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之七；台北市 

2018 年 5 月 21-24 日 

李仁繆 

目 次 

一、引言； 

二、台北市簡介； 

三、1950-55 年在台北；1.事業發展，2. 安居樂業，3．英年早逝，4．志業永存； 

四、參觀遊覽；1．機場地鐵，2．圓通寺，3．中正紀念堂，4．總統府，5．指南宮，6．新公園，7．碧潭，8．舊時學校，9．街

景小吃； 

五、結語。 

 

 

一、引言 

“父母的心路與行腳”製作组中國行第七站來到了先父李浴日將軍仙逝之地台灣省台北縣（今新

北市永和區），這裏也是我的出生、成長、就學以至服義務兵役前的故鄉，雖然離開近四十年，

但囘鄉次數屈指可數，所以此行不單是要緬懷一位滿腔熱血終其一生報效兵學的巨人，猝然倒下

後對家庭和國家帶來的損失，也是要回味那兒時生活的點點滴滴，重溫自己過往人生的足跡。 

二、台北市簡介 

臺北市位於臺灣島北部的臺北盆地，是今中華民國的首都，也是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

療、研究的中樞，包含 12個區，面積為 271平方公里，人口超過 260萬。而大臺北地區指的是

由基隆市、新北市與臺北市共同組成的大型都會區，面積為 2，457 平方公里，人口約 704萬。 

依據轄內的芝山岩遺址最新考古研究，臺北盆地于舊石器時代晚期即有人類居住，為原住民中凱

達格蘭人（屬於平埔族）的生活地，明代初期開始有漢人來到此地。從 17世紀初西班牙人佔領

臺灣北海岸開始，歷經荷治時期與鄭氏王朝，泉州人開啟臺北盆地的開墾活動。西元 1875年

（清光緒元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在此建立了臺北府，統管臺灣行政，從此就有「臺北」之名。

1895 年臺灣因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本殖民，直到 1945 年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民政府

接收臺灣後，臺北市成為臺灣省的省轄市。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到臺灣，將臺北市設為首都與

中央政府所在地。

 
台北市天際線 

三、1950-55年在台北 

1.事業發展 

1950 年；春，全家從香港調景嶺遷回祖國臺灣汐止，常到靜修院寫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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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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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月，「世界兵學社」在臺灣復業。 將《孫子新研究》改名為《孫子兵法新研究》，出版

台第一版。  

1951 年；出版《孫子兵法新研究》台第二版、《兵學戰》增訂本初版、《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

要》台初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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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業增訂初版、《決勝叢書》合訂本精裝版（全書四冊；

《孫子兵法新研究》、《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兵學戰》）。  

1953 年； 6月，出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少將高級參謀兼任《戰鬥》月刊社主編、社長。10月 1

日，將《戰鬥明天》月刊改名為《戰鬥》月刊，開始出版第 1卷第 5期，每月一期。1954年；每

月出版《戰鬥》月刊，從 2卷 5期到 4卷 1期。1955年；出版《戰鬥》月刊從 4 卷 2期到九月的

5卷 4期最後一期，兩年總計發行 24期 22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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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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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鬥》月刊首刊 1 卷 5 期封面     《戰鬥》月刊末刊 5 卷 4 期封面  《戰鬥》月刊末刊 5 卷 4 期封底 

2. 安居樂業 

⑴ 汐止鎮（1950-51年）；1950 年春天，全家從香港遷到臺灣，住在臺北縣汐止鎮，（當年的

臺北縣汐止鎮現是新北市的一個市轄區，屬於臺北都會區的衛星都市，多為山坡地，基隆河貫穿

其中，是大臺北地區熱門的健行登山地）期間常到汐止的靜修禪院（建於 1911年，由蘇氏在秀

峰山所建）寫作，也常到汐止忠順廟（為日據時代設立的「汐止神社」，於 1958 年重修為忠順

廟，2018成為新北市的歷史建築）附近的溪流釣魚靜思，1950年次女李仁美出生。 

    
                             1950 年全家到忠順廟郊遊               今日的忠順廟 

  
                     最愛汐止溪邊垂钓                              今日的静修禪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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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永和鎮（1952-55年）；1952 年于臺北縣永和鎮（今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 25巷 14號購地

