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福井藩士履歴

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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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

江口

江口源左衛門
三百五拾石

同八卯二月七日五十石御加増、都合三百石

同五子七月廿一日御預所郡奉行

享保四亥十月十五日郡奉行、役料無之雨森儀右衛門跡

正徳六申正月廿一日勘定奉行立岩長右衛門跡

同六丑七月四日百石御加増

宝永二酉九月廿三日、新知百五十石

元禄六酉八月廿三日御切米

貞享元子十二月十一日父作左衛門跡目、御扶持方

同四子十二月廿日格別出精相勤候ニ付長袴御奉行次

寛政二戌八月十五日札所御目付兼帯

同年同月廿五日御目付海福久右衛門跡

先武頭次席被仰付

同七未三月十四日御形合被相改、万端御省略被成下候ニ付御役御免、御

同六午五月廿七日御広式御用人榎並猪十郎跡、長袴格

同四辰七月廿四日御目付千本長右衛門跡

天明寅十月十四日御泉水預リ

同十丑正月十五日御側物頭御目付助荻野小右衛門跡

宝暦十一巳四月廿九日父九之丞跡知無相違被下、大番入

同十一午三月廿一日席御上ケ、御先物頭順席

同十午四月廿七日病身ニ付御番御供当分御見除

江口次郎兵衛

同十三申正月十六日御奉行蠏江善右衛門跡

寛政十二庚申七月十七日格別出精相勤候ニ付、五拾石御足高被成下

安永六酉五月廿五日御徒頭河津孫十郎跡

同十七子七月十六日不調法有之御役被召上、拝知五十石減、逼塞被仰付、

文化二丑六月廿一日年来格別出精相勤候ニ付、御足高五十石御加増被成

三百石

大番入

前被仰付

文化十二亥二月四日御政事向是迄之通御札所目付吉田茂左衛門跡、於御

下

ヨシオ

幸雄

福久右衛門次

五郎右衛門

元文元辰七月廿二日五拾石御加増、御先物頭大藤次兵衛跡

江口九之丞

延享三寅六月廿八日父次郎兵衛隠居、家督無相違被下、大番入

同十四丑十月廿九日内願ニ付御札所目付之義御免、御褒詞、御召御上下

文政十三子六月廿四日勤向是迄之通ニ 而、席定座番外御勝手掛リ、席海

寛延三午九月十一日御使番雨森庄兵衛跡

拝領

三百石

宝暦六子十月五日御杉形奉行小川次兵衛跡

文政三辰七月十日倅半弥義触頭見習野廻リ定御供被仰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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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

半弥

文政三辰八月廿五日病死

江口次郎兵衛
三百五拾石
文政三辰十月十六日父源左衛門跡知無相違、定座番外、触頭見習席海福
三作次

一文久二戌十一月廿九日槍術年来出精之趣、師役よ内達も有之ニ付、御下
緒一掛被下置候

湊

〔士族〕

一同三亥四月廿二日支度出来次第芝御陣屋詰被仰付、詰中御台場頭被仰付、

諸事永見主膳申談候様被仰付候、同廿九日出立

左十郎

一同年七月十六日芝於御陣屋表病死
マサキ

江口正己

文久三亥九月五日養父半吾家督三百五拾石無相違被下置、定座番外ニ被

同年十一月朔日触頭村上喜内跡被仰付

天保八酉十一月三日寺社町奉行鈴木彦太夫跡被仰付

仰付

三百五拾石

天保十二丑年八月十六日内願之趣も在之ニ付御役御免

同年五月廿七日養父半吾同道御陣屋詰罷在候処、病人多御番頭よ内達も

同十亥八月病身内願ニ付触頭御免

同年八月廿九日役中締リ方不参届趣在之ニ付遠慮、九月十八日御免

有之ニ付、当分御陣屋詰御雇被仰付、五人フチ被下置候、然処七月半吾

一元治元子四月十一日御軍帳御割替ニ付、農兵二組酒井外記方 江御附被成

病死ニ付罷帰

天保十五辰二月内願隠居

源太郎

候ニ付、其手 江属シ外記方 江申談致世話候様、且又農兵之義ニ付 而ハ西

江口九之允
三百五拾石

尾十左衛門へ申談候様被仰付候

一同年六月十四日是迄酒井外記方附農兵致世話候様被仰付置候処、御軍帳

而申談致世話候様被仰付候

一同年四月十九日酒井外記方御用多ニ付、調練出勤無之節ハ明石将監ヘ都

一天保十五辰二月廿五日父次郎兵衛家督三百五拾石無相違被下置、定座番
外、席海福久次郎次
一嘉永五子十二月廿八日九之允 与名替
一安政六未十二月十六日病身ニ付内願之通隠居

