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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孫子是中國現存的最古兵書，列於七書中
孫子兵法是中國現存的唯一最古兵書，為春秋時代1吳王闔閭之臣孫武所著。在中國向稱黃帝
軒轅為兵法的始祖，於事物紀原一書中，也有這樣的記載；相傳黃帝得其相風后氏授與握奇經，
用以征伐而統一天下，孫子在本書的行軍篇說：『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似乎
洩露了祖述黃帝兵法的口吻；但黃帝的兵法是怎樣呢？因為失傳，不得而知。在漢書藝文志道家
之部，也記載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註為呂望撰），其中含有兵法八十五篇，由此足見周初的
功臣太公望，呂尚也有兵書的著述，惜亦夫傳；至於現存的太公六韜，迭經學者證為後人所假託，
已無可疑。其他，於孫子中所引證：或『兵法曰』或『軍政曰』，由此亦可想見當時流傳有不少
古兵書，但那是怎樣一類的東西呢？亦因失傳，不得而知。原來文武是經國的兩翼，中國以四書
五經為文經，故把有力的兵書，稱為兵經或武經，以匹配之。就中，為唯一傑作而最被重視的是
孫子。漢唐以來，把兵書當作武學生的教科書。我們看後漢書所記：『立秋之日，兵官皆習孫吳
兵法，六十四陣。』以及宋史所載：『習七書兵法，騎射』等語，便可瞭然。且兵經之稱，早見
於戰國策，即隋書經籍志，也有孫子兵經二卷的記載。至稱武經，則以註釋孫子的唐代杜牧為最
早，其詩說：『周孔傳文教，蕭曹授武經。』又從宋史所記：『聖朝稽古，崇茲武經。』以及宋
曾公亮等撰武經總要諸書而看，可知唐宋以後稱為武經。
再據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所載：宋元豐中頒佈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
繚子、李衛公問對為武學，號稱七書，此乃七書名稱的起源。後來，國子司業朱服曾改其次序為
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黃石公三略。又宋王應麟的小學紺珠曾把三略、六
韜置於尉繚子之後，李衛公問對之前，是則七書次序的編排，因人而異，並無一定的標準。在七
書中，六韜是假託的，已述於前。且三略、司馬法、尉繚子亦為杜撰、即吳子、李衛公問對也沒
有孫子那樣的真確性。實實在在只有孫子才是東方唯一最古而最可信的兵書。

二 孫子及其著書的真確性與世系
孫子的傳記，見於史記卷六十五，名武，齊人；吳越春秋書為吳人，其世系等則沒有說明。
至宋之碩儒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辨證載：『齊(陳)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無宇子書，字子占，
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
四族謀作亂，奔吳為將軍。』校訂孫子十家註之清乾隆進士孫星衍亦言此：『孫子蓋陳書之後，
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為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
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六安，真孫子之後。』即孫子是從唐代之樂安郡，即清代之山東省武定府，
今之惠民附近，奔吳為將，是可為信的。史記孫子傳載：『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
疆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而與此書對立的左傳，於吳破楚時，僅言
伍員（字子胥）之事，不記孫武之名，弄得葉適與陳振孫發生懷疑，即前者說：孫子之書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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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戰國初的山林處士所作；後者則說，尚未知其果為何代人。甚至亦有說孫子或是古書，根本
不信是孫武所著。更有現代學者梁啟超氏於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亦涉及孫子說：『現存十三篇
之孫子，舊題春秋時吳之孫武撰，吾儕據其書之文體及內容，確不能信其為春秋時書。雖然，若
謂出之秦漢以後，則其文體及其內容亦都不類。漢書藝文志兵家本有吳孫子，齊孫子兩種，『吳
孫子』則春秋時之孫武，『齊孫子』則戰國時之孫臏也。此書若指為孫武作，則可決其偽，若指
為孫臏作，則可謂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書等，性質亦略同，若指為管仲、商鞅所著作則必
偽，然其書中大部分要皆出戰國人之手。』這是現代學者一種的流行傾向，然一般亦不過僅憑文
體思想的漠然論據，而斷定不是春秋時代的產物而已。但依我的考察：如藝文志所載：孫子著述
兵書八十二篇，而我則認為除現存的孫子以外，一定尚有許多冠以孫子之名——這著者是何時何
人呢？特別可以想起的是戰國齊孫臏，而將他的著作，一括地稱為孫子而傳下。孫武的子孫——
孫臏祖述祖先的兵法，那是應當，把這一括地稱為孫子而傳下，並沒有什麼奇怪。史紀載：『孫
臏以此顯名天下，世傳其兵法』。即孫臏的兵法，換言之，齊孫子是不是能懷疑其存在了。因此，
我以為漢書藝文志所謂吳孫子，齊孫子俱是真確的，而梁啟超氏指為孫臏所作則不對2。倘若說孫
子十三篇的語句，間有為後人加入，非全屬原著，那還可以說的過去。但以一小部份的懷疑，而
把全部斷為戰國時代產物，實沒理由。總之，在前漢著作史記的司馬遷憑當時所傳的有力材料而
言明孫武所撰，此外確再沒有足以推翻它的有力證據了，所以輕易地斷為偽撰，那是不對的。至
我：
第一、憑越絕書載：『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第二、憑左傳的不紀名，便有人說孫子為吳客卿，贊襄推薦自己的伍子胥，而每戰運籌於帷
幄中。
第三、又憑史紀載：『……孫子與有力焉。』
等記述，便可相信史記所載：孫子為求吳王闔閭之用而著是書。要之，孫子的世系出齊之陳氏，
因齊亂而奔吳，獻此書於吳王，得其信用，任為客卿而建偉功無疑。東方兵學之祖孫子，其帷幕
獻策的事跡，實與戰爭論的著者，西方兵學的創始人又為迭以幕僚長而立功的德國的克勞塞維慈
（按克氏曾充沙綸和斯特將軍，布留爾歇將軍的幕僚，及第三軍團參謀長等職），成為趣味的對
照。

