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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為了紀念先父母傳揚中華兵學的志業，吾等籌謀以紀錄片的形式為先父母制作一部新的傳記，定

名為“父母的心路與行腳”。而“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則是為了走訪先父母在中國曾經

生活過的八個主要城市，於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24 日間與二哥仁雄一同作的田野旅行。“父母

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系列〉乃是這次旅行後所撰寫包含八個單元的的系列報導，寄望日後能

以這〈中國行系列〉為腳本，總合其他美國與日本的資料來制作“父母的心路與行腳”傳記紀錄

片。 

二、為何要制作傳記紀錄片 

1）先父母生逢中國動亂最頻繁的近代，一生歷經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軍閥割據、北伐戰爭、

國共分裂、中日戰爭、國共内戰、政府遷台與兩岸分治。正如所有同時代的中國人一樣，飽受了

戰爭迫害、遷徙流離、物質匱乏、妻離子散之苦。但是先父畢生秉持救人救世之志，從政治救國

轉而投身兵學研究，發揚中國兵學介紹世界兵學為職志，除了著書立説外，還創立兵學出版社來

介紹世界各國兵學，戮力發展兵學來行強兵強國之道，足為所有中國人的楷模，他的傳記定可喚

醒所有人對我中華民族歷來所受的苦難記憶，藉鑑往知來明鑒歷史，進而奮發圖強傳承創新。 

2）先父李浴日將軍是位兵學家，他是我國近代著名軍事學家、現代中國文人從事軍事學研究的

先驅者、中國現代軍事理論體系的主要倡建者、亦是民國時期《孫子兵法》研究第一人。他一生

奮鬥愛國，早年從學生運動、抗日活動、平民教育、科學行政、參軍作戰、著書立説、出版兵書

一直到主編月刊。綜觀其生平，他不但是位兵學家、還是個實業家、更是一位思想家。本其獨特

人生的演繹與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吾等自當為其立傳，以為後世之典範。 

3）編纂新的傳記乃是為了記述先父的生平與歷史，以紀錄片的形式來編纂，不但俱有聲光特

效，也可以加入不同文字語音，以三維界面拉近讀者與當者的距離，更能深切的陳述闡釋先父母

的傳奇人生。 

三、“父母的心路與行腳”命名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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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是中華文化中最重要的美德之一，也是儒家家庭倫理的核心。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孝道