一同年八月廿三日夜廻リ順繰違出勤不致恐入伺遠慮、九月二日御免

御割替ニ付芦田信濃附農兵致世話候様被仰付候
江口半吾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之節御留守御用相勤候ニ付、御手当三百三拾三匁被

一慶応二子十月廿八日下馬 并三ノ丸南御門所御預ケ被成、御警衛向厚相心

下

三百五拾石
安政六未十二月十六日養父九之允病身ニ付内願之通隠居被仰付、家督三
百五拾石無相違被下置、定座番外ニ被仰付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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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

得相勤候様被仰付、依之夜廻且出火之節詰所之義ハ御免被成、尚又勤方

巳二月廿二日出張ニ付十三両被下、外ニ

享保二酉八月五日御金奉行被仰付、御貯方も向後年替ニ可相勤旨被仰出

榎並左次右衛門

享保六丑十月十五日表御小性被召出

会征出陣

之儀ハ御用人申談候様被仰付
一同四辰六月

一同年七月十五日遊撃隊入

同十一午四月十六日父左次右衛門隠居、家督無相違御小性其儘

百石

一明治 与改元、十二月廿八日湊ト名替

同十七子十二月五日奥御納戸井上孫左衛門跡、御書院番入

五百疋

一同二巳五月十七日遊撃隊 江被入、御門所御警衛夜廻之儀ハ被免候

延享元子十一月三日御膳番、但自分御擬作ハ上ル

榎並安次郎

一同年十一月廿五日今般御改革、更給禄米百六拾三俵二斗三升五合被下候
一同三午四月廿五日戊辰北越出張軍事精励ニ付、御賞典之内十石三ケ年令
領授候事

百石

病死

延享四卯十一月十一日父左次右衛門跡知無相違被下

左次右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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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二番小隊入被仰付候事
一同年十一月十五日遊興ニ耽り不埒至極ニ付、二ケ年之間給禄ノ九割被下
非役 江被入謹慎被仰付、十二月五日被免

