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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s of Troops) IX

这篇的篇名，若以近世的兵语解释，则颇相当于旅次行军，战备行军。
发端的『处军相敌』，为全篇的纲领，即说在局地的军之战斗法，与依
各种征候而判断敌情；故相信此『行军』以解为『用兵』较为妥当。与
九变、军争诸篇并读，自可澈底了解。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
大凡处理我军与判断敌情之法。这一句，是全篇的纲领。
【处军】可解为处理军队，或部署军队意，从『绝山依谷』至『伏奸之所』为说明『处
军』。【相敌】是观察或侦察，或判断敌情意，自『近而静者』至『必谨而察之』，共三十
三项。自『兵非贵益多』至篇末为附带谈及用人之法。又，本书各篇之劈头，每用『之法』
二字，如作战、谋攻、军争、九变、九地等；基于此的判断，也许在『处军相敌』下，漏了
『之法』二字未定。
空中照相及雷达
在近代战场上的『相敌』，已使用科学的工具，如望远镜及侦察机等，尤其到了二次世界
大战，以空中照相的进步及雷达的发明。更使『相敌』一事，进入一新时代。空中照相可把
地面一切状况摄成照片，以供判知敌情。使用雷达，可探知敌机敌舰出现的距离，并给予高
射跑一个准确的瞄准方向，且可测出远距离的敌方臼炮与大炮阵地，测知敌人所盘据的公路
的位置，夜间队伍与车辆调动情形。美国陆军信号队司令尹格拉斯中将（Egles)近曾把两种
雷达的效用公开说明是：『雷达侦察器能以惊人之准确程度，搜索距离五英里以外之敌方炮
位，信号队利用一特制雷达，测出敌方炮弹之上下进行方向，然后借几何三角测量原理算出
炮弹全部弹道，及炮位之准确地点。根据上述方法，雷达可发现五英里以外之隐蔽炮位,其差
误最多为六十码；用以窥测敌人夜间调动情形之雷达；虽于雷达电波四布之区城中，亦能测
出所有移动之目标，则远在十六英里以外之车辆，亦难逃出其视线；然普通有效距离为十英
里，三英里外部队之移动亦可察觉；雷达技师技巧之熟练，竟能计算一队中之敌兵人数，及
敌人车辆之类型与速度。 』这是军事上『相敌』的一大革命，令人想起孙子时代的専用眼力
以观察敌情，真有隔世之感。

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
以下系述各种地形的战斗法：先谈山地战：当横断通过山岳时，宜沿着河谷而前进，
这因为有水草给养人马的便利；又，在交通比较容易的山地，宜占领高地布阵，可得
瞰制之利；对于占领高地的敌人，务要避免从正面攀登攻击，最好诱敌从高地下来交
战，这是处理山上用军或山地战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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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山依谷】绝是越，或横断，或通过意。依是沿，或择意。沿近溪流的山道，如成为
敌的前进路，以直接扼守之为宜，且谷地有获得水草的便利，在给养方面，亦很有利。

【视生处高】生是生地，或交通容易之地。基于九地篇说：『无所往着死地也』。所以这
里的『生地』，可作为反对的解释。至于旧注，起自曹孟德，多注为『视者向也，面也。生
者阳也，东南也。 』合为面于东南之义。又荻生徂徕则解为『生是草木生长之地，视是看。』
均未免牵强。但这句在下述河川战斗的场合，把生解为交通容易之地，更相信为最洽当。
【战隆无登】隆是高意，即在高地上的阵地。这句是说登山的不可，但山地战的特性，
从正面强袭，因地势险峻则不利；言外却说，宜讲求其他术策，如诱下击之，或迂迥袭击等。
但在近代以飞机、大炮、坦克的出现，对于山地的进攻，已不似从前那样的困难了。即敌人
纵躲于水泥钢骨的堡垒里，尚可把他毁灭，何况高山不可登!