三 孫子的傳記
孫子的傳記，均見於史記與吳越春秋；吳越春秋所記載孫子見用於吳王闔閭的話，雖與史記
的大同小異，卻近於小說家之言。史記把孫武孫臏與吳起三人合為一傳，名曰『孫子吳起列傳』，
其關於孫武的記述如下：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
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 曰：『可』。於是許之，出
宮中美女，得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
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
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是於鼓之右，婦人
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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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
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
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
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
用其實。』 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疆楚，人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
且孫臏亦成為本書的著者之問題中人，及因其兵法祖述孫武，特錄其傳記於下，以供參考。
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
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子，乃陰使召孫臏至，臏至，龐
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鯨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
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田忌善而客侍之，忌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
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
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
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
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
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
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鬥者不搏撠，批亢搗虛，
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
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
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
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
『彼三晉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
上將軍，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遂使齊將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
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
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
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能射者萬弩夾道而伏，
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
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
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這是史記關於孫臏的記述，其中，既載孫臏引本書的軍爭篇之句：『百里而趣利者……』更
在最末說：『世傳其兵法』。依此觀察，我們可以判斷本書與孫臏的著述是有區別的了。

四 孫子是完書，且為自撰
現存的孫子為十三篇，於史記孫子傳所錄吳王闔閭之言，亦顯然稱為十三篇。但漢班固的漢
書藝文志則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所以唐張守節於注史記正義，則引梁阮孝緒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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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之說『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卷，』而解決藝文志所記的篇數。又，唐杜牧
說：『孫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主張刪約說。
實際，除十三篇外，稱為孫子的各種遺文是有流傳著的，即：鄭玄的周禮注有：『孫子八陳，有
苹車之陳。』及隋書經籍志載有：孫子八陣圖一卷，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孫子兵法雜占四卷，
孫子戰鬥六甲兵法一卷，及唐書經籍志載有：吳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等。（還有孫子算經三卷，
謂孫武撰，實後人假託，舊有李淳風，甄鸞註，今佚）又，於吳越春秋，通典，孫子之何氏註，
太平御覽，潛夫論，文選注，周禮注，隋志等書，均錄有孫子與吳王的問答，或單獨孫子的話。
其在日本，於讀日本紀淳仁天皇紀天平寶字四年十一月之條，曾有關於命令大宰大貳（官名）吉
備真備學習孫子之九地及結營向背的記載，按九地見於十三篇，但可當為結營向背之篇則無，故
可相信當時傳往日本的孫子比現存的為多，即史記所說的十三篇為孫子手著，以之求用於吳王，
已可明白。其餘諸篇，或為彼自撰，或為侍從者所筆記，或為後人所假託，則不得而知。但依於
前述，我想：戰國時代孫臏等的著述是統括地稱為孫子的。總之，不論如何，除東漢以前的西漢
司馬遷所記：『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外，縱有其他遺文，現存的孫子，我
卻始終認為是一卷獨立的完書，從始計至用間——篇次有序，立論有體，孫子的真意盡在是書了。