榎並勘兵衛

マサキ

一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湊事正己ト改

百石

役料百五拾石

一同四未六月八日不埒之儀ニ付二ケ年之間給禄之内九割被下候処、今般更

延享五辰二月十六日養父安次郎跡目幼年ニ付十人扶持被下、御留主番入

宝暦二申八月五日新知御直シ被下、大番入

ニ元ノ如く被下候事
米百六拾三俵弐斗三升五合

同十辰正月十六日表小性

同年七月廿日御役料五拾石

同七戌六月廿二日御側向頭取秋田七郎兵衛跡、末之番外

安永五申正月廿六日於江戸御近習頭取、御小道具方其儘

同五子七月九日御小納戸波々伯部八右衛門跡

同三戌九月二日御次詰御書院番入

明和二酉正月十九日中奥

一同五申正月九日東京品川天龍寺ヘ墓参旁上京

榎並

宝永四亥八月廿九日父左次右衛門家督無相違

百石

榎並左次右衛門

1

榎並 1

同二寅七月八日御広式御用人長袴格

一同四巳二月十六日御作事方改役井上茂右衛門跡、御留守番入

一天保二卯六月廿五日大御番組入

役御留守番入

同六午五月廿七日新番頭川村十郎右衛門跡

一同七、八月五日今般天梁院様御霊屋御普請出精ニ付、御目録銀弐枚被下

天明元丑十二月五日於江戸御目付加藤半左衛門跡、御役料百五拾石

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役人席御武具支配忍之者御預ケ、席川村十郎右衛門
置

一同十亥九月十六日諦観院様御霊屋御普請ニ付右同断

次
同七未三月十四日御形合被相改万端御省略被成候ニ付、御武具忍組支配

一同十一子四月廿五日江戸御屋形御普請、於此表切組被仰付、右御用掛リ

〔士族〕

御免被成、御役料其儘ニ 而御先物頭次席

一同十二丑十一月十八日御広敷御用達榊原藤五郎跡被仰付

出精ニ付御褒詞

寛政二戌十月十五日御目付助大関彦兵衛跡

一同十三寅十月十六日川除奉行川地権内跡被仰付

同八申五月廿二日御先武頭波多野五郎左衛門跡

同四子十二月廿六日御目付助御役名被相止、前々之通御側物頭

一嘉永三戌三月五日昨酉年柳御門頬当御普請ニ付御褒詞

一弘化四未十二月晦日御本城橋御繕之節出精ニ付御褒詞

一同十四卯二月十六日御作事改役被仰付

虎三郎

同八辰正月十六日御籏奉行長谷部半右衛門跡

榎並勘右衛門

一安政四巳二月五日御花畑絵奉行高木庄右衛門跡被仰付候

一同四亥二月十一日御代官役滝沢元右衛門跡被仰付

享和三亥三月十六日養父勘兵衛跡知無相違、大御番入

一同六未二月五日年寄候ニ付休息被仰付候

廿石三人

文化三寅五月廿九日拝知御取上、御切米廿石三人扶持被下、新番組ヘ御
下ケ、遠慮

左治栄

榎並勘兵衛

左次右衛門

同七午十二月十一日御作事改役、御役中壱人半扶持被下

弐拾石三人

勘兵衛

文政二卯正月廿五日大御番入

一安政六未二月五日親左次右衛門儀年寄候ニ付休息被仰付、家督廿石三人

熊太郎

同五午正月十六日御先武具奉行竹内五郎兵衛跡

扶持無相違被下置、大御番組ヘ被入候

一文久二戌十二月廿八日勘兵衛 与名替

一元治元子六月廿九日上京、八月廿四日帰着

他三郎事

廿石三人

一同年十月十五日長征出立、丑二月三日帰

榎並左次右衛門

一文政十一子正月廿五日親勘右衛門家督無相違、廿石三人扶持被下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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榎並 1

一慶応元丑十一月晦日大坂表 江出張
一同二子四月廿四日堺町戦争一件ニ付、公儀よ被下配当金千疋被下置候

榎並
榎並芸碩

一同年九月十八日帰
一同年十二月左次右衛門 与名替
百石

享保三戌二月廿九日被召出七人扶持

一同三卯九月廿三日弟鋪馬出奔ニ付遠慮伺之上指扣被仰付、十月三日御免
一同年十月十五日弟鋪馬出奔之処召連来候処、侍御削被成囲入被仰付恐入

同六丑五月五日御切米廿石五人御扶持被下

同十七子七月廿二日五石御加増、江戸詰

伺之上遠慮、廿二日御免
一同月廿九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被仰付、十一月二日出立

元文二巳十一月廿八日於江戸新知百石

榎並芸碩

寛保三亥六月廿八日奥御針医

同四未十一月十五日御前様附奥医格

一同年十二月六日二条御城よ御下り之節、暫時御供欠候ニ付伺之上遠慮、
同十日今度非常之義ニ付御免
一同四辰二月晦日京よ帰
一同年三月十六日御留守番組 江被入候
一同年五月十一日今般御趣意ニ付無役組ヘ可被入置処、御広間当番勤被仰

百石

宝暦十辰九月十六日親芸碩休息三人扶持被下、家督百石無相違、表御針

付、御留守番組ニ其儘被指置
一同年五月廿八日弟鋪馬出奔ニ付伺之上指扣、六月三日御免

医

榎並芸碩

休

同月廿二日奥御針医

一同年七月五日弟鋪馬蟄居被仰付置候処、先達 而出奔不埒ニ付入牢、且又
左次右衛門締方不参届不調法ニ付遠慮被仰付、同廿五日御免

一明治二巳六月廿一日左次右衛門事左治栄ト改

百石

一明治二巳二月十八日大砲隊弾薬預り被仰付

一同月廿八日御広間当番勤被仰付、役義之義ハ被免候

天明二寅十月十四日父芸碩病身ニ付休息、家督無相違、表御針医
同六午正月廿日奥御針医

一同年十一月廿五日今般御改革、更給禄米四十弐俵六升被下
一

同八申七月四日奥御針医御免被成、表御針医ニ被仰付

優待列

一同三午閏十月廿五日右名目被廃非役ト唱
一同五申五月勘兵衛ト名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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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榎並 2