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欲战者，无
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
次述河川战斗的要领：当横断通过河川时，必须迅速前进，以远离这种障碍为原则；
至于敌渡河前进时，不可迎击于水上，宜乘其一半刚上陆，其后一半尚未渡河的时机
而击之，这样，则敌人前后失了联络，分为二段，最为不利；又，欲在河川间与敌决
战，亦不可沿着河岸以配备兵力而迎击，应择交通便利的高地布阵而迎击敌于半渡，
这是就防御而言。
【绝水必远水】渡河，倘若不迅速前进，远离这种障碍，必致挤拥河边，一来妨碍后续
部队的上陆，二来无从应付敌人的奇袭，是不可不戒的。
【令半济而击之】击敌于半渡，也是现代河川战斗的原则。作战纲要说：『企图攻势之
河川防御，通常于预想之各渡河点，配置必要之警戒部队，其主力则使取即能转为攻势之态
势，乘敌半渡，即乘敌尚末发挥其攻势的战斗力之时机，转移攻势以击灭之。』至就敌方说：
如有强力的飞机、大炮的掩护，及水陆战车的冲锋，欲渡河则不难了。

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
处斥泽之军也。
次述泥泞地带的战法：当横断交通困难的泥泞地带时，宜急速通过之，不可停留；倘
若不得已在这种地带交战时，必须占据水草繁盛之地，又以森林为背，为得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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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泽】斥是含有咸分海滨之地，或湖边的沮洳之地；泽是低地，水草之地，故斥泽可
解为交通不便的泥泞地带。行军于此种地带，因为地气潮湿，不独人马易病，且车马亦难发
挥其机能。一次欧战时，俄军在东普鲁士遭兴登堡将军的猛击，惨遭大败，即由于此。

平陆处易，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
次述平陆战法的要领：平陆是平原或平坦之地，但地形自有高低及河川、断崖、树林
等物。在这种地带行军，当交战时，宜占领交通自由与便于立足的地点，右背高阜地
以布阵，更宜前控河川断崖等地形的死地，使敌前进困难，后接运动便利的生地，以
利我退却。
【右背高】以丘为右，是为防御右侧的射击，并便于左侧的正面射击。据北村佳逸于漫游
吾国时，闻老儒说：『强弩是用左足踏弓，左手拉弦，右手放矢，正面稍左而向敌人射去。』
西方古代兵法
Niccolo Machiavelle 的兵法论上说：『占领高地，决不可舍营于其倾斜面或山麓；因为
敌如从背后山上攻来，则我将无所倚靠。当配备军队以战斗时，应注意风向与日光，若眩惑
于光线，则射击的命中率减低，向风则以砂尘的吹扬，而妨碍行动。汉尼拔在 Cannae 之役，
Marius 与息米立亚人交战时，常注意此点。 』骑兵之数，少于敌时，宜利用葡萄园、障壁等
障碍物。西班牙兵在 Naples 王国的 Cirignuola 击破法军，就是用这种手段。

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上述山谷、河川、斥泽、平陆的四种战术，黄帝曾活用之以取胜于四方僭帝，统一天
下。
孙子的文癖似老子
孙子的战争哲学，渊源于老子，但不入于玄，此为各学者的共同意见。他俩不独原理相契
合，即文癖亦相似，如俱多用以、故、能、善等副词，而孙子对于警句加以押韵，亦为类似
之点。老子的哲理，渊源于黄帝，这也许是孙子提出黄帝的原因。
张预说：『黄帝始主，四方诸侯亦称帝，以此四地胜之。按史记：「黄帝纪元与炎帝战
于阪泉，与蚩尤战于涵襄，北逐荤粥。」又太公六韬言：「黄帝七十战而定天下」，此即是
有四方诸侯战也。兵家之法，始于黄帝，故云然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
大凡军队的宿营，尚高爽地，而忌卑湿地，又贵向东南而嫌对西北；且宜位于粮秣丰
富的地带，以为养生，这样军中便无疾病发生，人人健壮，驱之作战，当然可以胜操
左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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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rule, the soldiers prefer high ground to low. They prefer sunny places to those the
sun does not reach. If the health of the troops be considered and they are encamped on
high and sunny ground，diseases will be avoided, and victory made certain. (C)
【好高恶下】高地除空气新鲜，没有湿气，利于宿营外，且便于观察敌情及射击敌人。【贵
阳贱阴】阳指东南，阴指西北。在战术上亦可解为贵交通便利之地，而贱不便之地；在精神
上亦可解为贵振奋旺盛，而忌沉滞萎靡，但在此则以就方向上解释为洽当。 【养生处实】养
生是保持身心康健，处实是处于粮食给养容易的地带。
作战纲要
这节可以说是就军队的卫生而言，作战纲要说：
驻军间各级指挥官，为增强军队战斗力，应使士气日益振作，努力于保健防疫及防毒等事
项，俾卫生设施完备，得以克服不良之环境。
现代医药发明之功
这是要我们切实顾虑到卫生的。惟现代以医药的发明，已使军队中的卫生大为改进，因病
致死者已逐渐减少，如美马歇尔将军于二次大战胜后，致陆军部二年报告书中说：『若以此
次战争之非战斗原因死亡率与已往之战争比较，则其差度至为显明矣。当墨西哥战争时，每
年军官及士兵死于病者居百分之十；至南北战争之联合军方而，则减至百分之七、二；西班
牙战争与菲律滨暴动时，又减至百分之一、六；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分之一、三；此次战争则
仅居百分之○、六。 』要之，二次大战美军病死的减少，可以说由于医药进步之功，如盘尼
西林，DDT 及各种特效针药的发明；其次由于医药治疗及军事外科的进步，即美军在二次大战
中，因受伤至死的死亡率，亦比一次世界大战减小一半以上，且使百分之五八、八以上伤兵，
得以复元重返战地服务。