五 孫子著述的動機
孫子究竟師何人而學兵法呢？卻不清楚。但從彼的祖父孫書為齊將，伐莒有功這點看，則可
知其生長於通曉兵事的家系。孫子十三篇，據史記所載，係以此而求用於吳王闔閭。而推薦彼於
吳王的人，據吳越春秋所載，則為當時仕於吳的楚之亡將——伍子胥。吳越春秋為漢趙煜所著，
雖近乎小說家之言，但全然記載虛構的事實，想未必是。該書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
而嘆，群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
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鍳別，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
孫子。』總之，孫子為求用於吳王，特著是書，據史記所載：『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
之矣。」』已可瞭然。即魏武之序亦斷定：『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且在孫
子原文中亦有許多可信的考據，如虛實篇說：『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九地篇說：『夫
吳人與越人相惡，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等，這樣的引用吳之敵國 ——越
為例，我們也可以解釋：他為激動吳王而求用己的。
由上而觀，孫子著作本書的動機是顯然了。

六 孫子的注釋書
孫子的注釋書，以魏武帝即曹操之注為最古，漢官解詁說：『魏氏連瑣孫武之兵法』，就是
指此。自此以後，唐宋諸代迭有注釋書出現，宋吉天保集曹操及其他九家之注，編十家孫子會注
十五卷，所謂十家是 —— 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陳皞，六、賈
林，七、宋梅堯臣，八、王晢，九、何廷錫，十、張預。而以經清代孫星衍校訂的為佳本，世人
多愛讀之。又有三家注，如唐紀燮集孟氏、賈林、杜佑之注。五家之注，如賈隱林集魏武、杜牧、
陳皞，賈隱林，孟氏之注。杜佑為杜牧的祖父，彼並沒有注釋孫子，不過彼著通典引用孫子的話
加以訓釋而已。此外尚有宋鄭友賢的孫子遺說一卷，明劉寅孫子直解三卷，茅元儀的武備志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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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訣評一卷，及趙本學孫子注五卷，清郭偉的孫子金丹六冊，孫星衍的孫子注三卷，魏源的
孫子集注等百餘種。降及現代，雖有人作新的註解，但為數亦不多，佳者尤少，於此不能不令人
感到中國近代兵學的落後。 請看孫子的在日本：
據日人的考證：孫子傳到日本，為吉備真備從唐攜歸。自此而後，注釋之者風起雲湧，有：
林羅山的孫子諺解，山鹿素行的孫子諺義，荻生徂徠的孫子國字解，伊藤子德的孫子詳解，新井
白石的孫武兵法選，佐佐木琴臺的孫子合契，犬飼博的孫子活說，藤畸司直的孫子發微、河田東
岡的孫子句解，佐藤一齋的孫子副詮。藤井節齋的孫子口義詳解，平山行藏的孫子折衷，三上致
之的孫子集說，吉田松陰的孫子評註，尾池宜卿的孫子。其見於七書的有： 岡重秀的七書正義，
中村經年的七書童觀抄，神田白龍的七書俚諺抄（內有孫子）等，其中則以伹徠、松陰之註為最
流行於世，降及近時，自從阿多俊介的孫子之新研究於一九三一年出現後，頓開註釋上一新面目，
於此書的前後，在軍人方面，有：海軍中將佐藤鐵太郎的孫子御進講錄，（著重於海軍用兵法上
的研究，為教授日皇而作，非賣品），陸軍中將落合豐三郎的孫子例解，緇重兵大尉岡本茂的古
代東洋兵學孫子解說，陸軍士官學校教官尾川敬二的孫子論講，陸軍『肉彈』少將櫻井忠溫的孫
子，空軍少將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等。在哲學家，政治家方面，有：福澤諭吉的孫子評註，大谷
光端的孫子新詮，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福本椿水的孫子訓註，板井末雄的孫子評釋等，有作一
般研究，有著重於哲學的研究，有著重於政治外交的研究，有著重於海軍理論的研究，有著重於
戰史與名將言論的研究，有著重於近代戰爭理論的研究，有看重於典範令的研究，其研究的結果，
每多至數十萬言，務將這部古代的兵書，注入新的內容，使其適用於今日的時代。
孫子已成為世界的學問了，世界各國均有譯本，注釋書，除上述外，目下我看到英文的 Lionel
Giles, Captain Calthrop 兩氏的譯本。近我國亦有一種英譯本，譯者鄭麐氏（Cheng Lin)。