榎並玄沢

一元治元子十二月賊徒一件之節御留守御用相勤候ニ付、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士族〕

一慶応元丑四月廿五日病気内願之通休息

榎並彦作

宋純

百石

医
百石

文化二巳年三月十六日親芸碩病身ニ付休息被仰付、家督無相違、表御鍼

同年九月五日奥御鍼医

文久三亥三月廿六日奥御鍼医師御雇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二月十一日除痘館当番皆勤、其余番外数度致出勤候ニ付御褒詞

同七午四月十一日不慎之義有之、奥御鍼医御免、閉門
文政二卯九月五日奥御針医師

一元治元子三月廿日奥御鍼医師御雇勤中三人扶持被下置、是迄被下置候銀

一慶応ト改元、四月廿五日養父孝斎義病気内願之通休息被仰付、家督百石

一同二丑正月廿九日除痘館当番皆勤、御褒詞

三枚之儀 者以後不被下候

天保九戌二月十六日江戸詰之節、留守扶持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嘉永元申六月病死

榎並孝斎

一弘化三午閏五月廿八日奥御鍼医師、御雇被仰付

一同年十二月十六日除痘館皆勤、其上番外数度出勤ニ付御褒詞

一同年十月朔日宰相様御出坂御供ニ 而出立、同三日今庄よ御引戻ニ付帰

無相違被下置、奥御鍼医師其儘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月十五日被召出、御扶持方三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二子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御登坂御供出立、十月六日御供帰

百石

一嘉永元申八月十一日養父玄沢家督無相違被下置、奥御鍼医師其儘被仰付、

一明治元辰十月廿二日京都詰被仰付、十一月十三日出立、巳三月七日帰

一同三卯十一月二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出立、辰三月廿九日帰

一同四亥年江戸御供詰

一同二巳四月七日宋純事彦作

三人扶持ハ以後不被下

一同五子十二月十六日種痘之儀致出精候段達御聴、太儀ニ思召候段、御側

一同年十一月廿五日今般御改革、更給禄米六十俵四斗三升六合被下

一同年五月朔日中納言様御用被仰付

一安政元寅十二月十六日種痘之義ニ付右同断

一同三午六月四日年給四俵、在京中八俵被下候事

御用人を以被仰付候

一安政三辰二月廿八日江戸御留守詰出立

一同日今般医員之分惣 而医学所病院詰被仰付候ニ付 而ハ、御針家之分科被

一同四未正月廿五日御家従被免候事

相止候処、是迄相嗜居候儀ニ付更ニ御家従御針治御用可相勤事

一安政四巳閏五月五日漢学助句読師被仰付候
一文久元酉三月十一日以来江戸詰之節、為留守扶持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十九日御供ニ 而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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榎並 2

