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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系列：結語 

李仁繆 

目 次：一、引言；二、中國行總結；1．雷州市，2. 羅定市, 3.廣州市, 4. 上海市, 5. 南京市, 6. 蘇州市,7. 台北市,8. 羅

浮山；三、未來展望。 

 

一、引言 

為紀念先父李浴日將軍與先母賴瑤芝女士傳揚中華兵學的志業，吾等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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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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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首將將廣州市設為第一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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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系列〉則是

這次旅行後，總合資料，撰寫了《雷州市》、《羅定市》、《廣州市》、《上海市》、《南京

市》、《蘇州市》、《台北市》、《羅浮山》八個單元的系列報導，涵蓋了先父母主要的人生旅

程，為未來“父母的心路與行腳”紀錄片制作的腳本。 

二、中國行系列總結； 

1．雷州市（先父 1908-25） 

1908 年 4 月 12 日先父李浴日將軍出生于今廣東省雷州市客路鎮後坑仔村祖宅，入本地私塾與教

會小學。 

2018 年 5 月 8-10 日筆者首度返鄉，首到李氏宗祠祭祖，會見仁字輩堂兄弟仁禮、仁謙、仁語、

仁模、仁策、仁奇（遂溪縣）與三位堂姐和侄甥多人，造訪先父故居、連順公祠與寳石厝（現為

空地），並獲贈《上院李氏族譜》一份。 

   
左：李仁語、李仁禮、李仁模、李仁繆、李仁雄、李仁策、李仁謙      黄婧婧（左一）李素英（左五）黄自强（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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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浴日故居                                           連順公祠                                           李氏宗祠 

2．羅定市（先母 1914-26） 

1914 年 4 月 23 日先母賴瑤芝女士出生於今廣東省羅定市連州鎮雲致村，曾就學於當地萬車鄉私

塾與羅定縣真道小學。 

2018 年 5 月 5 日筆者隨興來到先母的祖籍，竟然巧遇賴氏族人，隨後到賴氏宗祠祭祖，並獲贈賴

氏族譜一份。 

  
                 表侄秀雄（左三）秀峰（左四）兩家合影               棣超表哥、表嫂（右二三）與婿孫合影 

   
                            今位于木坪村倒流車的賴氏宗祠大门                                                  先母手繪雲致村祖宅 

3．廣州市（先父 1925-27，先母 1926-38）與韶關（先父母 19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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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 1925年從廣州八桂中學畢業，1926年入廣州廣雅中學高中，後赴上海、日本進修，1938年

回廣州任職 64軍。先母於 1926-38年赴廣州就讀清水濠小學、知用中學、執信中學、國立中山

大學農學系。兩人 1938年在廣州市新河浦 64軍軍長李漢魂吳菊芳夫婦家中介紹相識，1939年在

廣州附近的韶關臨時省府共事並訂婚，1940年在連縣結婚。先父於 1941年在曲江創辦「世界兵

學社」，發行世界並學月刊外，還著述出版多本著作：《行政的科學管理研究》（1940） 、

《世界兵學》月刊（1941）、《閃電戰論叢》（1941）、《中山戰爭論》（1942） 、《克勞塞

維茨戰爭論綱要》（1943）、《兵學論叢》（1943）、《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1943）。 

2018 年 5月 4至 6日間，筆者來到廣州市，探訪了先父母曾就讀的廣雅中學、中山大學，與廣州

塔、黄埔軍校、黄花崗、中山紀念堂、六榕寺等多個名勝古跡。 

            
《行政的科學管理研究》（1940）  《世界兵學》月刊（1941）《閃電戰論叢》（1941）《中山戰爭論》（1942）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綱要》（1943） 《兵學論叢》（1943）  《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1943） 

4．上海市（先父 1928-33，1937-38） 

1928 年先父自廣雅中學畢業後，赴上海暨南大學修習政治，1932年畢業前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