七 孫子的基本原理
我們研究某種學說，或某種著作，最重要的是尋出它的基本原理，或根本思想。但孫子的是
怎樣呢？孫子十三篇僅僅有六千餘字，而近時日人作現代化的研究，竟達數十種，約數百萬言。
一九三五年春初，我在日本熱海養病時，於無意中，讀到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大為驚異，春初
返東京，即陸續購全是類注釋書，以供參考，著手編著，一直到了是年十月間，第一次草稿方告
成，告成後，復以疾病纏綿，整理無力。但以不時的迴想，於無意中，卻發現了它的十大基本原
理，即解剖孫子的結果，主要的可分為這十大原理，其中不管篇名怎樣的不同，言詞怎樣的差異，
而歸納起來，不外是這十大原理的發揮，孫子的構成在此，孫子的偉大亦在此。十大原理是——
一、先知原理，二、計劃原理，三、自然原理，四、求己原理，五、全存原理，六、主動原理，
七、利動原理，八、迅速原理，九、祕密原理，十、變化原理，現將略述如下：
一、先知原理：這是說，在未戰之先，必需知道己彼天地的各種情況，以決定計劃行動，方
可取勝，其論據為： 謀攻篇說：『知已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
知己，每戰必敗。』地形篇說：『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但是怎樣纔會
達到『知』的目的呢？這，固須如始計篇說：『經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
五曰法。』與『較之以計，而索其情, 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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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而其主要的知彼方法，則為使用間諜，如用間篇說：『故明君賢將，
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著，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
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昔殷
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
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二、計劃原理：這是說，在未戰之先，必須定下周密的作戰計劃。然計劃生於先知，前已言
之，因為作戰計劃的良否，即周密或疏漏，對於全戰役，既有至大關係，且常決乎勝敗之事。如
始計篇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
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軍形篇說：『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
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九地篇說：『運兵計謀，為不可測。』
又說『踐墨隨敵，以決戰事。』這不是一些明確的論據嗎？
三、自然原理：孫子這個原理，是淵源於老子。彼主張戰爭及戰鬥須因自然的情勢而實施（合
乎天地自然的法則），纔有勝利的可能，且易於勝利，而反對人為的勉強的戰爭及戰鬥，認為這
樣必致失敗。彼在軍形篇說：『古之所謂善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
功。……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又在兵勢篇說：『故善戰者，求之於勢。
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再在虛實
篇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更於戰鬥實施時，須置士
卒於死地，以期利用其自然之情而收偉效，如九地篇說：『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
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鬥。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
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同篇又說：『帥與之登高，而棄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
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同
篇再說：『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鬥，逼則從。……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
四、求己原理：戰爭之事，不管敵人如何，最重要的先求本身的強大，即自己先立於不敗之
地，然後方能乘機取勝。近年來各國所實施的各種國防計劃，不外是在這個原則之下而努力著。
閑話休題，請看孫子的名言：彼在軍形篇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
勝在己，可勝在敵。』同篇又說：『故善戰者，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
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敗，而後求勝。』又在九變篇說：『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再在九地篇說：『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
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這在今日，是多麼發人深省呢!
五、全存原理：用兵的最高理想，是以彼我不經血戰，即全存，使敵屈服於我。因為這樣的
勝利，才是完全的勝利，最善的勝利。其所採取的策略為政治、外交、經濟諸端，然必須擁有龐
大的軍備為背景。如謀攻篇說：『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
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
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此兩項指用外交等策略)，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同篇又說：『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 而非攻也；毀人之