不僅是孝敬父母，更是「人倫之公理」與「仁」的根本。為了感謝先父母養育之恩，緬懷先父母

的兵學志業，編者希望親自走一遭先父母所生活過的城市，實地感受先父母的經歷，重建父母當

年的生活情景，找出歷史的蛛絲馬跡，深入了解他們人生的變遷，從而剖析先父志業的轉折。因

此將此傳記紀錄片定名為“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以盡人子之孝並慰在天之靈。 

四、制作“父母的心路與行腳”的計劃 

為了制作“父母的心路與行腳”計劃，需要先組織一個中國旅程，從父母的出生地開始一路走過

他們當年所落腳過的城市，除了拍攝當前的市景照片現貌外，還要深切體會當時氛圍與時代背

景，再從他們的口述與手書中整理出當年的事跡，加上找尋探訪親人故舊所搜集來的史料，重新

串聯起來，彙編成〈中國行〉系列報導，然後依序制作紀錄片，最後在網上登錄以示世人。 

五、受邀參加第三屆孫武文化系列活動 

2017 年 12月初收到韓勝寳社長發來的電子郵件，徵詢參加 2018年 5月 12日在蘇州擧辦的第三

屆孫武文化系列活動與在學術交流會中講演的意願，剛好筆者計劃 12月下旬到上海一遊，於是

相約 12月 26日在蘇州相會討論細節。當日與子女從上海搭高鉄赴蘇州，恰在車站巧遇韓社長同

車來到蘇州，並一起來到孫子紀念園，與孫則寧、韓雪晨等幹部們開會，會中確認李浴日家族受

邀參加盛會，所有參加人員由主辦單位負責在蘇州的招待，議定由「李浴日紀念基金會」名義代

表出席學術交流會，並推派一人講演關於李浴日子女在美國是如何傳揚中國兵學與先父的兵學志

業，講演時間以 15分鐘為限。會後參觀了紀念園展示區，並受邀與相城區文聯主席席逢春共進

午餐，餐後參觀蘇州碑刻博物館，由談世茂先生介紹舘内現藏先父于 1948年請汪東書錢榮初刻

的〈孫子十三篇全文碑〉，然後由韓雪晨先生陪遊蘇州山塘街，再搭高鐵返上海。 

六、中國旅遊行程初步方案 

2018 年 1月初返美後稟告眾兄姐蘇州會議的經過。1月中旬大家決定一齊參與該孫武活動，推舉

李仁繆為在會中發表專題講演的代表，並附議順勢同遊中國。1月下旬仁繆在收到邀請函（附

1）與大會方案（附 2）後，設計了一套兩周的中國旅遊行程初步方案（附 3），包含兩大主軸：

一是蘇州盛會，二是補辦先父母紀念碑/衣冠冢的開光儀式暨祈福法會（附 4），還附帶廣州、

杭州、蘇州、上海與北京的自由行，讓兩位從未囘過大陸的姐姐們一睹國内的盛況。2月上旬兩

位姐姐積極辦妥了中國的旅遊簽證，大家也依序預定機票與酒店。但是 3月初時仁師突然通知改

變計劃，不再參與原定的所有行程，隨后兩位姐姐也各因家庭與健康因素而退出原定旅遊計劃。 

七、“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計劃 

鍳于形勢丕變，雖然不能五人同行，但是基於原先參加孫武活動之約，此次中國行勢在必行。但

是一趟遠行不易，幾經思索如果能同時能進行“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的制作之旅，不僅相

得益彰而且更具意義。於是向二哥仁雄申述此意，經得首肯后，將原有的二周中國家庭團聚之

旅，擴展成三周半的中國八城行，為實踐謀劃已久的“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之夢想邁出第一步。

為了行程的便捷與順綏，設計了“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計劃（附 5）：將廣州市設為第一

站，因為廣州與附近的韶關是先父母早年參加學生運動、學習與后來事業工作和結婚之地，而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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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附近的惠州則是先父母紀念碑/衣冠冢的所在地，再則距廣州兩小時車程的羅定市是先母的家

鄉。第二站到南方的雷州市祖籍，為先父祭祖掃墓。其次轉往蘇州參加孫子盛會，傳揚先父之

學，並探討當年先父所營建的孫子紀念亭。然後就近轉赴南京，探視抗戰勝利后為國民政府工作

的所在地。再從南京飛往台北，探訪先父母隨國民黨政府遷到台灣後的居所，與先父仙逝和吾等

子女成長的故鄉。最後再由台北飛返上海，尋找先父當年所念的大學與因參與抗日活動而被日軍

覊押之地。 

八、“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系列報導 

本著天時地利與人和，從 5月 2日至 24日，花了約三周半的時間，順利地走遍了先父母生前所

生活過的八個主要城市，不僅拍攝到當前的市景照片，還遍訪親友故舊搜集史料，開始時僅慿一

心囘餽的信念空手入寳山，最終則是滿載而歸碩果累累。其後花了數月時間，總合經歷整理資

料，編纂了《雷州市》、《羅定市》、《廣州市》、《上海市》、《南京市》、《蘇州市》、

《台北市》、《羅浮山》的八個系列報導，涵蓋了先父一生主要的的人生旅程，堪為“父母的心

路與行腳”未來紀錄片制作的腳本。 

九、附表 

附 1：孫武文化系列活動邀請函 

 

