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日著作
摘自：《浴日事业》
李仁缪
李浴日生前著有各类专门书籍共计 11 本，关于兵学研究方面的有<决胜丛书>系列中的五
部兵书：1．《孙子兵法新研究》曾名《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孙子新研
究》,2．《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曾名《大战原理》,3．《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曾名
《中山战争论》、《国父战争理论》, 4．《兵学随笔》, 5．《孙子兵法总检讨》；有关
战争理论方面的有三本：1．《抗战必胜计划》，2．《空袭与防空》，3．《台湾必守铁
证》；有关政治论述方面的亦有三本：1．《沪战中的日狱》，2．《定县平民教育》，
3．《行政的科学管理研究》，兹将各书的由来、主旨、演变与影响逐一列述于下：
（一）兵学系列：<决胜丛书> 1952 年台北「世界兵学社」初版
1953 年春李浴日为了庆祝独自创立的「世界兵学社」成立十二周年纪念，将其历年四本
主要兵学著作：《孙子兵法新研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国父革命战理之研
究》与《兵学随笔》四书，合编成<决胜丛书>系列（图 2），由台北「世界兵学社」发行。
他将此取名「决胜」是因汉高祖有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的
名言，李浴日希望读此书者能够接受和把握孙、克、 国父的真理，成为现代的张良，他
亦曾在本书的自序里發下宏愿「希望來日尚有第二辑、第三辑的出现,这仅是第一辑而
已」。本丛书里还有作者自序、柯远芬中将与张彝鼎先生作序、与近三十位军政要员题词
祝贺。1956 年再版时（图 3），夫人赖瑶芝女士纳入先生之最后遗作《孙子兵法总检讨》
一书，使本丛书系列囊括了李浴日一生所著五部主要兵学名著，也为先生之兵学创作史谱
下了圆满的句点。兹列述各书于下:

图 2. <决胜丛书> 1952 年版

图 3. <决胜丛书> 1956 年版

1．【<决胜丛书>之一】《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 1938 年长沙「商务印书馆」 初
版/改名为《孙子新研究》 1946 年南京「世界兵学社」初版 /再改名为《孙子兵法
新研究》1951 年台北「世界兵学社」初版
李浴日年少时即醉心 于中国传统 文化， 尤 好兵学， 1934 年 留 学日本东京 ，得以 饱
览古今中外军事论著，亦目睹日人军国主义盛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势在必发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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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我中华民族唯有不怯战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必需全民知兵来强国强民，乃潜
心钻研《孙子兵法》，草成 30 万字论文，1937 年学成返国后取其精华，汇成《孙
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一书， 于 1938 年 2 月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发行初版（图
4），全书逾 15 万言，由原序、评语、总论、始计第一、作战第二、谋攻第三、军
形第四、兵势第五、虚实第六、军争第七 、九变第八、行军第九、地形第十、九
地第十一、火攻第十二、用间第十三等篇章，与后记组成。付梓后大受专家与读者
们的推崇，至 1944 年的江西赣县一版止 ,六年间「商务印书馆」共计发行该书十余
版。1946 年对日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先生为该书重新作序，内容稍作修改 润饰
后 ， 将 该 书 更 名 为 《 孙 子 新 研 究 》 （ 图 5） ， 由 南 京 「 世 界 兵 学 社 」 自 行 发 行 。
1951 年迁台复业后再度出版，二次将本书更名为 《孙子兵法新研究》 （图 6），
并增添了再序，1952 年封面改版（图 7），承请周至柔将军题封，并引用唐代二十
八宿图之水印，以示“知兴替、明得失”之志，至 1956 年止，台北「世界兵学社」
共发行该书四版。
本书乃李浴日之成名作，他开宗明义地在《总论》里以科学论证的方法，考据並分
析了孙子其人与《孙子兵法》其书；其次，自创一格地以中国老子哲学为本，取东
西方现代战争理论为辅，从崭新的视角来论述《孙子兵法 》；其三，实事求是地博
引古今中外战例，参照中国国情，从当代战术战略的观点来阐述《孙子兵法》；最
后，作者本著校勘训诂的严谨，以通俗流畅的文笔，活用标签、列表与注释文则，
让读者深刻易解一目了然。因此，本书自初版到其逝世的二十年间，虽然历经抗日
战争与国共内战，出版实务也不得已中断二次且停滞四年，但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的惨淡经营下依旧发行了近 20 版，证明本书不但发挥了振奋人心救国救民的辉煌
成果，也将《孙子兵法》予以现代化而传承了中华文化世代交替的责任，堪称李浴
日将军震古铄今救亡图存的旷世杰作。纵观民国兵学发展的历史，他之所以被誉为
“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第一人”，乃实至名归也。