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因為戰爭是勞民傷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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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作戰篇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
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用，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用間篇又說：『凡興師十萬，出
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故
戰而勝，其犧牲亦不免，然拔人城，毀人國，其禍根亦愈深。所以在用兵上，必須奉『不戰而屈
人之兵』為最高原則。
六、主動原理：這是說，在作戰時，我必須掌握著戰場的支配權，常立於主動地位，陷敵於
被動地位，處處受我左右，惟我的意圖是從，而我的動作則自由自在，出其意表而攻之，必可取
勝。如虛實篇說：『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
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
動之。』同篇又說：『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
畫地而守之，敵不得不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専而敵分，我專為一，敵
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兵勢篇亦說：『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
七、利動原理：孟子喜談仁義，而不談利。孫手則著重於利，這是兵法家與儒學家不同之點。
利與戰爭有密切關係的，孫子把它分為三點：一、見利而後戰，如九地篇說：『合於利而動，不
合於利而止。』火攻篇說：『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
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軍爭篇說：『故軍爭為利 ……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
二、以利鼓動我的士卒，如作戰篇說：『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
軍爭篇說：『掠鄉分眾，廓地分利。』九地篇說：『施無法之賞』是。三、以利引誘敵人，如始
計篇說：『利而誘之』。兵勢篇說：『以利動之，以卒待之。』軍爭篇說：『故迂其途，而誘之
以利。』九變篇說：『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虛實篇說：『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是。
八、迅速原理：孫子原是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倘若不得已而戰，則以速戰速勝，把戰
事結束得愈速為愈佳。不然，拖延下去，演成長期的持久戰，這不獨生命經濟犧牲浩大，且釀成
『漁人得利』之虞。所以孫子在作戰篇力說：『其用戰也，貴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
兵聞拙速，未靚巧之久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
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
甲胄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兵貴勝，不貴久。』因此，在作戰上，必須
採擇迅速的行動，如九地篇說：『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軍爭篇說：『故其疾如風，…… 侵掠如火。』
現代的速戰速決主義，實胚胎於此。
九、祕密原理：在軍事上，如作戰計劃，企圖行動及一切措施必須保守密，不為敵知，方可
收效。請看孫子的名論：始計篇說：『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軍形
篇說：『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虛實篇說：『出其
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故吾之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同篇又說：『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
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
以制勝之形。』軍爭篇說：『難知如陰』。九地篇說：『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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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同篇又說：『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拆符，無通其使。……是故，始如
處女。』用間篇說：『事莫密於間，……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十、變化原理：這是說：一切戰法，必須因時因地因敵而使用，決不可拘泥於一端。好比今
日所用的戰法為是，明日未必為是；再此地為良法，在彼地未必為良法；對此敵為制勝之術，對
彼敵未必為制勝之術；要之，必須盡其運用變化之妙才可。孫子于此發揮其高深的哲理說：『凡
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
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
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孰能窮之哉？』——見兵勢篇。虛實篇又說：『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
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關於這，孫子更具體地提供一些應變的原則說：『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
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見軍爭篇。『圯地無舍，衢地合
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
命有所不受。』——見九變篇。
上述十大原理，我僅著重於材料的整理，尚未作詳細闡明，繼雖發現一些其他原理，亦未暇
加入，擬俟諸異日另寫専書。又，孫子這十大原理，不獨可應用於軍事上，且可應用於政治鬥爭
上，經濟鬥爭上，以及一切鬥爭上，孫子的原理真是不朽！