附 2：孫武文化系列活動方案（由〈全球華僑華人孫武祭祀大典〉主辦單位提供） 

5月 11日：下午報到入住 

5月 12日： 

上午  

1. 全球華僑華人孫武祭祀大典:含工作人員及媒體記者總計 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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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孫武文化十三米簽名長卷簽名儀式 

3.球華僑華人向孫武銅像敬獻花籃儀式 

4.孫武后裔大型電視紀錄片開機儀式 

5.「孫武文化交流體驗基地」授牌儀式 

6.「小小兵法家」活動啟動儀式 

7.全球炎黃子孫共同弘揚孫武文化相城宣言 

8.孫武文化與全球華僑華人圖片展  

9.《孫武文化與全球華僑華人》一書首發式  

下午 

1.舉辦第三屆世界兵聖相城峰會一一孫武文化與全球華僑華人國際學術交流會 擬邀請美國李

浴日紀念基金會、 澳大利亞孫子兵法研究會、紐西蘭孫子兵法研究會籌委會、新加坡孫子兵

法國際沙龍、日本新華僑報派華人代表出席併發表演講;     

2.李浴日紀念基金會在會上贈送《李浴日全集》;         

3.邀請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國防大學孫子兵法研究中心、人民大學國學院及相關省市孫子

兵法研究會專家學者點評。 

5月 13日：游覽蘇州 

5月 14日：專車送上海         

附 3：中國旅遊行程初步方案 

日期 城市 上午活動 下午活動 酒店 

5/6   搭機出發 

  5/7 廣州 到廣州 珠江夜景 白天鵝賓館 

5/8 羅浮山 白雲山，廣州塔 羅浮淨土，禪修 羅浮紀念園 

5/9 杭州 李浴日開光祈福法會 搭機 2 小時到杭州 望湖賓舘 

5/10 杭州 西湖十景 西湖十景 望湖賓舘 

5/11 蘇州 靈隱寺 高鉄 1.5小時到蘇州 在水一方酒店 

5/12 蘇州 孫子祭典 國際學術交流會 在水一方酒店 

5/13 蘇州 虎丘/寒山寺 穹窿山 在水一方酒店 

5/14 上海 高鉄 1小時到上海 南京路，外灘 古象大酒店 

5/15 上海 陸家嘴金融區 豫園，新天地 古象大酒店 

5/16 北京 搭機 2小時到北京 王府井 四合院 

5/17 北京 故宮/天安門 頤合園/圓明園 四合院 

5/18 北京 長城 天壇/雍和宮 四合院 

5/19  北海 飛離北京 

  

附 4：開光儀式暨祈福法會摘要 

1）李浴日紀念碑開光儀式暨祈福法會時間表 

5月 8日：中午：廣州專車接行，下午: 入住廣東羅浮山人文紀念園，游覽, 晚上：晚齋/禪修 

5月 9日：上午：早齋，行禪/放生儀式/超度儀式/紀念碑灑淨，午齋，下午專車送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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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光之礼法事（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提供） 

1．人员安排 

岗位 人数 职责 服务要求 

襄仪 2名 

1. 引导家属配合法师完成仪式； 

2. 提前做好与法师和家属的联络工

作，协调工作交接； 

1.普通话标准； 

2.熟悉了解法事内容； 

3.根据现场调控仪式节奏；保持良好形象气

质。 

居士 2名 

1. 引导家属进行佛教仪轨； 

2. 指导家属佛教仪轨注意事项及动

作。 

1.熟悉佛教仪轨流程； 

2.佛教仪轨动作标准规范。 

法师 4名 1.举行佛教法事，为逝者超度洒净。 

1.正规寺院有相关经验法师； 

2.配合我司工作，与礼仪人员协调默契； 

3.准时，守时，预定时间不可迟到，未到。 

 

