神风』。 （以上系大场弥平的话。可笑得很！日人过
去偶一乘风力以覆败蒙舰蒙军，便洋洋得意，名为『神风』；但到这次太平洋之战，知此种
『神风』 ，已成过去，乃改用飞机作决死的进攻，名为『神风队』以制美舰美军，冀阻止其
登陆，再来一次大捷；但精神的幻想，终敌不住高度科学的利器，即无从阻止美舰美机的进
攻，及原子弹的投掷，只得无条件投降，不如今日日人将何以解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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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希特勒征苏的失败盟军登陆的成功
可是『知天知地』不特在古代军事上占更要的地位，即在现代依然足以影响战争的胜败。
像在二次大战中，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失败，主要的即由于『冬将军』作祟，正如美国马歇
尔将军致陆军部两年报告书上说：『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冬季作战全无准备，不期气候骤然一
变，德军遂罹浩劫；由于红军的抵抗及一九四一年圣诞节前后之大风雪与不适时令之严寒，
德军战略遂告失败。』又像盟军的登陆诺曼第，艾森豪威尔将军事先曾派员到该处海滩取回
砂石及粘土试验，即研究其应力的大小，计算其可载的重量，以准备适切的登陆武器；且知
该处无可供登陆的码头，乃决由英国制造两个人工海港，以减少障碍。这是关于『知地』的。
至关于『知天』：据马歇尔将军于同书上，亦有一段的叙述：『至于进击之标的日期与时间
之选定，则须对于气候、潮头、光线三种有利元素之合并能作一种精密的预测。欲期空中活
动之有利于进行，自以月光之夜可取，于是选定其日为六月五日，嗣以气候清明而不甚利，
乃更定为六日。数百之舰艇，由英格兰西岸之远港出发，皆已将近进攻地区矣；此等舰艇之
集中于南岸，皆须由于僻径而来，或设法寻找掩蔽，此最后决定之标的预料其必有大风，且
海中巨浪犹未息，然欲择一潮头与月光俱利的另一时机，势必延缓数星期之后。于是艾森豪
威尔上将遂作前进之命定决意矣。 』由于此举出乎德军意料之外，遂得乘虚击破德军防线，
造成诺曼第登陆的伟大胜利，直捣德国的『欧洲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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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
地形（兵之助）
兵
通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先居高阳利粮
走者：势均以一击十
道-以战则利
弛者：卒强吏弱
挂者：可以往难以返－敌无备出而胜之敌有
陷者：吏强卒弱
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
崩者：大吏怒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
支者：我出而不利敌出而不利－敌虽利我无
乱者：将懦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
出令敌半出后击之－利
纵横
隘者：我先居之，以待敌敌先居之盈而勿从
北者：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
－不盈而从之
险者：我先居之，居高阳以待敌敌先居之引
而去之－勿从
远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
此六者地之道
此六者败之道
将之至任不可不察

上将之道
料敌致胜

计险厄远近

知此而用战者必胜

知兵者：
动而不迷
举而不穷
故：
知彼知己
胜乃不殆
知天知地
胜乃可全

视卒如婴儿
视卒如爱子
故可与之赴
故可与之俱
深溪
死
然：爱而不能令
厚而不能使
乱而不能治
如骄子不可用

主曰无战必战可也（必胜）
君命有所不受
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必败）

知胜之半

知吾卒可击，
而不知敌不
可击
知敌可击，而
不知吾卒不
以可击
知敌与我卒俱
可击，而不
知地形不可
以战

故：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惟民是保而利于主
此国之宝也

必胜之地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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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的兵法如其文章，文章如其兵法，——浑然一体的名文章，古汉文中的
第一等。
X
X
X
十三篇中文章的最妙者是——军形第四，兵势第五，虚实第六的三篇。
X

X

X

自始计终用间篇，正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呼应的文章法，正奇纵横，『纷
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大有兼备韩非子
的正笔，庄子的奇笔之概。
——译自多贺宪义著东洋古兵法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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