八 孫子的偉大
日本近世大史家賴山陽氏很愛讀孫子，曾評孫子說：『與其說是兵學的書，不如說是文學的
書。』其他各家對於孫子，有評為『兵學聖典』，有評為『不朽不滅的大藝術品』，或『外交教
書』，或『政治秘訣』，或『人生哲學』。所以古今的軍事家，固不用說，即政治家，文學家亦
莫不研究孫子。
在我國：如張良、韓信、鄧禹，曹孟德、諸葛亮、杜預、唐太宗、李靖、蘇老泉、王安石、
歐陽修、岳武穆、劉伯溫等均為研究孫子的代表者。韓信於紀元前二百零四年在井陘口布背水陣，
大破趙軍，事後部下問以取勝之理，彼答道：『兵法不是說過嗎？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
後生。』這兩句話出自九地篇。『亂世奸雄』的曹孟德，彼為註釋孫子的開山祖，其序說：『吾
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諸葛亮於後出師表中評曹說：『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
也，彷彿孫吳。』然『惟英雄能知英雄』，於此亦足見諸葛亮對孫子的研究。至於蘇老泉在文學
上批評孫子說『孫吳之簡切』……降及近代，如太平天國諸將皆研究孫子，即曾國藩、胡林翼等
均受孫子的影響很大。
其在日本：日本古代各種兵法，如甲陽軍鑑，信玄全集，兵法記，兵法秘傳等書，其中心思
想，均出自孫子，武田信玄很崇拜孫子，彼曾錄軍爭篇：『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
動如山』四句，塗上軍旗，豎於軍門。（附圖）又，八幡太郎受兵法於大江匡房，陸奧之役，由
於悟起行軍篇：『鳥起者，伏也。』故看見雁鳥的亂然飛起，遂斷為有敵的伏兵，得免於危。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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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近代，如日俄之役，聯合海軍總司令東鄉元帥於對馬大海戰，大敗俄國的海軍，其陣法出自孫
子，彼於出發時，曾攜有孫子隨身，於戰勝後，道其戰勝之理：『以逸待勞，以飽待饑。』這二
句話，出自軍爭篇。又，是役的陸軍大將乃木希典，於戰勝後，曾以私費出版孫子諺義贈友。曾
任陸軍教育總監的真崎甚三郎大將於尾川敬二的孫子論講中題以『以正合，以奇勝。』這二句話，
出自兵勢篇。過去日軍侵華時，中央公論社曾將大場彌平著的袖珍孫子一書加印五千冊，分贈侵
華倭軍。
至在歐洲：拿破崙於陣中，常手不停披法譯孫子，（按係當時法國到東方傳教的教士，攜原
本返本國所譯成者）。威廉第二於沒落的僑居中，看著歐譯孫子，曾發了這樣的浩嘆：『在二十
年前，倘若讀到這書，則……』因為最感動他的是火攻篇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
而致戰；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
生。』蔣百里先生的傑作國防論，其中有一文3曾述及彼見伯盧麥將軍於柏林南方森林中的別墅，
按伯氏曾任普法戰爭的普軍大本營作戰課長，又為世界馳名的戰略論的著者，當時以手撫彼肩
說：『好為之矣，願子之誠有所貫徹也！抑吾聞之：拿破崙有言：『百年後，東方將有兵略家出，
以繼承其古昔教訓之原則，為歐人之大敵也。』子好為之矣！』彼又點睛說：『所謂古昔之教訓
云者，則孫子是也。（是書現有德文譯本，余所見也。）』於此，亦足見歐洲軍人對孫子的注意。
孫子真是世界一部不朽的兵學寶典! 最後我且引日本漢學家山鹿素行的話來作本篇的結語，使讀
者對孫子先知一個梗概，然後再往下研究。
始計一篇者，兵法之大綱大要也。作戰謀攻次之者，兵爭在戰與攻也；戰攻相通，以形
制虛實，是所以軍形兵勢虛實并次；此三篇全在知己，知己而後可軍爭；軍爭有變有行，故
軍爭九變行軍次之，是料敵知彼也；知彼如己而後可知天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 地形
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時日者天也。計始自迄修功，末嘗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間於篇末，三軍
所恃而動也。然始計用間二篇，為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之綱領，軍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矣。
作戰謀攻可通讀，形勢虛實一串也，九變行軍一貫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附水攻也。始
計用間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勢。文章之奇不求，自有無窮之妙，讀者不可忽。——原文
錄自山鹿素行著孫子諺義。 （附表）
一九四六、三、十二日草於 南 京
一九四七、一、七 日 訂正於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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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武田信玄的軍旗

