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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軍事科學文獻資料的介紹

本書的許多讀者並非軍人或從事軍事方面寫作的

人士，因而並不掌握涉及此類問題抑或甚少觸及此類

問題的軍事科學文獻知識，筆者簡要列出最重要的著

作，當然選擇的只是那些與研究軍隊內部組織以及尤

其是與軍隊供養有 某種關聯性的文獻。這樣就排除

了所有純粹戰爭史方面的著作，同理也不會選擇純粹

戰略 ∼ 戰術一類的文獻以及編年史類的“部隊史”。

但是，即使是相關的著作也僅僅選擇綜合類，即那些

有助於首先掌握全面情況的資料。這樣一來讀者自己

可以容易地搜尋到專業性較強的著作。

1、書目、工具書等

軍事科學文獻處於一個極為良好的狀況：有點

類似於受到良好教育的普魯士軍官仔細入微、幹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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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狀態，其周邊環境（引用歌德的話）最為舒適。

在軍事與戰爭學術文獻這樣一個安逸的氣氛中徜徉片

刻，不失為一件快事。

有關書目這一輔助手段，列舉如下：波勒：《軍

事書目史料》（1880 年之前），四卷本，卡塞爾與萊

比錫1886~1899年〔Pohler﹕ Bibl. hist. milit  ( bis  1880 )〕；

尤其需要提醒參閱：沙爾芬奧特 ﹕《1740~1910 年戰爭

史源學》，柏林 1910 年〔Scharfenort﹕ Quellenkund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f r  den  Zeitraum  von 

1740~1910〕。接下來還有戰爭研究院圖書館及總參

謀部圖書館（最新出版）的目錄可用。

軍事科學百科辭典：波騰：《軍事學簡明詞典》，

九卷本，1877~1880年〔B. Poten﹕ Handw rterbuch der 

ges. Milit rwissenschaften,  9Bde.,  1877~1880〕；哈特曼：

《軍隊與海軍簡明軍事詞典》（1896年）〔E. Hartmann﹕ 

 Milit r-Handw rterbuch  f r  Armee  und 

Marine (1896)〕；以及弗羅貝紐斯：《軍事百科全書》

〔H. Frobenius﹕ Milit r-Lexikon〕。

以上詞典幾乎根本沒有任何歷史資料。

有一本書為戰爭學歷史綜觀，其中有關事實狀況的

介紹可以有所啟迪，即延斯的具有學術水平的著作：《戰

爭學史》， 重闡述德意志。三冊，慕尼黑1889~1891

年〔M.  J hns﹕ 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 

vornehmlich  in Deutschland.  3  Te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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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軍隊組織總史

�  綜述

這裡首先要提到兩部著作，它們都是出類拔萃

的作品，缺點只是在那些剛剛激起我們興趣的地方便

會戛然而止：即在揭示現代軍隊的起源時。筆者所

說的系為：延斯，《戰爭史手冊》（附有地圖），

柏林 1878~1880 年（直到文藝復興時代）〔M.  J hns﹕ 

Handbuch  einer  Geschichte  des  Kriegswesens   (mit 

Atlas),  reicht  bis  zur  Renaissance〕；以及德爾布呂克，

《政治史框架下的戰術史》，此處僅指第三卷：中世

紀（柏林，1906 年）〔H. Delbr 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dessen  dritter Band﹕ Das Mittelalter  (Berlin  1906)〕。

延斯的著作包含了豐富的古代的資料，德爾布呂克

的著作則對史實進行了出色的闡釋與完美的表述。雖

然此書尤其是在論及經濟問題時存在 部分明顯的疏

失，但這點不會影響到給我們帶來的愉悅。

更早一些論述軍隊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克

呂茨百科全書》50~53 卷“戰爭”條目之下的文章 

〔Kr nitzschen  Enzyklop die,   die  unter  dem Stichwort 
 Krieg   im  50~53.  Bande  enthalten  sind〕。

對軍隊組織與軍隊管理嘗試系統論述的有洛倫

茨．馮．施坦因的著作，即《軍務學》，作為國家

學的部分，斯圖加特 1872 年〔Lorenz  von  Stein﹕ Die 

Lehre  vom Heerwesen.  Als  Teil  der  Staatswissen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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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ttgart  1872〕。

