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5新選組前言

數年前觀看電視劇《新選組血風錄》時，於最後箱館戰爭土方
歲三單槍匹馬闖進敵方陣營，腹部中槍並飲恨而終。那時候對他這
白白的犧牲不解，然而隨著更深入的閱讀及了解，明白到為何當時
他懷著必死決心，那時勢他已是到了非戰不可、非死不休的地步，
死亡已是對其尊嚴及陣亡戰友最好的交代，也是他心靈的解放。

現在旅客來到函館車站，迎接他們的是一塊歷史牆壁陶板，刻
着「昔日敵人 明日朋友 箱館解放 一八六八」。說的是舊幕臣、與
新政府為敵的榎本武揚在投降及入獄後，獲新政府重用並出任多個
要職。函館百姓敬重對幕府忠誠且犧牲自我的土方歲三，同樣也讚
頌投降且貢獻新政府的榎本武揚。人的美德有多方面，成功人生也
不在於地位高低，像土方歲三的忠誠及堅持，哪怕維新後新選組一
直被冠以「逆賊、嗜血如命、冷血之徒」等污名，也無阻後世對他
們的生平歷程作公道評價。在國內倒幕愈趨激進及國外邁向現代化
的雙重威脅下，新選組作為守護將軍家的一員在壓力下盡忠職守抵
擋這巨輪運轉。其實在攘夷及開國的觀點上，新選組與維新派想法
無異，分別只在於新選組認為應由幕府繼續統領，學習西方知識並
讓日本在國際上強大；而維新派則認為應建立新政府讓一切重頭建
設，並於新政府獲分權力。當然事實證明，明治維新的成功及改革
讓日本短期內加速發展，與國際接軌，這無庸置疑。

每個人的決定及每件事的發展總有因由。在未了解當中來龍
去脈或莫視當時實際情況而作出批判，甚至草率地斷言是極為不公
的，現實中所遇到的片面指控比比皆是。新選組的各個典故、生與
死、對與錯，也事必有因，故希望透過本書與大家分享一些背景資
料、各種說法猜測，讓大家能更立體地去探索新選組所行所想的各
種可能。本書如有手誤，敬請指正。

歷史雖成往事，但奇妙之處在於它仍能與現代想法環環緊扣。
一百五十年前的懸案使人唏噓感嘆，啟發無限想像；一百五十年前
的戰役在人心中留下永不磨滅的烙印，破壞傷亡無法復原。故事雖
已落幕，但歷史不是終結，仍在眾人思想及內心以不同形式在發展。

感謝父母近幾年來與我遊走日本多個城市，見證新選組及明治
維新眾人的足跡。感激土方歲三資料館館長土方愛女士對此書給予
支持。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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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來航

一六零三年德川家康於江戶（現東京）設立幕府，稱為「江戶
時代」。雖然一六三五年起實施「鎖國令」，除允許與中國及荷蘭
交流外，一律斷絕其他外來經貿，但江戶時代仍然是日本史上最強
盛時期之一。直至一八五三年六月三日，美國派出由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的四艘巨艦，而船身塗上防止生鏽的黑色柏
油，停泊在江戶浦賀港，用科技威攝並迫使幕府開國，史稱黑船來
航。翌年一月十六日，培里再度率領九艘軍艦來到江戶灣，此舉讓
日本感受到外來技術發展的衝擊。

薩拉托加號，為其中一輛到訪黑船。（圖片來自 The Eastern Culture 
Association-Memories for 80 years, Bakumatsu, Meiji, Tai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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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於江戶時代實行幕藩體制，由二百七十六個地方權力單位
組成，稱為藩國。一些藩國主張開國論，認為若持續鎖國只會令國
家衰退，被強國吞食；一些藩國則認為德川幕府應持強硬態度，若
外人（夷人）武力入侵，便應武力抗敵，實行排斥「西洋的野蠻人」
的攘夷運動。黑船事件絕對是導致隨後京都動蕩及後全日本變天的
契機。

雖然尊王攘夷派為主的起義皆被幕府鎮壓，但外憂仍然不斷。
一八六四年八月五日，英、美、法、荷艦隊以西方軍事技術強攻馬
關，馬關不足三天已失守。這起事件令尊王攘夷派痛感國家的不濟，
並深深體會天皇雖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但執政能力仍然依靠不
住。所以為了讓日本重生，起義焦點變為，先倒幕，後攘夷。而長
州藩也積極接受西方技術，為日後倒幕的軍事實力奠定基礎。