（附表）孫子兵法鳥瞰表
篇數

篇名

摘要（山鹿素行）

摘要45

一
二， 三
四，五，六
七，八，九
十，十一，
十二
十三

始計
作戰 謀攻
軍形 兵勢 虛實
軍爭 九變 行軍
地形 九地 火攻

兵法之大綱大要
兵爭在戰與攻 戰攻相通
以形制虛實 知己而後可軍爭
知彼
知天時地利

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 要審查
貴拙速 全爭為上 破敵次之
修道保法 正合奇勝 擊虛避實
爭利 變通 處軍相敵-用兵
地之道 將之道 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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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註：
1

中國歷史朝代年表

來源：www.wikipedia.org

Dynasty
Three Sovereign Ones and the Five
Emperors
Xià Dynasty

三皇五帝
夏

Sān huáng
wǔ dì
Xià

Shang Dynasty

商

shāng

Western Zhou Dynasty

西周

xī zhōu

Eastern Zhou Dynasty

東周

dōng zhōu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arring States Period

春秋
戰國

chūn qiū
zhàn guó

Qin Dynasty

秦

Qín

Western Han Dynasty

西漢

xī hàn

Xin Dynasty

新

Xīn

Eastern Han Dynasty

東漢

dōng hàn

Three Kingdoms

三國

Sān guó

Western Jin Dynasty

西晉

xī jìn

Eastern Jin Dynasty

東晉

dōng jì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南北朝

Nán běi cháo

Sui Dynasty

隋

Suí

Tang Dynasty

唐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五代十國

Northern Song Dynasty

北宋

táng
Wǔ dài shí
guó
Běi sòng

Southern Song Dynasty

南宋

Nán sòng

Liao Dynasty

遼

Liáo

Jin Dynasty

金

Jīn

Yuan Dynasty

元

Yuán

Ming Dynasty

明

Míng

Shun Dynasty

順

Shun

Qing Dynasty

清

Qīng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

Traditionally divided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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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
和國

孫臏兵法 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東漢以後就失傳了。因此後人曾推測孫臏就是孫武，認為孫
臏兵法 就是孫子兵法。直到 1972 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竹簡本的孫臏兵法和孫子
兵法，才改變了學界的認識, …。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孫臏兵法
2

3

國防論 by Jiang Bai Li 蒋百里 來源 http://share.ovi.com/media/mdmailbo-59.333/mdmailbo-59.10022
第六篇中國國防論之始祖（孫子新釋民國二年著）
緣起
往者往東，得讀大戰學理及戰略論諸書之重譯本，嘗掇拾其意義附詮於孫子之 後，少不好
學，未能識字之古義，疑義滋多焉，庚戍之秋，餘將從柏林歸，欲遍謁當世之兵學家，最
後乃得見將官伯盧麥，普法戰時之普軍大本營作戰課長也。其著 書戰略論，日本重譯者二
次，在東時巳熱聞之矣，及餘之在德與其侄相友善，因得備聞其歷史；年七十餘矣，猶好
學不倦，每歲必出其所得，以餉國人。餘因其侄之 紹介，得見之於柏林南方森林中之別墅。
入其室，綠蔭滿窗，群書縱橫案壁間，時時露其璀璨之金光，而此皤皤老翁，據案作書，
墨跡猶未乾也。餘乃述其願見之誠 與求見之旨。將軍曰：“余老矣，尚不能不為後進者有
所盡力，行將萃其力於戰略論一書，今年秋當能改正出版也。”乃以各種材料見示，並述
五十年戰略戰術變遷 之大綱，許餘以照片一，戰略論新版者一，及其翻譯權，方餘之辭而
出也，將軍以手撫餘肩曰，“好為之矣，願子之誠有所貫徹也，抑吾聞之，拿破崙有言，
百年 後，東方將有兵略家出，以繼承其古昔教訓之原則，為歐人之大敵也。子好為之矣！”
所謂古昔之教訓云者，則孫子是也（是書現有德文譯本，餘所見也）。頃者重 讀戰略論，
欲舉而譯之，顧念我祖若宗，以武德著於東西，猶复留其偉跡，教我後人，以餘所見菲烈
德、拿破崙、毛奇之遺著，殆末有過於此者也。子孫不肖，勿克 繼承其業，以有今日而求
諸外，吾欲取他國之學說輸之中國，吾盍若舉我先民固有之說，而光大之。使知之所謂精
義原則者，亦即吾之所固有，無所用其疑駭，更無 所用其赧愧。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
放諸四海而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嗟夫，數戰以還，軍人之自餒極矣，尚念我先
民，其自覺也。