奧托．諾伊施勒的著作：《常備軍出現以來軍隊

組織的發展》，第一卷 ,《19 世紀末期為止的歷史發

展》，萊比錫1911年〔Otto Neuschler﹕ Die Entwicklung 

der Heeresorganisation  seit  Einf hrung  der  stehenden 

Heere .  Bd. I﹕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bis  zum 

Ausgang  des  19.  Jahrhunderts〕。此書面向較為大眾的

讀者，但仍值得一讀，其中的文獻是最新的。

�  國別

德意志：在較為早期的文獻（資料來源）中值

得一提的是弗萊明：《1726 年卓越的德意志士兵典

範》（書中包含許多條例與規定）〔Flemming﹕ Der 

vollkommene  deutsche  Soldat  1726〕。J. A. 霍夫曼：

《昔日與今日戰爭國家論》，二卷本，萊姆戈1769年

〔  J. A. Hofmann﹕ Abhandlungen  von  dem  ehemaligen 

und heutigen Kriegsstaate .  2  Bde〕。

30 年戰爭時期：J. 海爾曼，《30 年戰爭期間皇

家瑞典的戰爭事務》，1850 年〔 J. Heilmann﹕ Das 

Kriegswesen  der  Kaiserlichen  und  schwedischen  zur 

Zeit  des  Krieges〕。G. 德羅伊森：〈德

意志軍務史論文〉，載于《文化史》雜誌第四卷〔G. 

Droysen﹕  Beitr ge  zur  Geschichte  des  Milit rwesens 

in Deutschland,  in  der  Zeitschrift  f r Kulturgeschichte 

Bd. IV 〕。V. 勒韋：《華倫斯坦軍隊的組織與管理》， 

弗賴堡 1895 年〔V. Loewe﹕ Die  Organisation  und 

Verw-altung der Wallensteinschen He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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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蘭登堡－普魯士：主要有，L. W. 亨納特，《有

關弗裡德裡希三世時期勃蘭登堡－普魯士戰爭史的論

文》，柏林，什切青 1790 年〔L. W. Hennert﹕ Beytr ge 

zur  brandenburg-preu ischen Kriegsgeschichte  unter 

Friedrich  III .〕。A. V. 克魯薩茨，《1640~1865 年勃蘭

登堡－普魯士軍隊的組織》，柏林1865年〔A. v. Crousaz﹕ 

Die  Organisation  des  brandenburg-preu ischen 

Heeres  von  1640~1865〕。G. V. 施莫勒，〈普魯士

軍隊的產生〉，首先發表在《德意志評論》第三卷第

11 分冊；其後重載於“要覽”，1897 年 6 月〔G. v. 

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 ischen Heeres,  zuerst 

erschienen  in  der Deutschen  Rundschau,   III. Band 

Heft  11;  dann wieder  abgedruckt  in  den  Umrissen 〕。 

雅尼，《舊式軍隊的起源》，關於普魯士軍隊歷史

的研究論文，總參謀部出版，第一冊，柏林 1901 年

（一份極為傑出、極富教益的研究報告）〔 Jany﹕ Die 

Anf nge  der  alten  Armee.  herausgegeben  vom Gro en 

Generalstabe, Heft 1〕；同一作者，《1655~1740 年之

間的舊式軍隊》，總參謀部出版，第七冊，柏林 1905

年〔Die  alte Armee  von 1655~1740,  ebenda, Heft 7〕。 

G. 萊門，〈大選帝侯時期的勃蘭登堡軍力〉（《關

於勃蘭登堡與普魯士歷史的研究》，第一卷）〔G. 

Lehmann﹕  Die  brandenburgische  Krieg-smacht  unter 

dem  Gro en  Kurf rsten  ( Forschungen  z.  brandenb. 

u. preu . Gesch. Bd. I  )〕。F. 施勒特男爵，《大選帝侯

時期的勃蘭登堡－普魯士軍隊規章》，萊比錫 18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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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rhr. v. Schroetter﹕ Die  brandenburg-preu ische 

Heeresverfassung  unter  dem Gro en Kurf rsten〕。

深受歡迎的著作有：格奧爾格．利貝一書富有

大量有趣的圖片，尤為值得一讀：《德國歷史上的士

兵》，1899 年，該書為著名的“德意志文化史專論”

中的一卷〔Georg Liebe﹕ Der  Soldat  in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此外還有貝克爾的著作：《德意志