培里紀念碑

坐落在日本神奈川橫須賀市的培里紀念碑，位置正好是當時培
里登陸的久里濱地點。而每年五月的第三個星期五、六、日，當地
下田市會舉辦黑船祭，除一眾身穿當年的美國軍服和日本羽織的人
扮演昔日登陸時情景外，軍樂隊也熱鬧奏樂，並帶領群眾漫遊附近
的重要景點，包括培里之道、了仙寺及下田開國博物館等。了仙寺
是當年美國政府與德川幕府雙方簽署《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地方，
甚具歷史價值。

地址︰神奈川縣橫須賀市久裡濱 7-14
交通︰從久里濱站或京急久里濱站，步行約二十分鐘

黑船來航時的手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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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蔥色隊服

隊服方面，就是標誌性的淺蔥色羽織，及直紋的單衣。據《八
木為三郎老人壬生史話》記載，隊士初到壬生之時，每人都衣衫襤
褸，明顯的一貧如洗。

芹澤鴨參照了一七零一年元祿赤穗義士仇討事件的赤穗浪士，
當時赤穗藩藩主遭吉良義央誣害，赤穗藩家老大石內藏助集結了
四十六名浪人殺入吉良府邸，斬殺殺主仇人。當時他們正是身穿袖
口繡上山形紋的黑色羽織，這便是其後新選組隊服的雛形。雖然這
起仇討事件最終以四十七人被下達切腹命令而落幕，但大石內藏助
完全體現了對藩主的忠誠及堅強的信念，讓後世讚頌，也體現了武
士為了維護名聲，不顧自身性命，而尋求被捨棄的公義。此故事於
二零一三年被荷里活電影改編成《浪魂 47》。據說芹澤鴨對引用了

赤穗藩士的服飾顯得洋洋得意。大河劇《新選組！》把近藤勇改編
成參考赤穗服飾的人，而芹澤鴨情人阿梅則建議淺蔥色，芹澤鴨認
同。

淺蔥色是日本傳統色系裡的一種藍綠色，其名出自淺色的蔥
葉。切腹是武士最崇高的死法，而淺蔥色正曾是傳統上武士切腹時
所穿的禮服顏色。有說新選組採用淺蔥色是為了提醒隊士們誓死方
休，為最尊嚴的一刻戰鬥至死。

在影視上我們總看到新選組排列成序，穿上隊服出勤，甚是威
風。但據八木為三郎於《新選組遺聞》透露，組員們原來對這件隊
服都不是很滿意。相信鑒於當時財政拮据，新選組的隊服都是粗麻
製成，穿上身焗熱之餘，也顯得格外寒酸。更甚的是，淺蔥色在早
期江戶時代已變成城外下級武士的標誌。據說武士從城外來到江戶
時，都為了融入這個繁華區，紛紛選用當時紅極一時的淺蔥色作外
掛。誰知江戶人通常是把這美麗顏色的絲綢用在和服裡，不露於人
前，所以隊士比較抗拒也能理解。平時街道巡邏時也只有排頭位的
一兩人穿上隊服。而池田屋事件後，這套淺蔥色的羽織更漸被遺忘，
可說只穿了一年時間。這絕對是一反大眾對新選組標誌的認知。

這件羽織不太受歡迎，反而「誠」字旗卻成為眾人所愛。八木
為三郎憶述隊士特別喜歡在前川宅前空地上，一個接一個手舞足蹈
地揮動著旗幟。他們更製造了「誠」字和山形紋的提燈，作屯所及
晚間出勤之用。

本過著浪人生活的隊士如今安定下來，對他們而言，新選組這
個身份讓他們尋獲心靈的認同感，而「誠」字更令自己尊嚴地以武
士身份示人。選用「誠」字的三個原因也不及這份象徵意義有重量。

赤穗義士為主君復仇一幕，乃日本家傳戶曉典故，
並經常被改編成人形淨琉璃、歌舞伎、電視劇集及電影等。
（圖片來自歌川國貞二代目「假名手本忠臣藏」十一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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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木邸

八木邸是新選組初期的屯所。一八六三年二月十八日近藤勇及
試衛館伙伴應清河八郎的號召，從江戶出發，以守護將軍德川家茂，
前往京都維持治安為任務。那時召集的浪士人數達二百三十四人。
二月二十三日赴京的浪士被安排到新德寺、更鶴寺及壬生村會所
等，而試衛館一行人則在壬生村鄉士八木源之丞的家留宿。