图 4. 《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1938 年版

图 5. 《孙子新研究》194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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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孙子兵法新研究》1951 年版

图 7. 《孙子兵法新研究》1956 年版

2．【<决胜丛书>之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1944 年曲江「世界兵学社」初版
/改名为《大战原理》1947 年南京「世界兵学社」三版/再改名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
要》1951 年台北「世界兵学社」初版
克劳塞维茨1乃西方兵聖，在其《战争论》一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观点，以及“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等西方军事理论的基本思想，因此该书被奉为西方军事
理论的经典 著 作。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拼命仿效德国，尤以兵学上受德国影响最大，
由于《战争论》一书烦索冗长连篇累牍，德文译本更是艰涩难解，1940 年日人成田赖武2
以马迂健之助所译之《战争论》为基础，将克氏战争论作简明的介绍，提纲挈领著成日文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一书。而李浴日将军精通日语又专军事理论，他认为克 劳 塞
维慈的《战争论》受到唯心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影响极深，如同孙子受教于老子的哲
学，乃于 1943 年在广东韶关的黄岗山上倾数月之功翻译此书，为的是要让读者既能够精
简地学习德人战争理论，一窥西方近兵学之精髓，又可实地了解日人对《战争论》的演译，
从而精进我抗日战争的战略与战术。
本书《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中译本于 1944 年由曲江「世界兵学社」 发行初版（图
8），全书约 20 万字。有林薰南将军作序与译者序，内含总论，战争的本质、战争的理论、
战略、战斗、战斗力、守势、攻势、战争计划等八章节，与结论。1946 年 3 月于南京改
版（图 9）时增加了杨言昌将军序与再版序，1947 年 5 月南京三版时为求简单起见，更名
为《大战原理》（图 10），并增三版序。1951 年 10 月台北复业初版（图 11）时为求显
明计，仍用原名，附加台版序。1956 年台北四版（图 12）时更新封面，由胡琏上将题封、
徐培根上将题词，并增加台版再版后记，外加附录：《依克氏战理论台湾攻防战》一文。

1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1－1831），1803 年从柏林军官学校毕业，1818 年 5
月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9 月晋升为少将，任校长职 12 年，潜心研究战史和从事军事理论著述。1831 年 5
月任驻波兰边境普军参谋长参谋长后去逝。遗孀玛丽于 1832～1837 年间先后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
塞维茨将军遗著》，共十卷。著名的《战争论》一书为其前三卷，全书共 8 篇，100 餘章。
2
成田頼武，日本陆士（军官学校）1932 年 44 期毕业后任少尉，1942 年陆军大学校(参谋学校)56 期毕业
升任步兵少佐（少校），参加侵华战争，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殁于华北，时任步兵大佐（上校）第 1 軍
参謀，1940 年间著有日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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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1944 年版