與奧地利常備軍的早期時代》，卡爾斯魯厄 1877 年

〔Becker﹕  Aus  der  Jugendzeit  der  stehenden  Heere 

Deutschlands  und  sterreichs〕，此書材料豐富，很

有啟發。

法國：M. Guillaume﹕ Hist. de  l'organisation militaire 

sous  les  ducs  de Bourgogne. 1847。M. F.  Sicard﹕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milit.  des Fran ais etc. 4 tomes. 1834. E. 
Boutaric﹕  Institutions  militaires  de  la  France. 1863 

（此書是至今無人超越的最佳著作，其他任何國家

均無類似著作與之相比）。但此書對路易十四時代

僅有概括的描述，以下一書可視為該書的續篇：

Mention, L'arm e  de  l'ancien  r gime  de  Louis  XIV 

  la  r volution.  1900。對於法國軍隊歷史上特別重要

的發端時期，以下新文獻值得注意：G. Roloff，〈查

理七世時期的法國軍隊〉，此文刊載於《歷史》雜

誌第 93 卷〔G. Roloff ﹕  Das  franz sische  Heer  unter 

Karl  VII.,  in  der Historischen  Zeitschrift  Bd.93〕；

以及 E. Cosneau 論述非常詳細的著作：Le  conn table 

de Richemont.  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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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Fortescu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London 

1903。此書涉及面廣，對英國的軍隊論述極佳。首先

論述了外部的（戰爭）歷史，同時在各個章節中亦對

內部（組織）歷史作出了描述。

除了Fortescue一書之外，還有一些舊著亦有價值。

其中尤為突出的是：F. Grose, Military  antiquities,  2 Vol., 

London  1812。此書乃充滿有價值的材料的寶庫。

3、武器裝備史

這一部分的文獻清一色地帶有技術性。有關武器

技術的發展可見：V. 德克爾，《火炮史試解》，柏

林 1819 年〔v. Decker﹕ Versuch  einer Geschichte des 

Gesch tzwesens〕。R. 施密特，《輕武器》，巴塞

爾 1875~1878 年（按編年史順序）〔R. Schmidt﹕ Die 

Handfeuerwaffen.  ( in chronologischer  Anordnung )〕。

《火器史來源》，日耳曼國家博物館出版，萊比錫

1872~1877 年〔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Feuerwaffen〕。

M. 蒂爾巴赫，《輕武器的歷史發展》，德累斯頓

1888~1899年〔M. Thierbach﹕ Die  geschichtl. Entwicklung 

der Handfeuerwaffen〕。A. 德明，《戰爭武器的歷

史發展》第四版，萊比錫 1893 年〔A. Demmin﹕ Die 

Kriegswaff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 

4. Aufl.〕。W. 伯海姆，《武器學手冊》，萊比錫 1890

年〔W. Boeheim﹕ Handbuch der Waffenkunde〕。

亦有述及組織問題：D.  Jos   Arantegui﹕ Apuntos 

historicos  sobre  la  Artilleria  espa ola. 1891（我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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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Duro 的摘錄，即西班牙無敵艦隊）。馮．賴岑斯

坦伯爵，《1365 年以來布倫瑞克－漢諾威的火炮與

炮兵》，1896年（內有非常有意思的材料）〔 J.  Frhr. 

v. Reizenstein﹕ Das  Gesch tzwesen  und  die  Artillerie 

in  den  Landen  Braunschweig  und  Hannover  von 

1365  bis  auf  die Gegenwart〕。

有關武器方面（包括組織）的很多資料亦散見

於：L. 貝克，《鐵業的歷史》〔L. Beck﹕ Geschichte  des 

Eisens〕，此書的第二、三卷尤為可讀。也有戰爭史

的綜述性著作，特別是延斯著作中的一部分對武器裝

備史有 相當深入的論述。

涉及到舊的（原始資料）文獻，我還是要提

到弗倫斯佩格的名著《火炮、火器與要塞》，1557

年〔Fronsperger﹕ Vom  Gesch tz,  Feuerwerk  und 

Festungen〕；此外還有：《新建立的器械庫》，漢堡

1710 年〔Das  neu  er ffnete  Arsenal〕，此書第四部

分論及武器的加工與保管。

4、軍隊的給養史

就我所知，新近發表的論述這一歷史的新文獻

並沒有涉及到早期時代。O. 梅克斯納的傑作：《軍

隊給養的歷史回顧》，維也納 1895 年〔O. Meixner﹕ 

Historisch.  R ckblick auf die Verpflegung der Armeen〕。

此書僅限於 19 世紀的戰爭。

普魯士文檔中有關穀物交易政策的部分對此略

有提及。第二卷：《1740 年之前勃蘭登堡－普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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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穀物交易政策與戰爭物資管理》，柏林 1901 年