4

編者註: 附本書孫子十三章每章節要如下。
•

•

始計第一：
戰爭是古今國家間所不能避免的現象。然戰爭必須『始計』——首先確立週密的作戰計劃，
誠以戰爭的勝敗，恆決於此。五事七計乃作戰計劃的大本，次外，又提供十餘項所謂『詭
道』的原則——政略戰略戰術的原則。
作戰第二：
本篇以速戰速決主義為中心，反復痛陳久戰之害。於糧食，主張『因敵』；於俘虜，主張
收編；最後則強調將帥的重要性，以結束全篇，意思尤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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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攻第三：
本篇以提倡『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存主義，為用兵的最高則，即是說運用外交的解決，
勝於武力的攻取。此外，並力言統帥權的獨立，與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軍形第四：
戰爭必須先立於不敗之地，而完成之法，則為『修道保法』—— 實現軍隊之精神物質的兩
全主義。攻守以保持行動的秘密為最上，一經發覺敵的敗形（虛隙），即集中無比的威力，
一舉而殲滅之。
兵勢第五：
用兵之法不外奇正兩端，活用奇正，便可制勝。而導致戰鬥於有利，以發揮部下的特長，
亦為本篇的要點，與次篇成為姊妹篇。
虛實第六：
戰鬥貴立於主動地位，避實擊虛，與因敵變化，以決策制勝。唐太宗說：『朕觀諸兵書，
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
軍爭第七：
軍爭是兩軍相對而爭利，有爭戰略戰術的利益，有爭財貨領土的利益。孫子認為戰爭的勝
敗多決於軍隊的機動，故在這篇裏倡導機動的用兵，如『以迂為直』，便是一大原則。後
面所述的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的四治，及八項的用兵之法，亦為讓讀者不可忽略的要
點。
九變第八：
九是數之極，九變不限於九種變化，而是多種多樣變化的意義，與『七變八化』，『千變
萬化』的意義相同。利害為戰爭的指針，先述為將者遇利害應知所變通，次述對敵運用利
害，最後則指出為將者五種有害的性格，而促其省察。首尾一致，天衣無縫。
行軍第九：
這篇的篇名，若以近世的兵語解釋，則頗相當於旅次行軍，戰備行軍。發端的『處軍相敵』，
為全篇的綱領，即說在局地的軍之戰鬥法，與依各種徵候而判斷敵情；故相信此『行軍』
以解為『用兵』較為妥當。與九變、軍爭諸篇並讀，自可澈底了解。
地形第十：
本篇為九變、九地的姊妹篇，先把戰場分為六種，論其性質與戰法，次從軍隊的素質上分
敗兵為六種，而喚起將帥的責任心。最後，又論知已如彼，而加入知天知地，作為『全勝』
的要訣，以完作戰篇的餘意。
九地第十一：
本篇可看做九變、行軍、地形諸篇的補遺，其中反復論述九種地勢的活用法，用兵貴因士
卒自然之情，『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便是本篇理論的重心。
火攻第十二：
火攻為戰鬥的補助手段（有時成為主要手段），內舉五種火攻法，天時風向利用法，并附
帶論及水攻；因為孫子倡導速戰速決，故不擇手段，主張運用殘酷的火攻水攻；又正因這
樣，所以最後則警告為元首將帥者應鄭重將事，不可輕啟戰端。
用間第十三：
孫子的戰爭基本觀念：第一步為運用外交手段，不戰而達成我意志；第二步為不得已而戰，
戰則必速，然均須先明瞭敵情。故在這最後一篇大書用間論，分間諜為鄉、內、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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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五種，而以反間具有重大價值，並主張選擇第一流智者（專家）充當間諜。吉田松陰說：
『孫子開卷言計，終篇言間，非間何以為計，非計何以為間，間計二事，可以終始十三篇
矣。』
5

編者註：參考＂文二：孫子十三篇大旨＂
孫子兵法總檢討 李浴日著 http://www.leeyuri.org/PDF%20Traditional/a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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