图 9.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1946 年版

图 10. 《大战原理》1947 年版

图 11.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1951 年版

图 12.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1956 年版

3．【<决胜丛书>之三】《中山战争论》1942 年韶关「世界兵学杂志社」初版/改名为
《国父战争理论》1948 年南京「世界兵学社」初版/再改名为《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
1952 年台北「世界兵学社」初版
孙中山先生（1866—1925）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与军事家。他凭着独创的军事法
则，运用独特的革命战法，发起多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
继而完成了北伐、护法、平乱、东征等多次讨贼战争的军事胜利。李浴日是研究孙中山军
事理论“孙文兵学”的首倡者和开拓者。1941 年他博访周咨费时一年完成专著《中山战
争论》一书于广东韶关，他本著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战争观与“知难行易”的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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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 国父革命战理作有系统的研究，并证之以古今中外军事战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
山先生的战争思想、战略指导、建军方略、国防建设等各方面的军事理念，不仅确立了
“孙文兵学”在近代军事学上的理论地位，弥补了研究近代中国兵学史的空白，也传承了
中国军事学发展的时代任务。因作本书，李浴日受到蒋介石二次召见嘉勉。
《中山战争论》初版（图 13）于 1942 年 7 月由韶关「世界兵学杂志社」发行，全书分为：
自序，与十二个章节：一、绪言，二、战争思想，三、国防计划，四、军政兴革，五、决
胜精神力，六、战争与政治，七、战争与经济，八、战争与宣传，九、铁的军纪，十、战
略战术、十一、纵横战略，十二、结论等，共约 10 万字。1948 年于南京更改书名为《国
父战争理论》（图 14），全书依旧，酌将第九章改名为<铁的纪律>、第十一章改名为<战
争论评>，由南京「世界兵学社」发行。1952 年 7 月台湾初版时再度更改书名为《国父
革命战理之研究》（图 15），全书分为十二个章节：一.绪言、二.战争思想 、三.国防
计划、四.战争与政治、五.战争与经济、六.战争与宣传、七.建军要图、八.军人精神、
九.军队纪律、十.战略战术、十一.战史评述、十二.结论等十二个章节，主要去除前版第
四章<军政兴革>代之以新第七章<建军要图>，保留原一、二、三、四、五、六、十章仅微
调先后次序，原第五章<决胜精神力>改为第八章<军人精神>，原第九章<铁的纪律>改名为
<军队纪律>，原第十一章<战争论评>改名为<战史评述>，增加于右任题封、 邹鲁作序、
自序等，由台北「世界兵学社」发行。