〔Band  II﹕ Die Getreidehandelspolitik  und Kriegsmaga-

zinverwaltung Brandenburg-Preu ens  bis  1740〕。

還有一系列可資參考的專題研究：A. 馮．明克

維茨，〈1680 年至 19 世紀初期薩克森選侯國騎兵的

經濟機構，尤其是給養狀況〉，載於《薩克森歷史

新檔》第二卷〔A. Frhr. v. Minckwitz﹕  Die  wirtschaftl. 

Einrichtungen,  namentl.  die  Verpflegungs-Verh ltnisse 

bei  der  Kurs chsischen  Kavallerie  vom  Jahre  1680 

bis  zum Anfang  des  laufenden  Jahrhunderts  im Neuen 

Archiv  f r  S chs. Gesch. Bd. II〕。F. 施瓦茨，《七年

戰爭時期普魯士民兵的組織與給養》，萊比錫 1888

年〔F. Schwartz﹕ Organisation  und  Verpflegung  der 

preu ischen  Landmilizen  im  Siebenj hrigen Kriege〕。

但是我們主要還是依靠舊的（原始資料）文獻。

其中尤其有一些出色的法文版著作，雖然也提到其

他一些國家，不過主要還是限於介紹法國的情況。非

常重要的著作是：Dupr   d'Aulnay﹕  Trait   g n ral des 

subsistances militaires.  2  Vol.  40.  1744年。作者系“戰

爭事務專員與食品事務總管”，他寫道：“為志在

成為企業家的人士提供指南”。該書分為兩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述及：“關於食品、飼料、屠宰場、

醫院以及運輸食品與炮兵的運輸工具的總體概念”；

第二部分包括：1、價目；2、一支軍隊可能的需求

概算；3、申請表樣式；4、供貨合同樣式；5、管理

範式；6、對官員的指令等。書中還有對供貨方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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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提示：如何投標，如何組織起來，又應如何採購，

如此等等。

資料同樣豐富的還有：Chennevi res, D tails 

militaires  n cessaires    tous  les  officiers  et  principalement 

aux  commissaires de guerre.  2 Vol. 巴黎 1750。此書1768

年亦出增補本；Xav. Andouin, Histoire de  l'administration 

de  la  guerre.  3 Vol. 1811。

與此書相對應的德文著作是五卷本軍官手冊

（1839 年）：其中《軍隊的財政》〔Der Haushalt  der 

Heere ,  von  Frhr. v. Richthofen〕，作者：馮．裡希特

霍芬伯爵。

有關軍務特派專員的文獻尤為值得一提的是：K. 

G. 魏澤，《論野戰軍務專員》，烏爾姆 1794 年〔K. 

G. Weise﹕    das  Feldkriegskommissariat〕。作者系

為“王家普魯士特派野戰軍務專員秘書”，專門論述

普魯士的情況。《普魯士、奧地利與新法蘭克軍隊中

軍務專員的搶劫與掠奪系統揭示》（1799 年），42

頁〔Enth llungen  des  Raub-und  Pl nderungssystems 

der  Kommissare  der  preu ischen,  sterreichischen 

und  neufr nkischen  Armeen  (1799),  42f. 〕。此書揭

露的只是法國的軍務專員與供貨方的欺騙行為。作者

自詡“多年浸淫在供應事務之中”並“同供貨方長期

打過交道”。

5、軍隊的服裝史

在這一領域裡可資借鑒的文獻特別匱乏。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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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上看堆砌 不少軍隊服裝的歷史書籍；但這