怎知三月十二日清河八郎要求浪士們折返江戶攘夷，因為英國
遠東艦隊大批軍艦集結在橫濱，戰事一觸即發。八木家起初一心以
為他們即將離開，可以鬆一口氣，但芹澤鴨及近藤勇一黨卻決定留
在京都，雖則攘夷要緊，但也不應隨意離開崗位。其實當初清河八
郎組成浪士組的真正目的，是藉護衛將軍之名招兵買馬，實則是利
用幕府津貼而暗地裡進行倒幕運動，滿足自己的理想。

同年四月十三日，清河八郎被幕府派出的刺客佐佐木只三郎等
暗殺，享年三十四歲。據永倉新八的回憶，近藤勇等人曾獲會津藩
密令暗殺清河八郎，但由於他所住的新德寺守衛深嚴，唯待他出發
大仫寺時動手。正當清河八郎和山岡鐵太郎路經埋伏點時，芹澤鴨
不經意地看到山岡鐵太郎劍套間懷著御朱印。劍指御朱印在武士心
中則代表以將軍家為敵，所以是次暗殺失敗。但毋庸置疑，近藤勇
對守護將軍家的堅定信念讓他避免日後與清河八郎有任何嫌疑。

說回八木邸，近藤勇一隊十六人在此成立了壬生浪士組，其後
獲會津藩主松平容保賜名新選組。獲會津藩支援後，八木家再次以

插畫師長野剛描繪對新選組隊服歷史的印象

復刻的新選組羽織。大丸京都店根據江戶時代歷史記載的天然染料技
術及手織麻布物料，把當時新選組淺蔥色的羽織重現，並在二零二零
年四月於壬生寺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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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會搬往會津官邸地留宿，誰知兩日後家中大門右邊柱子已掛
上檜木板，長三尺，寬一尺，寫著「松平肥後守御預 新選組宿」。
看來新選組在八木邸也住得舒適。

隨著規模壯大及人數與日俱增，位於八木邸對面的前川庄司宅
也被借為屯所，而前川家自己則搬到別處暫住。除了是近藤勇及土
方歲三等人的住宿外，前川邸也是新選組拷問嫌疑犯之所，特別是
向古高俊太郎酷刑逼供並從中得悉重要情報，引發當晚著名的池田
屋事件。而前川邸亦是總長山南敬助切腹之所，也有記載到他的情
人明里在前川邸的窗前與他作最後道別的動人畫面（有說明里是創
作人物）。

八木邸

八木邸被列為京都指定有形文化財產，而和八木邸相連的和果
子名店「京都鶴屋 鶴壽庵」也是由八木家經營。八木邸可以入內參
觀，提供日語導覽。

地址：京都市中京區壬生梛ノ宮町 24
交通：�從阪急電鐵大宮站或京福電鐵四條大宮站，

步行約十分鐘

八木邸為新選組發跡之地，屯
所 用 地 由 八 木 源 之 丞 慷 慨 讓
出。八木源之丞是壬生鄉士八
木家的第九代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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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藤勇

近藤勇生於一八三四年武藏國多
摩郡（現東京神奈川縣多摩地區東部調
布市），幼名勝五郎（長大後老家百
姓仍叫他阿勝）。十五歲起師隨天然理
心流派掌門近藤周助，更於同年成為其
養子，改名勇。多摩是德川幕府的直轄
地，地區時有幕府資訊及軍兵屯鎮，自
然地多摩居民對幕府持更大尊重，並培
植近藤勇佐幕思維。一八六零年他接管
試衛館成為第四代掌門，繼試衛館同門
土方歲三、沖田總司及井上源三郎外，
先後認識食客永倉新八、原田左之助及
藤堂平助，而山南敬助也早於一八六一年特意拜訪試衛館並成為其
中一員。

試衛館當時已頗有名氣，主要與龜澤町道場挑戰有關。道場
間時有「踢館」，被廣譽劍聖的直心影流派掌門男谷精一郎常受各
派上門挑戰。某天近藤勇一伙就和龜澤町道場副掌門本梅縫之助較
量。比試下便令近藤勇防避不及，竹劍被打飛落地。雖則如此，近
藤勇卻毫不慌張，空手使出天然理心流柔術的防禦架勢，加上其銳
利目光及氣勢，本梅縫之助看不出任何破綻，便放下竹劍行禮。過
後，男谷精一郎給予近藤勇極高評價，教導弟子「死地裡尋求活路
才是劍的極致」，就算手中無劍也對勝負絕不妥協。