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当行军于丘陵堤防时，其宿营必须选择东南方面（冬暖夏凉），且以为右背；这样，
既可保持士兵的健康，且可以用为掩护（障碍物），这是用兵之利，同时也是得地利。

上雨水沬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又当军队渡河时，上流降雨，其先流下的泡沬，这是水势泛滥而来的征候；这时，徒
涉部队，应采取慎重态度，待其水势平定，方可渡河（此项可以归并于『处水上之军』
的文中）。

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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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在地形上，有六种危险的障碍物：
半打障碍物
一、绝涧——绝壁断崖的溪谷。
二、天井——四高中陷的凹地。天为天然意，下同。
三、天牢——山林环绕，易入难出，好像牢狱一般的地带。
四、天罗——荆棘丛生，进退不能自由，刀剑弓矢不便运用，好相投入罗网一样的地
带。
五、天陷——非常卑湿，泥泞又多（如泥沼等地），人马难行，好像陷阱一样的地带。
六、天隙——道路狭隘，坑沟多有的地带。
这半打障碍物，在用兵上是极危险的。若遭遇之，必须迅速离开，不可接近；至不得已而
在这种地带战斗时，我须远离之，使敌接近之；且我以之迎击于前面，使敌不得冲锋通过，
并使其控于敌人的背后，而牵制其行动。要之，本节是说要使敌立于不利的地位，而我则站
于有利的立场，以一再的战胜，而把敌人打进于这六害的危地。

军旁有险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
也。
进军时，在路旁，倘若遭遇险阻，或潢井、或芦苇、森林、草木屏蔽的地带，必须慎
重反覆搜索它，监视它，因为这种地带，适成为敌的伏兵或侦探藏身之所。
【险阻】要隘之地。 【潢井】潢是池，井是深坑。 【蒹葭】芦苇之类。 【蘙荟】草
木丛生之处。

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本节以下是相敌，即判断敌情的方法。
相地形
两军迫近，敌的军容仍静肃不动的，这是恃其地形的险要。敌人还未到达开战的适当
地点，便远来挑战的，这是欲诱我进而为彼所击破的手段。敌军不据险要,改择易受
攻击的平地（易）而布阵的，这是在以利诱我。
When the enemy is close at hand and remains quiet, he is relying on the natural
strength of his position. When he keeps aloof and tries to provoke a battle, he is anxious
for the other side to advance. If his place of encampment is easy of access, he is
tendering a bait. (G)

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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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草木
望见矮小的树林动摇，这是敌人前来攻我的征候。敌在林边多置结草，（如今之伪装
工事），这是在使我疑有伏兵，而不敢前进。 （三国时诸葛孔明曾有结草人置船上
借箭的故事）。

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
相鸟兽
鸟儿突然从林中飞起，其下必来有敌的伏兵。野兽骇然从山林里奔出，其中必潜行着
敌的奇袭部队。