一同日非役 江入候事

江上
江上茂太夫

江川
江川吉左衛門
弐拾石四人

寛政十三酉二月十一日御勝手役、小役人よ御取立、新番組ヘ被入

元文二巳十月十九日三石壱人扶持御加増、是迄ハあなた御擬作なり

候ニ付不記之

享保十六亥十二月廿四日御取立新番入、勝姫様附、御擬作あなたよ被下

文化三寅九月廿五日二石御加増、三石御足高、勤方是迄之通り、大坂定

同三午二月七日春照院殿附

廿石四人

居

江川宗左衛門

同五辰七月二日御趣意ニ付役儀御免、是迄之御足擬作ハ不被下
文化十酉八月五日御勝手役、支度出来次第江戸詰

廿二石四人

宝暦四戌四月十八日養父吉左衛門休息跡目被下、新番

同十二亥九月廿日江戸詰之節不参届義有之ニ付遠慮
同十三寅三月御勝手役御免、一人扶持御取揚、伺之上遠慮被仰付

寛政七卯十二月十九日二石御加増、都合廿二石四人扶持

天明八申十一月十一日御定之年数相満候ニ付相身躰末

同七寅四月十日巣鴨御屋敷奉行柳下瀬兵衛跡

明和四亥十月廿五日御守殿御取次鈴木惣太夫跡

同十三未九月廿三日御守殿御取次

此三郎

文政二、七月廿日御趣意銀御貸方三好久左衛門跡

茂太夫

同年十月十五日御広式御用達御留守番入、鈴木弥右衛門跡

此三郎

文政三辰七月病死

江上茂太夫
廿石三人

文政三庚辰九月十一日父茂左衛門家督弐拾石無相違被下置、新番組ヘ被

江川吉之助

入
文政七申七月十一日御住居御附御広式添役岩崎八右衛門跡

寛政九巳正月十六日父宗左衛門休息、家督無相違、御留守番入、巣鴨御

廿二石四人

文政十二己丑八月十三日御勝手役被仰付

屋敷奉行

同九戌四月十六日御借米方笹木七左衛門跡

天保三辰六月五日川除奉行笹木七左衛門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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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川

同十午二月十四日霊岸島御屋敷奉行御武具奉行兼帯、松田庄太夫跡
同十一未十一月朔日表納戸笹木長左衛門跡、大御番入

一安政四巳九月十四日松栄院様御逝去ニ付、御附御広敷御用達御免被成、

大御番組ヘ被入候、且又是迄出精ニ付御褒詞

一文久二戌三月晦日御広敷御用達被仰付、御留守番組ヘ被入候

一同三亥三月廿三日御前様御供ニ 而御国ヘ着、同廿六日折返し江戸へ出立

文化九申ノ二月廿日御役御免、遠慮伺之上指扣
文化九申

一慶応元丑五月十五日清心院様御用取扱掛り被仰付候

御定之年数相満候ニ付順席

文政十一子十二月十六日年来相勤候ニ付御目録銀五枚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精相勤候ニ付御書院番組 江被入、且近来御用多之処

一同年閏四月廿五日今般江戸御屋敷引払一件致心配候ニ付、御紋御上下一

鋪被下置候

一同年四月廿九日家屋鋪中ノ馬場元御花畑ニおゐて、東よ一番新規之家屋

着

一同月廿五日先般居残り被仰付候処、今度罷帰候様被仰付候、四月廿七日

候

一同年三月廿日御手元 并御広敷御用向清心院様御用御屋形向惣掛り被仰付

罷在、但家内二月廿三日着

一同四辰正月廿五日今般御趣意ニ付家内共御国表ヘ引越被仰付、然ル処詰

厚致心配候ニ付、銀五枚被下置候

天保七申ノ二月十三日休息

江川馬之丞
弐拾二石四人

〔士族〕

天保七申二月十三日親吉之助年寄候ニ付内願之通休息被仰付、家督二拾
二石四人扶持無相違、大御番組へ被入

常三郎

弘化二巳四月六日休息

江川常之助
廿弐石四人

一弘化二巳七月十六日養父馬之丞病身内願ニ付休息被仰付、家督廿弐石四

被下置候

一明治ト改元、十一月十日幸姫様為御迎上京、同廿九日帰

人被下置、大御番組ヘ被入候
一嘉永二酉六月廿九日松栄院様御附御広式御用達柳下雄助跡被仰付候

一同二巳二月十五日御役名御裏庶務方執事ト被仰付

廿四日出立

但御裏庶務執事勤

一同年二月廿七日御簾中様青松院様来ル三月御東上ニ付御供被仰付、三月

一同日御家従被仰付候事

一同三午正月十三日右同断ニ付役義被免候事

一同年十一月廿五日今般御改革、更給禄米四拾七俵壱斗七升六合被下

一同四亥四月九日今般両御丸様神田橋御住居 江御立寄之節、御用掛り出精
ニ付御褒詞
一同五子四月廿五日御住居御普請御用掛り出精之段達御聴太儀ニ思召候、
依之金弐百疋被下置候
一同六丑二月九日松栄院様花之頃浜御庭ヘ被為入候御沙汰ニ付、掛り同様
被仰付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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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川