些僅僅都是講述制服的款式、剪裁、色彩等等的服

裝史（大多富有圖片）。這一類的文獻有：R. 克內

特爾，《制服學手冊》，萊比錫 1896 年〔R. Kn tel﹕ 

Handbuch der Uniformkunde〕。G. V. 祖特納：《騎士探

究》、《16與17世紀著名騎士派別的歷史與裝備》維也

納 1880 年〔G.  v.  Suttner﹕ Reiterstudien.  Beitr ge  zur 

Geschichte  und  Ausr stung  der  vorz glichen Reiterarten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J. Luard, History  of  the 

dress of  the British  soldier. 倫敦1832. Marbot et Noirmont, 

costumes  militaires  fran aises,  3  Vol.,  1846.  Quarr  

de  Verneuil, Le  costume  militaire  en  France  et  les 

premiers  uniformes.  巴黎 1877。

與此相反，一份全新的著作則為從經濟與組織

角度研究軍隊服裝問題提供了可用的文獻，此即《王

家普魯士軍隊的服裝與裝備歷史》，魏瑪 1906 年 

〔Geschichte  der  Bekleidung  und  Ausr stung  der 

k nigl.  Preu ischen  Armee〕。此書系受官方委託出

版。其中由最好的專家首次利用柏林檔案館在這一

領域裡的資料撰寫。至今為止出版了兩卷。

6、海軍與造船史

有關這一部分的文獻不乏傑作，包括舊著與新作。

在綜述海軍與造船業方面，我們擁有早期的一

系列著作，這些著作中的一些材料是其他地方所未見

的，因而仍然有其價值。例如：J. Charnock, 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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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rine  architecture.   3 Vol. 倫敦 1800~1802，以及

A. Jal, Arch ologie  navale.   2  Vol. 巴黎 1840。後者此

前已經多次出版。有關 17 世紀（特別重要的）海軍

與造船業的文獻一覽可見：《開放的海港》，二卷本，

漢堡 1715 年〔Der  ge ffnete  See-Hafen.  2 Teile〕。

此書有十分值得關注的資料。

A.  Du  Sein, Hist.  de  la  marine  de  tous  les 

peuples.  2 Vols. 巴黎  1863~1879。此書幾乎是一部純

粹的戰爭史。

有關各個國家海軍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其中亦

有部分出色及非常詳細的闡述，僅擇選最為重要尤其

是最新的著作如下：

荷 蘭：J. C. de  Jonge, Geschiedenes  van  het 

Nederlandsche  Zeewezen，十卷本，哈勒姆 1858。

對於海軍的內部組織與造船業來說，此書的附錄部分

有 寶貴的資料。

西班牙：C. F. Duro, Armada  Espa ola ,  9  Vol. 

馬德里 1895~1903。該書主要是海戰史；其中某些

章節涉及到管理史。

有關無敵艦隊的裝備等資料極為豐富，上述作者

1884 年出版的著作述及了該艦隊的航行情況。

意大利：C. Manfroni, Storia  della marina  italiana, 

2 Vol. 羅馬 1897；此書內容皆為政治。相反，另一本書

則相當出色地敘述了中世紀熱那亞海軍的歷史，此即：

E.海克，《熱那亞與其海軍》，1886。

法國：Ch. de  la  Ronci re, Histoire  de  la 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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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 aise,  4 Vol.  巴黎 1899；此書基本上是一部戰爭

史，從中可以回顧早期法國海軍的內部歷史。同類還

有，E. Sue, 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 aise,  4 Vol. 巴

黎 1837。今日的作者提到這本書，總是會給予惡評

（顯然這些人受到了過往評論的影響，其實他們並沒

有花點功夫對自己評論的對象去進行一些考證），雖

然此書確實經過一番有些浪漫手法的加工，但是其中

包含 很多值得參考的原始材料（巴黎的奧秘！）。

英國：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該國對其海軍及

其發展與業績的歷史著作特別豐富。然而，以前所有

的綜述論著與下述一部傑作相比均顯過時，此系：

W. Laird  Clowes（與他人合著），The Royal  Navy, 

5  Volumes,  倫敦  1897。第一卷寫到 1603 年，第二

卷寫到 1714 年，第三卷寫到 1783 年。這部“民間的

歷史”包含的內容比較廣泛。據作者稱，這本資料異

常豐富的權威著作（其中還有附圖）不斷地被“皇家

海軍”作為論述資料使用。儘管如此，還有一本很有

價值的著作不可忽視，即為：M. Oppenheim, History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oyal  Navy, 倫敦 1896。

此書涉及的時間直至英聯邦時代，對本書所研究的問

題恰好提供了很多事實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