图 13. 《中山战争论》1942 年版

图 14. 《国父战争理论》1948 年版（附月刊广告）

图 15. 《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195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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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决胜丛书>之四】《兵学随笔》1945 年重庆「世界兵学社」初版/《兵学随笔》
1946 年南京「世界兵学社」三版/《兵学随笔》1952 年台北「世界兵学社」初版
李浴日生平夙日就有随机记录讀書心得的习惯，在对日抗战时期因公辗转韶關、桂林、柳
州、貴陽、重慶等地，无时无刻地不将其战时的所见所闻、兵學研討与國防研究等各方面
的讯息，与自己的新觀察與新見解随时随地的记录下来。他常感叹:「 抗 战 八年 来 ，中
国兵学的园地真 是荒 芜 」 ,为了要把 兵学 荒芜的园地 ,变 为郁 郁葱葱的园地 , 乃将其
四年之手稿集文成册，取名为《兵学随笔》，共三辑 164 则短文与自序，于 1945 年 6 月
由重庆「世界兵学社」发行初版（图 16）。翌年在南京发行三版（图 17）时增加第四辑
共 184 则与三版后记。1952 年 9 月台北版（图 18）增加为 212 则与新自序，共约 10 万
字，并承國防大學校長侯腾(飛霞)將軍賜題封面。
《兵学随笔》1952 年的台北版全书共分四辑，兹依内容性质酌分为孙子与战理二部，将
其标题摘录如下：
一、第一辑共 64 则
孙子部八则：
1.战争的定义, 2.平时要备战, 3.「父子兵」的基础, 4.今日的士兵, 5. 军人应「拿起笔杆」,6.
「敌进我退」与「我进敌退」, 7.牛车运输, 8. 「兵不厌诈」的恶果
战理部五十六则：
1.兵学的重要性, 2.关于兵学的建设，3.战争的发生，4.战争的进化，5.战争是火力的发挥，6.
全体性战争，7.战争的要素，8.「机械的战争」，9.战争与空间，10.战争的神圣，
11.战争的无情，12.必胜的军事，13.精神与物质，14.战争技术的根本，15.支配战争的因素，16.
时间与空间，17.军备的目的，18.兵役制度的利弊，19.一个国防原理，20.动物的自卫，21.国防
的趋势，22.消极防御的失策，23.海国的防线，24.天险不如人为力量，25.战与守，26.大与小，
27.流汗胜于流血，28.兵，29.有无相等，30. 将以立功为主，
31.将与钱财，32.将将，33.更怕死，34.能带兵方可带兵，35.「带兵如带虎」，36.关于「好男
不当兵」，37.军人生活应改善，38.中国驻印军每日口粮表，39.缅甸前线英军每日口粮表，40.
战家与理论家，41. 贵先求必胜，42.「以古为镜」，43.心到为主，44.东方军人的特性，45.料
敌不易，46.摸他？让他摸我？，47.要以动制动，48.男儿应战死，49.尚武国民的养成，50.昨日
俘虏，今日感想，
51.侵略者的理论，52.希特勒忽视遗训，53.忆惠灵吞，54.空军制胜的要点，55.宗教并非反战，
56.战字新训诂
二、第二辑共 41 则
孙子部十五则：
1. 武的哲理, 2.大海般的兵学, 3.孙子的不朽, 4.孙子战法的种种, 5.养成「数」的观念, 6.孙
子上又多一「敬」字, 7.孙子的世界性, 8.孙子与拿破仑, 9.用兵与音乐相通, 10.以水喻兵, 11.
智慧第一, 12.将军应「大处着眼」, 13.孙武苏秦的名论, 14.外交与兵法相通, 15.杀敌以怒和
恨。
战理部二十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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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争的透视，2.一个伟大的兵，3.侵略者的悲哀，4.「兵事乃儒学之至精」，5.无法，6.超兵
书的用兵，7.用兵要如「富人造屋」，8.将校要有清明的头脑，9.政治为军事之本，10.军人要得
真知，11.「足兵」应为充足兵器，12.古今练兵的时间问题，13.士兵的管教养卫，14.应添入
「武器」要素，15.管子重视武器，16.设险的评价，17.苏秦早于克氏的发明，18.将骄必败，19.
和战的真谛，20.文武合一论，21.中国人应尚武和好义，22.宋秦少游的参谋长论，23.明陈子龙
的《兵家言序》，24.清人论海防，25.兵事的变化，26.希腊哲人苏氏论军事。
三、第三辑共 50 则
孙子部十二则：
1. 占卜的军事, 2.八卦的兵法, 3.战车的历史, 4.古今的火攻, 5.论《左氏春秋》, 6.历史上不
朽的名将, 7.弦高是一个大军事家, 8.活用《孙子兵法》的韩信, 9.机诈的战术, 10.马援的「聚
土为山」,11.是军事家也是文学家, 12.伟大的战术家与兵学家。
战理部三十八则:
1.中国战争的起源， 2.甲骨文上的商代战争，3.甲骨文和金文上的战争记述，4.井田制的军事性，
5.「寓兵于农」，6.指南车，7.谈射，8.谈剑，9.谈竹，10.战车——骑兵——坦克，11.由火牛
到喷火坦克，12.孔明的「木牛流马」，13.骑兵时代，14.从火炮说到火力主义，15.火炮的重要
性及其起源，16.最初使用火器的笑话，17.十八般武艺，18.古代武器与战法，19.古之心理战，
20.古之巷战，21.古之化学战，22.左传上的军纪记述，23.战史的重要性，24.中国战史的伟大，
25.青年学生应研究战史，26.两大典型战例，27.历史上的射击名手，28.名将字典上无难字，29.
名将的千古恨，30.曹刿是一个大战术家，31.恺撒著书，32.战争与诗人，33.中国历代名将年龄
籍贯表，34.泰西青年名将立功表，35.曾国藩的错误，36.腓特烈大王与拿破仑，37.织田丰臣时
代的阵形战法，38.东乡的运用之妙。
四、第四辑共 57 则
孙子部十八则：
1.原子弹杂感, 2.建立「救人」的兵学思想, 3.古代兵法上的心理战论, 4.军官与兵学, 5.普及
孙子, 6.孙子与原子, 7.关于研究兵学的一个辩论, 8.艾帅的用兵特点, 9.伟哉中国的兵学, 10.
外交与兵法, 11.游击战•游击战术, 12.麦帅与孙子, 13.孙子与反攻大陆, 14.好一把衡天尺, 15.
优秀的战略家, 16.从克氏《战争论》论韩战, 17.现代战争与火攻, 18.保台与反攻战法。
战理部三十九则:
1．无武力不足以自保，2.先见之明，3.兵器乎？精神乎？，4.超乎一般原因的原因，5.工业与战
争，6. 「神的兵法」如此，7.呜呼日本的「放射作战」，8.第二个「宋襄之仁」，9.不可制造
「新的敌人」，10.未闻打仗不要兵法，11.今不如古，12.薛福成的书呆气，13.不可好战，亦不
可忘战，14.还要从「道」字着手，15.「打」与「写」，16.名将寥若晨星，17.竟有不顾「脑饥」
的人，18.「民主军人」，19.一个外交战原则，20.沙与竹木在古代战争上，21.姜太公是一个科
学的参谋长，22.名将范蠡沼吴之后，23.吴子论选将，24.将帅的类型，25.罗斯福也是一个战略
家，26.「将不厌新」，27.主义思想与战争，28.西线的凡尔登—金门，29.斯大林的阴性进攻，
30.雾与水，31.海空权漫谈，32.如此英国，33.新战国时代，34.世界军事的盛衰，35.关于三次
世界大战，36.原子弹的两重性格，37.原子的空权时代，38.从新武器看未来战，39.最后胜利必
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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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兵学随笔》1945 年版