一同年七月十七日常三郎事常之助ト改

一元治元子二月廿日御水主頭井原次郎右衛門跡、御役料百五拾石被下置候、

一文久三亥二月十日殿様御上京御供ニ 而出立、三月六日御供ニ 而帰着

家屋敷次郎右衛門是迄罷在候宿浦御役屋敷ヘ替被下候

〔士族〕

一同四未二月十六日奥詰被仰付候事
十四級

一同年四月廿四日宿浦御台場 并大砲諸道具等悉皆御預ケ被成候

一同年四月五日当分年給 弐拾二俵壱斗八升弐合四勺
一同月十八日東京ヨリ帰

一同年十月十五日長征出立、丑二月二日帰

彦蔵倅

一同年八月十日御参府之節為御警衛垂井辺迄御供被仰付、同月廿日大坂御

文久三亥七月八日上京被仰付相止

百石

円乗仙吉

一慶応三卯六月十六日年寄候ニ付隠居

一同年五月八日御家従被免候事

高松彦蔵

此前代たニ出、高松 与号

高松二六

円乗
円乗彦蔵
百石
一文政十三寅十月十一日養父綱蔵家督百石無相違被下置、大御番組へ被入

一元治元子四月廿三日宰相様御供ニ 而帰京

泊りよ京都ヘ罷越

一同十一子年江戸詰、四月十三日出立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昨冬以来宰相様御上京中格別骨折相勤候ニ付、銀壱枚被

一天保七申年江戸詰、四月十五日出立

一弘化四未年江戸詰、三月十七日出立

一同三戌九月十一日御金奉行榊原孫兵衛跡被仰付

一慶応二子十二月廿六日円乗彦蔵差添被仰付

一同年十月長征出陣、丑二月五日帰

下置候

一同五子四月五日役前不念之趣相聞ニ付、役儀御免遠慮、同廿五日御免

一同年同月廿八日一番之補兵隊 江被入候

一嘉永元申十一月五日与内立合横井三郎右衛門跡被仰付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円乗 与改性

一同三卯六月十六日親彦蔵年寄候ニ付隠居被仰付、家督百石無相違被下置、

一同四辰六月廿五日会征出立、十一月十七日帰

一同年十月十九日御警衛増詰上京、辰二月廿九日帰

候ニ付、此度村上武左衛門家屋敷 江替被下候

但親彦蔵御水主組支配ニ付宿浦御役屋敷ニ罷在候処、隠居被仰付

大御番組 江被入候

一安政二卯三月十四日御広敷御用達高江善四郎跡被仰付、御留守番組ヘ被
入候
一同三辰二月廿六日江戸御留守詰出立
一同五午正月十六日御勘定拝借奉行御趣意金取扱、奈良助右衛門跡被仰付
候
一万延元申五月廿五日格式末ノ番外被仰付、役儀之儀ハ御免被成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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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円乗 1

一同年八月廿五日家屋敷是迄坂田助太郎罷在候家屋敷 江替被下候
拾八石三人

円乗仙右衛門

順

一明治二巳二月廿二日長々出坂太儀思召、仍十三両被下

一天保十五辰十月五日養父権太夫病中内願ニ付休息被仰付、家督拾八石三

権次郎

権之助

権介

安政六、八月十四日病死

円乗素

拾八石三人

組ヘ被入候

一文久二戌十二月廿八日権之助 与名替

二月十三日帰

権助

実仙右衛門養家之弟 〔士族〕

一同年八月十七日御参府御供二 而出立、同年十二月江戸よ御上京御供、子

一同三亥正月十六日農兵教授手伝被仰付候

.