時 ，因參加上海各界「抗日救國會」，被日軍逮捕拘留長達 22天，撰《滬戰中的日獄》。1933

年赴河北定縣作平民教育田野考察，寫成《定縣平民教育》與《行政的科學管理研究》二書，後

赴日深造。1937年春，從日本中央大學學成歸國返滬，11月在廬山為蔣介石接見，著有《孫子

兵法之綜合研究》（1937）、《抗戰必勝計劃》（1937）與《空襲與防空》（1938）等書。 

2018 年 5月 22日筆者來到當年先父在上海被日軍押送的北四川路與寳興路口凴吊悲慘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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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滬戰中的日獄》(1932) 《定縣平民教育》(1933)《孫子兵法之综合研究》(1937)《抗戰必勝計劃》(1937) 

    
 《空襲與防空》（1938）    1932 年被拘于北四川路日本司令部                今四川北路石庫門   

5．南京市（先父母 1946-48） 

1946 年抗戰勝利後由重慶返南京，先父恢復「世界兵學社」，復刊《世界兵學》月刊，出版自著

《兵學隨筆》，出任國防部政工局同少將副處長，還到蘇州探訪孫子遺跡。1947 年出版《孫克兵

學新論》、《大戰原理》與《孫子新研究》，著手編纂《中國武庫》 ，發行《世界兵學》月

刊 ，並出版當代兵家兵書多冊。1948年主持修建蘇州孫子亭計劃，年底因内戰吃緊，臨時改為

建碑，於 10月出版《世界兵學》月刊最後一期。 

2018 年 5 月 15-17 日吾等來到南京市，除了探訪當年先父母在四條通的故居外，還逰覽了總統

府、明故宫遺址、南京博物院、秦淮河、夫子廟、玄武湖、 雞鳴寺、鼓樓與大屠殺紀念舘等地。 

    
      《兵學隨筆》（1946）  《孫子新研究》（1947）  《孫克兵學新論》（1947）    《大戰原理》（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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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兵學》月刊復刊号（1946）《世界兵學》月刊末期（1948）   1947年南京四條通巷舊址 

6．蘇州市（先父 1946-49） 

1946 年先父曾多次赴蘇州探勘孫子遺跡，1947 年先父與愛好孫子諸友在南京成立了「孫子紀念

亭籌建委員會」，期為這位巨人完成一座巍峨堂皇的〈孫子紀念亭〉。1948 年由於國共戰事吃

緊，祗得臨時放棄「建亭」的計劃改為「建碑」，后〈孫子紀念碑〉建成于蘇州虎丘山真娘墓東

側與東嶺千人石畔的空地，但毀于 1951 年； 1984 年于原址改建為〈孫武子亭〉。原「建亭」計

劃中包括構建〈孫子十三篇全文碑〉於亭側，汪東書錢榮初刻的全文碑完成于 1949 年。 

2017 年底與 2018 年 5 月 13 日二行蘇州，除了追尋先父當年足跡，探視〈孫子十三篇全文碑〉原

勒石外，還遊覽了孫武紀念園、碑刻博物館、山塘街、虎丘、孫武子祠、一榭園、穹窿山、孫武

文化園等名勝古跡。 

     
           1949 年〈孫子紀念碑〉      1984 年建〈孫武子亭〉       今〈孫子十三篇全文碑〉原勒石   

7．台北市（先父母 1950-55，先母 1955-73） 金門（先父 1953） 

1950 年春，全家從香港大澳遷回祖國臺灣汐止，常到靜修院寫作，「世界兵學社」在臺灣復業，

發表〈東方凡爾賽——臺灣〉、〈從孫子兵法證明共軍攻台必敗〉、《臺灣必守鐵證》、〈依克

氏戰理論臺灣攻防戰〉等，出版台版《孫子兵法新研究》、《兵學隨筆》、《克勞塞維慈戰爭論

綱要》等書。1951 年出任《實踐》月刊總編輯，出版《實踐》月刊。1952 年發行《國父革命戰

理之研究》與《決勝叢書》。1953 年 6 月，出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少將高級參謀兼任《戰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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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主編、社長，到 1955 年 8 月 7 日逝世止，總計發行《戰鬥》月刊 24 期 22 刊。其後先母繼持