图 17. 《兵学随笔》1946 年版

图 18. 《兵学随笔》1952 年版

5．【<决胜丛书>之五】《孙子兵法总检讨》1956 年台北「世界兵学社」初版
李浴日一生坚信：「《孙子兵法 》是古今 兵书的代表 作、是世 界兵学的最 高峰、 也
是军人必读的大经典」，他投身兵学研究始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初期，在创作了炙手
可热的《孫子兵法新研究》一书后，其间纵然战事频仍军务倥偬与著作出版事业缠身外，
平日依旧孜孜不倦地钻研《孙子兵法》，1955 年初本拟将其凡二十余载，从各个角度创
作有关孫子与《孫子兵法》的研究论文，辑成《孙子兵法总检讨》一书问世，使此兩书
成为姊妹篇，然而在完成自序后未及三月即天不假寿轰然而逝，幸赖夫人赖瑶芝女士继承
先生遗愿，1956 年 8 月于先生逝世一周年之祭时将《孙子兵法总检讨》（图 19）付梓，
由台北「世界兵学社」出版，全书论文 16 篇，逾 4 万字，另含李浴日先生略传、汪东书
《孙子十三篇》全文碑拓本、周至柔将军、黄杰将军、刘詠尧将军作序与自序等，由彭孟
缉上将题封，并列为先生生前所编著的<决胜丛书>之五，以完示先生发扬中华兵学之志，
亦让读者对先生的孙子论述得到全方位和更深度的了解。本书十六篇论文其标题列表如下：
1.
2.
3.
4.
5.
6.
7.

《孙子兵法原文的考证》
《我得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
《孙子的哲学思想渊源》
《孙子兵法的解剖》
《孙子兵法的文章法》
《孙子兵法的名句》
《从数字看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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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子论将》
9. 《孙子的「柔道」》
10. 《孙子的物理学》
11. 《孙子的心理战》
12. 《孙子的兵要地理》
13. 《孙子与近代海战、空战》
14. 《孙子兵法与原子武器》
15. 《孙子兵法在日本》
16. 《从孙子兵法证明中共犯台必败与我反攻必胜》