近藤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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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三年二月十八日浪士組應清河八郎集結，數天後從中仙
道出發往京都，近藤勇及池田德太郎獲委派負責組員路程上的住宿
安排。抵達本庄宿時，卻發現遺漏了三小隊芹澤鴨的宿舍。當晚芹
澤鴨大發雷霆，命人蒐集柴火在本庄宿道路上燃起熊熊烈火。那年
代屋宇建築皆是木造，火勢蔓延後果不堪設想，也直接影響新成立
的浪士組名聲。清河八郎著急，要近藤勇及池田德太郎向芹澤鴨道
歉。近藤勇也爽快答應並作出真誠致歉，但畢竟芹澤鴨怒火中燒仍
破口大罵，此時試衛館一派七人站在近藤勇身後，手作拔刀狀，而
芹澤鴨一派四人也隨即列隊，雙方對峙著。眼見對方人數佔優，芹
澤鴨也不想糾纏，輕輕互給台階下就此作罷。據說近藤勇表情一直
毫無變化，目光鎖定芹澤鴨，完事後只鞠躬便離去。是次衝突是近
藤勇與芹澤鴨首度認識，隨後兩派雖共同建立壬生浪士組，但畢竟
作風性格不同，這次騷動已為日後矛盾埋下伏線。

子母澤寬撰寫《新選組遺聞》時訪問八木為三郎對近藤勇的印

試衛館跡

象，他認為近藤勇不論氣度及個性都與眾不同。他為人友善，重禮
儀但話不多，半句廢話也免。在屯所裡縱使一言不發，但隊士們仍
然保持隊形，甚顯威嚴。而他對刀劍也極有興趣，與其父親八木源
之丞話題離不開刀劍。這也不得不提他的愛刀虎徹。

作為揮舞著名刀的劍士，自身名望也提升，當然也要炫耀一番。
近藤勇至少兩次向多摩老家提及愛刀，第一次是當他寫信講及池田
屋的激戰：「因為在下的刀是虎徹，所以完好無損。」第二次是出
征甲州前路經日野，在被鄉親問到池田屋時，他分享道：「虎徹就
是不同，激戰後就是刀刃造成了幾個缺口，插回鞘裡時還是和以前
一樣流暢，完全沒有不適感。」

至於虎徹的真偽卻有多個說法，因為當時江戶有多個工匠專造
贗品，如江戶四谷的一位山浦清磨工匠，其鑄造的刀真假難分，當
時已流傳為四谷正宗。雖則贗品，他的刀堅韌及鋒利程度絕對不輸
虎徹。據齋藤一的遺談中記載，近藤勇的刀「是全鐵打的，刀鍔為
銅製，其面刻有龍的圖案，無銘，看起來好像原本有銘，後被擦掉
了，刀長二尺三寸五分」。

名為虎徹的刀由長曾彌虎徹鑄造，傳說虎徹斬在人身時，刀刃
就像被吸進身體般，輕輕一揮便給敵人帶來嚴重刀傷。距離幕末時
代此刀已失傳二百多年。所以近藤勇也不能夠在當時輕易地買到這
把名刀。有說法是鴻池屋為了答謝近藤勇趕走歹徒時所贈送的。而
另一說法是金子堅太郎指出此刀是德川將軍家賜給近藤勇的，這也
屬牽強。近藤勇在流山被官兵被捕前入住金子堅太郎之宿，其後虎
徹留在他家還算合理，但畢竟新選組在一八六三年未成氣候，就算
近藤勇獲更多幕府或會津藩支持也不至於獲賜虎徹此等貴重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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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近藤勇買的虎徹實則四谷正宗之作，而他珍而重之。不論真偽，
近藤勇的愛刀一直收藏在金子堅太郎家，直到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
關東大地震發生，他的家失火而愛刀也一併被燒掉。

雖然新選組仍堅定不移地守護幕府，但隨著鳥羽．伏見之役幕
府軍大敗後，新選組的命運也隨著時代的巨輪慢慢沉沒。一八六八
年近藤勇在江戶與幕府大臣勝海舟會面，向他請教當下策略。勝海
舟建議新選組奪取甲州城，可讓將軍德川慶喜移居此地，更可佔據
附近要點作屏障，阻擋新政府軍的追擊。近藤勇聽從其言，以甲陽
鎮撫隊之名出征（隊士仍是新選組），近藤勇改名大久保大和，土
方歲三改名內藤隼人，部隊共一百五十三人三月一日於江戶出發。
據說出發前大排宴席，但隊士士氣低落，對此戰役未抱希望。