麈：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
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相尘埃
尘埃高扬而尖锐的，这是敌的主力——战车队来攻的征候。尘埃低扬而广播的，这是
敌的徒步兵来攻的征兆。尘埃分散于各处，像树枝一样的向上伸展，这是敌的炊事部
队的采薪。尘埃少扬，且散见敌兵（斥候）的往来其间，其后必是工兵队从事于舍营
工作。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
相辞约
战时，两方使者往来，本是常例。但敌人派来使者，其言辞很谦逊，而另方面乃加紧
备战这是前进之兆。反之，言词强硬傲慢，示以前进之势，这是企图退却的症候。又，
使者没有提出确实担保交换倏约，仅以口头请求和议，这是敌人的诡谋，或借以松懈
我军而得乘隙，或借以缓和我攻击而待援军。 （例如一九四一年日本东条内阁派来
栖到美国参加美日和平谈判，而发动太平洋战争）。

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逆半退者，诱也；
相敌阵
望见敌的战车，先离行军序列，作侧面分进，这是敌欲寻找阵地或开始战斗。敌军奔
走，（如传令等），急于兵车等布阵，这是准备与我交战。敌军半部前进，半部退却，
其态度暧昧，这是引诱我的。 （诸葛孔明的半进半退之阵，是其例证）。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不进者，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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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敌卒
倚杖（如枪戟类）而伫立的，是因为肚子饥饿，没有气力。汲来的水，争先取欲的，
是因为长途行军，天热口渴。见有取胜的机会，或有可取的战利品，都不进兵的，是
因为疲劳已极，没有进击的精力。
When the enemy uses their weapons to rest upon, they are hungry. If the drawers of
water drink at the river, the enemy is suffering from thirst. (C)

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
吏怒者，倦也；
相敌营，旌旗声色
飞鸟群集于敌营上或其彷，是因其中空虚，敌兵已经撤去。在夜中放声高呼的，是由
于无勇力弱，恐其夜袭，不能安眠，陷于神经衰弱的状态。军中纷乱，没有秩序，是
由于将帅威严不足，不得部下的悦服。旌旗摆动不定，是由于队伍混乱，士气不振。
军吏之所以怒骂，是由于士兵疲倦，不听号令。

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
相敌炊事
杀马而食其肉，是敌军缺乏粮食之故。悬瓶（土锅）于壁上或树枝上（即抛弃炊器意），
又不返其舍，而卧于野外，这是欲求一战以脱死地的穷寇。
The killing of horses for food shows that the enemy is short of provisions. When the
cooking-spots are hung up on the wall and the soldiers turn not in again, the enemy is
at an end of his resources. (C)

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
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
相敌军官对下
军官和部属说话，其样子是慢慢的（徐），反覆叮咛的（谆谆），而且神气很颓丧的
（翕翕），那是失了人和之故（原来军官下令应是简单明了）。对于部属连赏了数次，
以谋怀柔之，这是已窘于部属的统率，即部属各要离去，故姑赏以留之。又，连罚了
数次的，这是已困于部属的统御，即部属不服从法令，故特严罚以戒之。最初待遇部
属极其残暴刻薄，弄至部属各思离去，然后畏怕之，将就之，这是太不懂将兵之道。
军官的条件
上述数项，不外指劣等军官而言，劣等军官是不会将兵的，得不到部下的信任的；由此可
见主将任用各级军官，必须选拔有才有德者。鲁登道夫氏曾说过：『军官既为全军之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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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应有其特具之武德与标准的生活。当第一炮发声之日，全军先注目于彼等之身，部下对于
彼等之信任心如何？ ——第一、视彼等是否了解士兵心理，而与以适当之指导；第二、视彼
等是否注意于部下之疾苦，而不致先己后人；第三、视其平日对于士兵之训练如何，与其能
否公平执行纪律，而信任尤为纪律之基础。 ……军官之所以为人表率，非徒以其在队伍中，
上下属之权力关系，乃以其知识道德之足为人模范，而又能了解士兵心理，然后能为其真正
领袖者。不然者，以等级关系而相安于一时，在长期间之全体性战争中，决难以持久。』

来委谢者，欲休息巳；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相敌休息进军
敌军遣使带来礼物道谢，请求休战的，这是彼欲暂事休息，以图再举。敌军声势汹汹
的杀来，经久不和我决战，又不退却，这是敌人抱有别种奇谋，而我必须慎重审察之，
不可堕其狡计。
吴子上载：『武侯问敌必可击之道，起对曰：「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
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
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动乱可击，陈数移动可击，
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锋冲之，分兵继之，急击无疑」』。