图 19. 《孫子兵法總檢討》1956 年版

（二）战理系列
李浴日在其事业与创作的尖峰时期，曾历经八年抗日与国共内战两次重大战争，期间为了
存亡继绝鼓舞人心士气，乃以兵学论证发表了有关战争理论方面的三本著作《抗战必胜计
划》、《空袭与防空》与《台湾必守铁证》，列述如下：
1．《抗战必胜计划》1937 年上海「韬略出版社」初版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开打，日军以现代化武器对中国行立体战争，欲以闪电战术三月亡
华，瞬时战车大炮军舰战机横行中原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不是弃甲曳兵就是血流成河，
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間李浴日身历其境饱受磨难，体恤人人自危与国破家亡之痛，
为了要振奋人心救亡图存，乃本书生救国之责，从理论上去阐明抗日的必然胜利，并研究
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策略，一来加强民众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念，再则唤起当局的注意与实行
乃作《抗战必胜计划》一书。本书里，他匠心独具地依据《孙子兵法》的庙算原理，提
纲挈领地提出了全面抗战的各种执行计与宣传计划，同时利用简单明了的数学公式，运算
出必胜的法则，其主述的中心思想就是：「（(武力抗战+外交抗战+经济抗战+间谍抗战+
宣传战） X 举国一致坚持到底=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抗战必胜计划》于 1937 年 11 月由上海「韬略出版社」发行初版（图 20），共约一万五
千字，自序外分为二章节：一、抗战必胜计划：1.几个抗战基本原则的认识, 2.今日应怎
样抗战，3.日军怎样进攻我国，4.持久战的一串重大问题，5.战胜的利益, 附：日本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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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表。二、对敌宣传计划：1.宣传的重要，2.宣传的组织，3.宣传的方针，4.宣传的方法，
5.最后的几句, 附 2. 两篇对敌宣传文献。1938 年夏，因此书蒙蒋介石嘉奖于江西庐山。

图 20. 《抗战必胜计划》1937 年版

2．《空袭与防空》1938 年武汉「上海杂志公司」初版
1937 年李浴日方自日本学成归国返沪，即逢日军海陆空三军全面大举进攻华东，首先淞
沪战败上海失守，继之南京沦陷惨遭屠城，敌我双方不仅在前方战场上兵戎相接厮杀遍野，
日军还用飞机投掷大规模杀伤武器，有目标地滥杀我大批无辜民众以挫民心意志，战事已
由我方落后的平面战转变为现代化的立体战争，有鉴我无知军民饱受从天而降的杀戮，意
识到唯有加强灌输全民对空袭与防空的认识，才能减少战争中的伤亡，从而保存实力以图
持久之计, 李浴日乃本著一介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职责，义不容辞写下此《空袭与防空》书，
期望在对日抗战中直接作出个人的贡献。随后作者即参军抗战，任 64 军参议，转战于赣
北前线。
《空袭与防空》初版（图 21）于 1938 年 1 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全书共约 2 万字，
自序外分二部份：一、空袭之部：1.小引，2. 军用飞机的种类与性能， 3. 空军根据地
与航空母舰， 4. 空袭的意义及其史略， 5. 空袭所投的弹类， 6. 空袭所投的纸弹；
二、防空之部： 1. 防空的意义， 2. 防空的种类： 甲.积极防空， 乙.消极防空，含自
序与二附录：1.《千机毁灭日本论》 李浴日，2.《都市防空问题》黄镇球。

图 21. 《空袭与防空》1938 年版

3．《台湾必守铁证》1950 年台北「世界兵学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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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对日抗战胜利后，随即国共爆发内战，双方经过四年激烈战斗后，1949 年共产党
成立新中国，国民党撤离大陆，近百万军民被迫离乡背景随政府跨海迁往台湾，当时个个
惊魂未定，处处人心惶惶。1950 年李浴日由香港转赴台湾，为了稳定民心振奋舆情与维
护纲纪，座席未暖立即出版本书《台湾必守铁证》，列举了台湾必守的十大证据：一、
海峡辽阔， 二、地形有利， 三、交通发达，四、粮食充足，五、财政不匮，六、内无敌
患，七、防线坚固，八、兵力强大， 九、指挥容易，十、外援必至，结语中论述如何反
攻大陆等，并附录四文：1.《东方[凡尔登]-台湾》、2.《三线歼匪战法》、3.《从孙子
兵法证明匪军攻台必败》、4.《从克氏[大战原理]论台湾攻防战》。本书亦名《从固守台
湾到反攻大陆》，全书共 1 万 5 千余字，并以笔名诸葛明署之，1950 年 7 月由台北「世
界兵学社」发行初版（图 22）。当年依循政府政策，以共匪、匪军等称呼对岸，然现版
一律改以共军称之，以符时宜。