甲陽鎮撫隊身穿白色棉衣的洋裝，扛著步槍，猶如一支西洋軍
隊。路經近藤勇家鄉石原村及土方歲三家鄉日野宿，總算衣錦還鄉，
沿途盡受百姓熱烈歡迎，百姓對他們能從農家孩子一躍成為幕府大

錦繪圖「甲州勝沼之戰近藤勇」。由近藤勇率領的甲陽鎮撫隊與新政府軍於甲斐國
勝沼（現山梨縣甲州市）對峙，因攻打不下及內部矛盾而全軍撤退至八王子並解散。

名都嘖嘖稱奇。由於當時關東風雪交加，山路積雪難行，三月四日
過了八王子宿到達猿橋時，近藤勇竟得知薩長軍以官兵之名已抵信
濃諏訪，只需兩三天路程則到甲州城。他立即派遣七十名騎兵希望
率先入城，但可惜仍落後於人。

近藤勇決意攻入甲州城，但情報顯示敵軍至少一千二百人且火
力強勁，實力懸殊難力撼。隊士透過永倉新八反映，如有後援才願
意一博。近藤勇求勝心切，唯騙說三百名會津兵正前來支援。他希
望以現有兵力先搶功，如對敵軍造成一定傷害後幕府的後援必定加
大。同一時間土方歲三則去神奈川請求菜葉隊增援。作出幾次突擊
後，隊士終發現援兵之說屬假，而糧草供應也不足，立刻潰不成軍，
大家紛紛離隊各散東西，就連近藤勇、永倉新八及原田左之助出言
力勸也無力挽留。這時近藤勇的名譽備受考驗，他也作出戰死準備，
把餘下隊士交給永倉新八及原田左之助二人，先撤回江戶，自己容
後趕上。

原來勝海舟當初的獻計是想新選組撤離江戶，好讓暗中在薩摩
藩的下屋敷與新政府的西鄉隆盛商談，其後遊說德川慶喜把江戶和
平地移交給新政府，促成江戶「無血開城」。雖然保障了江戶免受
炮火蹂躪，但這一決定已代表德川慶喜向新政府軍投降。此時主張
抗戰到底的幕臣如軍艦總司令榎本武揚趕離江戶。

回到江戶，只有約十多名隊士集結，大家一致同意另建隊伍出
發救援正被攻擊的會津。隊士來到近藤勇所在的和泉橋醫學所，把
建議和他分享並希望他和土方歲三一同參與。近藤勇沉默片刻，堅
決地說：「我不會加盟你們私自建立的組織，倘若各位願作我的家
臣，我便加入。」永倉新八及原田左之助再難容忍他此情此境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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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新選組出勤及行動繁多，此年表只收錄本書所提及的事
件，方便參考。（年表的日期是以和曆記錄。）

1826 年—芹澤鴨出生

1828 年—島田魁出生

1829 年—井上源三郎出生

1833 年—山南敬助、山崎烝出生

1834 年—近藤勇出生

1835 年—土方歲三、伊東甲子太郎及松原忠司出生

1839 年—永倉新八出生

1840 年—原田左之助出生

1842 年—沖田總司出生

1844 年—齋藤一、藤堂平助出生

1853 年 6 月 3 日—黑船首度來航

1860 年—近藤勇接任天然理心流第四代掌門

1863 年

2 月 4 日—近藤勇、土方歲三、山南敬助、沖田總司、永倉新八、
井上源三郎、藤堂平助及原田左之助加入由清河八郎號召的浪士隊

2 月 23 日—眾人抵達京都並入住八木邸

3 月 12 日—清河八郎與眾浪士折返江戶，近藤勇及芹澤鴨等留下

3 月 15 日—壬生浪士組成立，獲會津藩支援

4 月—實施禁令

6 月及 8 月—芹澤鴨大鬧角屋及吉田屋

7 月 15 日—大阪力士亂鬥事件

8 月 12 日—芹澤鴨火燒大和屋

8 月 18 日—八一八政變，壬生浪士組其後改名為新選組

9 月 13 日—新見錦因違反禁令被下令切腹

9 月 18 日—芹澤鴨被刺殺

9 月 26 日—永倉新八等人刺殺長州藩四名間諜

12 月 27 日—野口健司因違反禁令被下令切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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