2．提供服务 

一、衣：提供居士服 30套。 

二、食：早餐 1顿、中餐 1顿、晚餐 1顿（均为素食）。 

三、住：禅房标间 15间、可住 30人。（如人员超过 30 人单独增加禅房费用） 

四、行：观光车落葬免费接送。 

五、法：祈福消灾法事 1场，超度超荐法事 1场，超度洒净法事 1场。 

六、禅：讲经堂禅修入门课程，行禅悟轮回。 
     

3．仪式流程                                               

流程 说明 人员 重点 场景 

预约法事 

客户预定后通知相

关法事负责人告知

时间人员。 

两名场控 

客户需提前 5天通知，工作人员在第一

时间内告知法师时间。并在仪式开始前

一天再次进行确认。 

前台 

抵达园区（前

日下午） 

抵达园区后安排住

宿，与法师见面，

沐浴更衣。 

一名居士 

一名法师 

安排好每个房间住宿和第二天早课时

间。 
 

禅修课程（前

日早上） 

居士引领进行禅修

课程 
一名居士 跟随居士相关禅修规定 

讲经堂 

 

行禅（当日早

上） 

由居士带领于罗浮

山行禅 
两名居士 换轻便服装及鞋子 盘龙道 

放生仪式（当

日早上） 

法师引领前往放生

池举行放生仪式。 

四名法师 

两名居士 

居士提前准备好放生物，家属可以自行

准备。 
放生池 

怀念堂超度

（当日早上） 

法师在怀念堂举行

超度仪式 

四名法师 

两名居士 
家里人员到齐。 怀念堂 

墓区洒净（当

日早上） 

法师前往墓地清净

道场 

四名法师 

两名居士 
落葬人员物品提前准备好。 墓区 

仪式结束（次

日上午） 
家属返程  

费用合计：20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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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方案 

日期 城市 上午活動 下午活動 酒店 

5/2 華府 聯航飛離美國華府 

  5/3 廣州 經鈕華科/香港 到達廣州，轉地鐵 廣州賓館 

5/4 廣州 廣州塔/珠江 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 廣州賓館 

5/5 廣州 羅定市連州鎮云致村 肇慶市（昌連開車） 廣州賓館 

5/6 廣州 黃埔軍校舊址 黃花崗烈士公園 廣州賓館 

5/7 廣州 中山紀念堂/廣雅中學 訪問工廠（昌連開車） 廣州賓館 

5/8 廣州/雷州 六榕寺 搭南航到湛江，轉車雷州 樟樹灣大酒店 

5/9 雷州 客路鎮后坑仔村祭祖 客路鎮親戚 樟樹灣大酒店 

5/10 雷州/湛江 客路鎮鎮委 遂溪縣親戚，轉湛江 鼎盛雲天酒店 

5/11 湛江/蘇州 搭上航到上海浦東 專車從浦東到蘇州 在水一方大酒店 

5/12 蘇州 孫子祭典 研討會 在水一方大酒店 

5/13 蘇州 虎丘 穹窿山 在水一方大酒店 

5/14 蘇州 金雞湖/拙政園 蘇州博物館/木凟古鎮/評彈 在水一方大酒店 

5/15 蘇州/南京 高鉄蘇州北到南京南 夫子廟 橘子水晶酒店 

5/16 南京 南京紀念館/明故宮 四條通舊居/秦淮河 橘子水晶酒店 

5/17 南京/台北 玄武湖/雞鳴寺/鼓樓 華信航空到台北桃園 日光會館 

5/18 台北 圓通寺/竹林路 中正紀念堂/台灣大學 日光會館 

5/19 台北 汐止 新店、碧潭 日光會館 

5/20 台北 指南宮 台北新公園/博物館 日光會館 

5/21 台北/上海 總統府/永和 國航到上海浦東 南新雅大酒店 

5/22 上海 北四川路/東寳興路 陸家嘴 南新雅大酒店 

5/23 上海 城隍廟/新天地 世博公園 南新雅大酒店 

5/24 上海/華府 人民公園 聯航經鈕華克飛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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