图 22. 《台湾必守铁证》1950 年版

（三）政论系列
李浴日就读大学时主修政治学，毕业后虽投入兵学研究，但为了贡献所学，前后依旧发表
了有关政治论述方面的三本著作《沪战中的日狱》、《定县平民教育》与《行政的科学管
理研究》，从这些著作里可以看到作者心系苍生的胸怀与科学治学的严谨，兹列述如下：
1．《沪战中的日狱》1932 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
据考此书乃李浴日最早出版的一本著作。1932 年初李浴日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
闸北区进修日语，住在附近的清华寄宿舍，适逢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日军在上海发动攻击，
期间遭日军拘留盘讯 22 天。其后，作者本著强烈的民族情感，以故事记录的体裁，将所
见所闻与亲身遭受侵略者凌辱的实地经验撰成《沪战中的日狱》一书，期望借自己惨痛
的见证告诫国人勿忘亡国之耻辱，并唤醒国人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决心。
《沪战中的日狱》于 1932 年 8 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发行初版（图 23），全书共 3 万
余字，分 23 章节：一、一二八之夜，二、初次搜查，三、逃入 C 商店，四、奔回寄宿舍，
五、再次搜查，六、火与水，七、终于被掳了，八、入狱之初，九、无微不至的重审，十、
换监—拘留所，十一、殴辱备至，十二、饥寒交迫，十三、大开杀界，十四、野蛮大王，
十五、狱中也体操，十六、大炮的威胁，十七、「家变更」，十八、一个英勇的囚徒，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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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本的国耻，二十、病魔与虱子，二十一、前狼后虎，二十二、倭奴的诡谲，二十三、
脱了牢笼，另有胡怀琛作序与自序。

图 23. 《沪战中的日狱》1932 年版

2．《定县平民教育》1933 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
李浴日将军大学时主修政治学，立志苦民所苦服务人民，1932 年毕业后即远赴河南省定
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作田野调查，探讨该组织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之道。实地访调
完成后，汇集资料以科学方法分析探讨后，採报告体裁撰写本书《定县平民教育》。书
中首先介绍了平教会的起源与发展，其次叙述如何以四大教育为方法（文艺、生計、衛生、
公民）来解决农民的愚、弱、私、贫四大问题，最后阐明该会如何以三个方式(學校式、
社會式、家庭式)来完成任务的现况。作者本著所学，对平教会的乡村建设作了详尽切要
的科学分析、比较与总结，不但对平民教育的普及与推广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也是他个
人对其救国救民理念的一次实践。本书于 1933 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图 24），
共约 1 万 6 千多字，分五章节：一、平教策源地的一般，二、平教会之史的发展，三、四
大教育概况：1.文艺教育，2.生计教育，3.卫生教育，4.公民教育，四、三个方式概况：
1.学校式教育，2.社会式教育，3.家庭式教育，五、结语等。

图 24. 《定县平民教育》1933 年版

3．《行政的科学管理研究》1940 年韶关「新公务员月刊社」初版
1937 年时李浴日任 64 军参议在南潯線（江西南昌-九江）参加战斗，歸來后在韶关黄岗
出任广东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其间积极参与「山岳建國」三年，见证了广东省各方面的飛
躍進步，乃将其个人在行政工作上所作的科学研究与实践心得，于 1940 年系统化地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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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学术论著《行政的科学管理研究》。他以兵法为借镜，强调中国的行政制度必须澈底
改革，必须去除君主时代的消极守势战略，代之以科学管理的积极攻势战术，这样才能缔
造抗战建国中军政的全盛时期, 才能使政治配合军事来战胜敌人，进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
的国家, 他更寄望此书能开启中国行政的科学管理之先河。
本书于 1940 年由曲江「新公务员月刊社」出版（图 25），共约 2 万字，全书分六章节：
自序，一、绪言，二、实施科学管理的先决问题，三、科学管理的三大原则，四、科学管
理的十大效能，五、科学管理与攻势政治，六、结论。李浴日在书中阐述了行政科学管理
的四大理念：一、實施科學管理的二大先決条件：1.官员要具备科学家的五种精神素质：
決心、虛心、力行、認真、与革命；2.机关要具备足够的人力、財力、与物力；二、执行
科學管理的三大原則：確立標準、選訓人員、与互相合作；三、列举科學管理的十大效能：
計劃、組織 、簡單、統一、迅速、確實、愉快、節約、緊張、与創造；四、提倡推动科
學管理與攻勢政治。

图 25. 《行政的科学管理研究》194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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