50坪（約 170平米），1953 年遷入新建的二居室一棟，隨之三子李仁繆出世。1959 年 8月 7日

台灣大水災中該竹枝泥批檔屋在風雨中飄搖推之欲倒眾人稱危，1964年先母乃以仁師赴美深造所

歸還之學校保證金重建磗房一座（如下平面圖），後因全家赴美，由當時獨自在台灣念大學的麼

子仁繆與鄰居合作，于 1974 年一同改建為四層樓公寓出售，售後款項平分五份，分別匯給在美

國的四位兄姐。（註；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大批大陸各省之官兵及其眷屬移住此區，現

為台灣人口密度最高的鄉鎮市區，隔新店溪與臺北市的中正區、萬華區、文山區相鄰，南與新北

市中和區緊密相連，為臺北都會區的一部分 ） 

  
             永和鎮竹林路 25 巷 14 號老宅 1974 年改建出售前的平面圖      今原址的新建公寓大樓 

  
                    昔日竹林路口的早餐店如今依舊       跨越新店溪通往台北市的中正橋 

⑶ 金門（1953 年）； 6月出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少將高級參謀兼任《戰鬥》月刊社主編、社長。

  
                金門太武山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紀念碑       金門太武山明監國魯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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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年早逝 

1955 年，8月 7日，清晨，在臺北縣永和寓所突發腦溢血，經搶救無效而去世，享年 47歲。9月

9日上午 9時，在臺北市立殯儀館舉行公祭，于右任、胡璉、鄧文儀、鄭彥棻等党國元老四百余

人到場致祭。9月 12日，金門官兵舉行公祭，金門防衛副司令陸軍中將柯遠芬率領反共救國軍第

二總隊全體官兵親祭。9月 30 日，《戰鬥》月刊第 5卷第 3、4期合刊出版，刊載《李浴日先生

逝世紀念特輯》，《戰鬥》月刊隨後停刊。 

 
喪禮追思儀仗 

                     

長官賦輓追悼 

   
金門防衛司令部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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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鬥》月刊李浴日逝世紀念特輯                                                                 國防部頒發撫恤令 

喪禮後骨灰暫厝中和鄉圓通禪寺，1997年移靈美國維吉尼亞州莎洛茨維市夢啼雪落墓園與夫人賴

瑤芝女士合墓，2016年么子仁繆為讓先父母落葉歸根，在廣東省惠州市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設立

衣冠塚一座。 

    
        暫厝中和鄉圓通禪寺納骨塔         美國維州合墓       廣東省惠州市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衣冠冢       

4．志業永存 

李浴日先生逝世後，夫人賴瑤芝女士繼續主持「世界兵學社」，1956 年出版《決勝叢書》、《孫

子兵法新研究》第 4 版、《孫子兵法總檢討》，1957 年出版《中國兵學大系》，1958 年出版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特刊》。  

2008 年李浴日百週年冥誕時，么子仁繆在美國馬利蘭州成立「李浴日紀念基金會」，2010 年網

上（www.leeyuri.org）發行李浴日生前所有著作，2014 年出版精裝《李浴日全集》四冊，2018 年

返鄉祭祖， 商討修建祖厝與紀念館事宜。 2009 年次子仁雄在美國麻州恢復「世界兵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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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李賴瑤芝發表《週年祭》（1956）           世界兵學社出版逝世三週年特刊（1958）          

      
         世界兵學社出版事業登記證（1962）                       《中國兵學大系》（1957） 

   
               《孫子兵法總檢討》（1956）《中國兵學大系》（1957）《李浴日全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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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觀遊覽 