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
者，必擒于人。
由来兵不贵多，多而不精，无济于事；又，进兵不可以武勇为恃，务要做到上下一致，充
分判知敌人的企图，以期击败敌人；反之，没有深谋远虑，且轻视敌人，势必为其所俘虏。
本节文章似不大完全，有人怀疑漏了字句。 【武进】亦有解为武断进军意。 【易】为轻
视意。老子说：『祸莫大于轻敌』。论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
士卒对于将帅还未十分信赖，而将帅遽施以严重刑罚，勉强其服从，则士卒不会心服
的，未得心服，则难用以作战。

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
又，士兵对于将帅既有相当的信赖，而将帅忸于仁慈，应施刑罚而不施，于是士卒必
骄且怠，也不可用以作战。

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为必取。
李浴日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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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对部下士卒要待之以文德——仁爱恩情；而整齐之，纳于正轨，则以武德——威严
刑罚（纪律），这样，则士卒亲附，不敢犯法，驱之作战，必可取胜。这叫做『必胜
军』。
本节亦有解释为：『令之以文』，即教以孝悌忠信之道（政治教育）；『齐之以武』，即
教以战斗之法，及约束之以军纪（军事教育）。
吴子说：『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司马穰苴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步兵操典说：
『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军队必须有严肃之军纪，然后精神上之团结力得以巩固，战斗力之持
久性得以确保。』

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
与众相得也。
政令素行的元首或政府，而征集国民施以军事训练，为交战之用，则彼必悦服；倘若
政令平素没有身体力行，纪纲废弛，而欲训练国民以为交战之用，彼必不悦服，各怀
怨心；要之，政令素行的元首或政府，方得民服，一致备战，共赴国难。
政令与教民
这一节是孙子就政治而言，与始计篇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生，可与之死，
而不畏危也』相呼应；诚以政治之良否，影响征兵练兵之事至巨，观于我国此次抗战，可想
而知。但亦有解释为：属于主将对部下士卒的事，即是说为主将者能以身作则，遵守纪律，
则士卒方肯守纪律，受训练。正如鲁登适夫将军说：『然军纪云云，非徒士兵之所应守，同
时上级长官，甚而至于著名之将军直接立乎主帅之下者，亦当遵守。此等长官应守之军纪，
立于同样之上下属的服从关系之下，同时彼等不应失却其独立行动，与身为人先之精神，盖
服从中之纪律与独立行动中之纪律，二者如何调和而合一之，彼等所当有事者也。』
孔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子夏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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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
处军相敌：对阵
处山上之军
绝山依谷
视生处高
战隆无登
处水上之军
绝水必远水
客绝水而来

地形
绝涧
天井
天牢
天罗
天陷
天隙

军旁
险阻
潢井
林木
蒹葭
蘙荟

勿迎之于水内
令半渡而击之

欲战者
无附水而迎客
视生处高
无迎水流

处斥泽之军
绝斥泽亟去勿
留
若交军于斥泽
必依水草
背众树

处平陆之军
处易右背高
前死后生

故必胜之军
好高而恶下
贵阳而贱阴
养生处实

亟去之勿近之
吾远之敌近之
吾迎之敌背之

故
丘陵堤防处其
阳而右背之

此兵之利
地之利也

（处山地之法）

上雨水沫至欲
涉者待其定

伏奸
之所

动静三十二相
近而静者恃其险也
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
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
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
尘：高而锐者车来也
卑而广者徒来也
散而条达者樵采也
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
辞强而进趋者退也
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
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
期也
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
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知进者
劳也
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
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
吏怒者倦也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
悬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
徐与人言者失众也
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
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
来委谢者欲休息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
谨察之

卒之亲不亲
未亲附而罚之
卒不服
不服则难用
亲附而罚不行则
不可用

故
兵非贵多虽无武
进
足以并力料敌取
人而已

故
令之以文
齐之以武

是故
无虑而易敌者必
擒于人
为将者要审察

令素行以教其民
则民服者是与
众相得也
不然则民不服

（渡河之法）

此行军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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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注释书第一篇序文

曹孟德将军撰

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论语曰：『足兵』，尚书八政曰：『师』，易曰：
『师贞丈人吉』，诗曰『王赫斯怒，爰振其旅』，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
济世也。司马法曰：『安人杀人，杀之可也。 』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
差偃王是也。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吾观兵书战策多矣
，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
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后百岁余有孙膑，是武
之后也。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
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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