「世界兵學社」業務，直到 1973 年赴美為止，期間出版《孫子兵法總檢討》（1956）、《中國

兵學大系》（1957）與逝世三週年特刊（1958）  等書。        

2018 年 5 月 21-24 日間吾等來到先父仙逝與兒時故鄉的今新北市永和區，還探訪了附近的中和圓

通寺、木柵指南宮、汐止忠順廟、新店碧潭與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總統府、新公園和當年念書

的學校等地，此行雖然夏日炎炎但卻充滿了兒時快樂的囘憶。 

     
《臺灣必守鐵證》（1950） 《孫子兵法新研究》（1950）《克勞塞維慈戰争論綱要》（1951）《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1951） 

    
  《兵學隨筆》（1951）  《決勝叢書》合訂本（1952）  《戰鬥》月刊首刊（1953）  《戰鬥》月刊末刊（1955） 

   
               《孫子兵法總檢討》（1956）《中國兵學大系》（1957）逝世三週年特刊（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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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全家到忠順廟郊遊         曾厝圓通禪寺納骨塔（1955-97） 

8．羅浮山（先父母 2016- ） 

筆者為了感謝先父母養育之恩、緬懷先父母的兵學志業、完成先父母落葉歸根的遺願，2016年在

距廣州一小時車程的廣東省惠州市博羅縣福田鎮接仙橋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建成李浴日將軍紀

念碑暨夫人衣冠塚一座。 

今 2018 年 5月 4日吾等此行在到達廣州後的第二日，即馬不停蹄的與首次到來的二哥仁雄一行

四人自廣州驅車前往謁靈掃墓，善盡人子之孝。 

  
                                       李浴日紀念碑頭像                                                         李浴日紀念碑全景 

三、未來展望 

此次中國行歸來，吾等希望來日能夠囘餽鄉里扶貧脫困共進小康。在雷州，計劃籌辦李浴日研討

會，傳播先父傳揚兵法的精神；整修祖厝籌建李浴日紀念舘，展示我雷州志士的史跡；未來籌設

雷州孫子研究會，培養兵學人才，為未來發展兵學教育基地暨創意產業園區而打基礎。另外在先

母祖籍羅定雲致村，希望能重建先祖的「培之舘」，傳承賴氏祖宗興學勵志的家族傳統。 

其次筆者亦希望能探訪先父母生前曾落腳的其他城市，如日本京都與熱海、廬山、武漢、南潯、

重慶、杭州、香港大澳、台灣金門、越南河内、雲南昆明、澂江、與美國等地，完整地感受先父

母的經歷，重建父母當年的生活情景，以盡全功。【註：先 父曾於 1933-37年在日本中央大學深

造，1934年治病於熱海，期間開始譯著並草成《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一書。1937 年返滬，11

月在廬山為蔣介石接見，呈獻《抗戰必勝計畫》。1938 年 6月武漢蔣介石召見於武漢，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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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孫子兵法證明抗戰必勝”。1938年秋贛北前線工作。1940 年在浙江南潯前線參加戰鬥四個

月。1944 年底至 1946 年初赴重慶任陸軍大學少將教官。曾于 1937 年赴杭州西湖養病，1947 年

夏重遊西子湖，在杭州舊書攤上，購得一部明版《孫子兵法》。1949-50 年暫居香港大澳等待赴

台。先母曾於 1938 年隨中山大學經由越南河内、昆明、西遷到雲南澂江，1973 年移居美國。】 

     
                               1938 年所攝                1949 年于香港大澳               

最後，筆者希望能總合所有資料，親手制作先父母的傳記紀錄片，將其獨特的人生與對中華文化

的貢獻，以三維界面的形式深切地闡述先父母的功業，以為後世之典範，並藉此來實踐吾等孝念

父母、慎終追遠、飲水思源的中華孝道，遙祭先父母在天之靈。 

 

李仁繆謹記 2018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