1．機場地鐵 

從南京搭飛機約兩小時到達桃園國際機場，出機場後搭乘國光巴士約 1小時即到台北火車站，出

站過街就是下榻的日光會館，囘程時則搭機場捷運，約 40分鐘可到。市區出行則有 5條主要路

綫的台北捷運或出租車。 

   
                 桃園國際機場                                     台北火車站夜景 

   
                             機場捷運                               台北捷運 

2．圓通禪寺 

圓通禪寺位於新北市中和區山區的擺接山，海拔 180公尺，創建於 1927年，略俱日式風味的仿

唐式廟宇建築，為北台灣著名之尼寺。寺廟正門兩側有獅、象的雕塑，一猛一柔，拾階而上，有

大彌勒佛像。越過廣場便是樸拙雅淨的大雄宝殿，可見釋迦牟尼佛、文殊菩薩、菩賢菩薩三尊大

佛像盤坐其中，神情怡然。圓通寺廟右側有一山崖，崖壁下方刻有許多石刻佛像及石獅。循山崖

石壁裂縫間的階徑上行，可達圓通寺的後山，自山頂俯瞰台北盆地，視野遼闊，景色優美。 

  
                         圓通禪寺                                      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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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壁彌勒佛浮雕              登山步道                            俯瞰台北盆地 

3．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是一座為紀念已故前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而興建，位於臺北市中正區。1980年落成，

全區 250，000平方公尺，主樓高 76公尺，蔣中正銅像位於正堂後方，高達 6.3 公尺，重 21.25

噸銅像基座刻有「先總統 蔣公遺囑」全文，正堂下層陳列了蔣中正的衣冠、文獻、照片、座車

等。中正紀念堂牌樓，高 30 公尺，牌樓之上的牌匾題字原為「大中至正」，2007 年 12月 8日之

後，被更換為「自由廣場」四字。園區廣場的南北側，另建有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管理

的國家戲劇院和國家音樂廳。 

  
                       中正紀念堂牌樓                          國家戲劇院和國家音樂廳 

  
           正堂下層陳列先父著的《孫子兵法新研究》             正堂銅像前的儀兵操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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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總統府 

中華民國總統府位於臺北市博愛特區，前身為日據時代之臺灣總督府， 設計者是森山松之助，

於 1912 年開工，在 1919年告竣，總督府平面為「日」字形，雖有象徵日人統治之說，但實際上

這是最佳的耐震平面，立面充滿古典樣式的建築語彙，包括柱列、山牆、圓拱窗、牛眼窗、托

座、羅馬柱式、複柱等。柱頭為簡潔多立克柱式，牆身及柱身多飾橫帶，外觀極為華麗。中央塔

樓高約六十公尺，關係比例呈現接近金字塔形；現為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以及總統府幕僚單位

的辦公場所， 

  
                          總統府                                       總統府鳥瞰 

5．指南宮 

指南宮位於台灣台北市文山區木柵指南山一帶山麓，為台灣道教聖地之一，俗稱仙公廟，以主祀

八仙中的「呂仙公」（即呂洞賓）而得名。指南宮除為道教宮殿，亦按「三教合流」的理念，兼

祀儒、釋。從最早供奉呂祖的純陽寶殿外，陸續完成了大成殿、凌霄寶殿、大雄寶殿、地藏王寶

殿，可謂五殿同立。 

    
                              指南宮大門                            指南宮 

6．新公園 

台北新公園鄰近總統府，闢建於 1899年，是台灣第一個承襲歐洲風格的近代都市公園。1992年

拆除原有「標準鐘塔」後建二二八紀念碑，便易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紀念 1947 年 2月 28日在

一場反政府的示威之中，國民黨政府派遣軍隊逮捕殺害臺灣民眾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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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立博物馆                                 翠亨閣 

7．碧潭 

碧潭是位於新北市新店區的風景型觀光景點，跨距約 200 公尺長的碧潭吊橋是碧潭風景區的參觀

重點。今順路探訪多年未見住在新店中央新村 7街 10號的表親盧家，並受邀共進晚餐。 

  
           碧潭吊橋風景      盧台英（前右三）祖能（前左三）台明（前右一）祖興（前左一）台珊（後右一） 

8．舊時學校 

    

   
    仁師、仁芳、仁美、仁繆畢業的台灣大學              台大椰林大道                  台大傅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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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繆畢業的台北建國高級中學               仁芳、仁美畢業的台北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仁雄畢業的台北市國語實驗小學          仁芳、仁美、仁繆畢業的永和頂溪國民小學 

9．街景小吃 

    
                             過度開發的山坡地               台北衡陽路上滿街商店招牌 

  
                         酒席上的台灣九孔                        虱目魚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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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舊的台鉄便當                         永和豆漿店早點 

五、結語 

此行返台去了中和圓通寺祭拜、探訪了先父生前常去的汐止忠順廟與木柵指南宮、走了永和家居

舊址、探視了新店的表親、也路過從前念書的學校。因為孩提時喪父，記憶中找不到失怙之痛，

但如今身為人父，卻深刻體會出沒有父愛與身教確是人生中的一大缺陷，然而先母為了五子女犧

牲自我，供給一個衣食飽暖無憂無慮的家，讓我們安心學習成長，乃屬吾等不幸中的大幸。還記

得逢年過節都要沿著步道拾階而上圓通寺，在香火彌漫中攀爬那漆黑的納骨塔，撣去骨灰匣上淡

淡的灰塵，而每逢聯考和大考時總免不了在夢中求神祈福；另外，除了每個月國家撫恤的米麵油

鹽，睡在成堆的兵書上、晾曬除潮、再挽著去書店寄賣來添補家中的日用，也都記憶尤新；而先

母犒賞巷口的燒餅油條、新公園前的芋頭紫冰激淋，如今依舊齒頰留香；昔日騎著鉄馬縱橫全台

北，穿梭于淡水河畔的稻田蘆葦中捉魚捕蟲，仍然歷歷在目；囘味著從前人生成長的種種，如今

舊地重遊觸景生情，真是酸甜苦辣鹹五味齊全。所幸吾等兄弟姐妹縱然身居異邦但各有專精事業

有成，十年前戮力重振先父當年著書立說的遺志，腁手胝足完成遺著上網，並出版《李浴日全

集》以饗世人，足堪慰藉先父母在天之靈。 

來去匆匆的台北四日行，粗淺地看到了台北市的古今如是、今非昔比與昨是今非。⑴古今如是指

的是雜亂老舊；許多老樓市街依舊充斥著五顏六色各顯神通的商店招牌，加上穿流不息的摩托車

爭先恐後，除了排放廢氣，還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而商家與機車霸佔騎樓走道，更迫使路人

鑽空隙蛇行，與 40年前的台北幾無不同；⑵今非昔比指的是過度開發；放眼四週山坡地高樓華

廈櫛次鱗比，地下則多了台北捷運、機場捷運、高鉄、台鉄、加上地面上的公車、客運，讓整個

台北火車站變成了一個地下迷宮，不僅交通五花八門，就是硬幣就有 1角、2角、5角、1元、5

元、10元、20元、50元共有八種之多，每次出行總是找回零錢一兜，付現時乾脆掏出滿手硬幣

讓收費員自撿，這與大陸的無錢包出行真是天壤之別；⑶昨是今非指的是政黨更迭相互傾軋；頻

繁的選舉與民粹的操縱，讓新威權挑戰舊威權的戯碼層出不窮，斧鑿痕跡處處可見，譬如以前總

統府前的介壽路，現在是凱達格蘭大道，以前的新公園，現在則是 228紀念公園，以前的大中至

正牌樓，現在成了自由廣場，每每新政府打著民主轉型的招牌實則施行爭權奪利之實，附庸官員

藐無綱紀，法制政策抹煞人倫五常，觸目驚心者比比皆是讓人心悸。希望台北的執政者不要再虛

耗掏空，要勵精圖治雷厲風行，要以民為本為民興利，否則難免不堪囘首淪為明日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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