一同六未十月五日養父仙右衛門家督拾八石三人扶持無相違被下置、大御番

一五月廿二日横山引続年々支合皆勤ニ付御褒詞

安政三辰正月廿日衆道之儀ニ付風儀不宜、御移り

候

安政二卯三月十六日横山引続年々支合皆勤ニ付、御持御扇子二本被下置

彦太

一安政四巳四月廿九日用水奉行野田喜平次跡被仰付、御留守番組へ被入候、

一同五子十二月廿八日円乗 与名替

一嘉永二酉八月三日番改役竹沢五郎兵衛跡被仰付候

人ふち無相違被下置、無役御留守番組 江被入候

高松仙右衛門

一同年十一月廿五日今般御改革、更給禄米六十俵四斗三升六合被下

〔士族〕

一同三午四月廿五日戊辰北越出張軍事精励ニ付、御賞典之内十石三ケ年令
領授候事

年給六俵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三番小隊入被仰付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三番隊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一同五申十月廿五日病死ニ付

実弟

権太夫

一元治元子三月二日上京、四月十二日帰

一同年九月十二日農兵教授手伝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十月十五日長征出立、丑二月二日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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円乗乙次郎
一米弐拾七石七斗九升六合

円乗
円乗名右衛門
拾八石三人

権太夫

依之中三代た之部ニ出之

右三代高松 与唱、又々仙右衛門代嘉永五子十二月廿八日よ円乗 与改

権太夫

此後代たニ出、但高松 与改

石御加増

寛延三午七月五日役人よ御取立、御留守番入、御土蔵番小林善八跡、三

2

円乗 2

一慶応二子四月七日京都詰出立
一同三卯正月十六日鳴物方頭取被仰付、御役御番組 江被入候
一同年四月十九日帰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之処東京府御用ニ 而居残り、東京府探索方

円乗
円乗虎吉

一同年五月廿日鳴物方頭取其儘締方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月廿二日右其儘教授方兼被仰付候

拾八石三人

高松虎吉

一同年十二月廿二日鳴物御改正之砌格別出精相勤、且在京修業中失却も有

一天保十二丑八月五日兄栄吉病中養子願不参届、且又一家共之内心得違之

趣も相聞候ニ付、願書御返被成家可及断絶処、格別之御憐愍を以家名御

之趣ニ付、銀拾五枚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権之助事権介ト改

立被下、為名跡其方へ御充行拾八石三人扶持被下置、新御番組へ被入、

一嘉永五子九月五日御供勤被仰付候

一同四辰閏四月十一日繁勤ニ付、小者給一人扶持銀三百匁被下置候

一明治ト改元、十二月十三日殿様御上京御供出立、巳三月六日帰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円乗 与名替

遠慮被仰付

一同二巳正月十八日大坂神戸辺ヘ罷越、喇叭致直伝候様被仰付

一文久三亥十月十三日中将様御供ニ 而上京、子四月廿三日同断帰

一同月十九日養弟範之介御咎ニ付窺之上指扣、同廿二日御免

一明治二巳二月十八日月給米一年分八俵被下候、小者給ハ相止

一元治元子六月廿五日昨冬以来宰相様御上京中格別繁勤太儀思召候、依之

一同年十月十七日京詰出立、十二月帰

御酒被下置候

一同年六月権介事彦太ト改
一同年九月十四日居屋敷南、表等ニ 而御茶薗地拝借之儀願之通被仰付
但南ノ方ニ 而六十六坪三歩五厘、表之方ニ 而八坪八分三厘、〆七

一同年十一月廿五日今般御改革、更給禄米三十九俵四斗三合下賜

一慶応三卯十月十八日第二遊撃隊ト被仰付候

一同二丑正月廿五日上京、五月七日帰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ニ付出張、御手当銀三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月廿八日今般御改正ニ付、当役被免候事

一同廿五日新番組ニ被仰付候

十五坪壱分八厘

一同三午正月十九日楽隊派立以来出精相勤ニ付、金七百疋被下候事

一同四辰五月十一日今般御趣意ニ付無役組ニ被仰付

但席福嶋廉平次

一同月廿日修業隊 江被入候事

一同月廿日無役新番組 江被入候

一明治二巳五月

病死

一同年七月廿六日御広間当番勤被仰付、御留守番組 江被入候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一番小隊入被仰付候事
年給六俵
権助事素ト改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一番隊
一同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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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円乗 3

円乗虎弥太
拾八石三口

〔士族〕

明治二巳七月十二日養父虎吉家督十八石三口無相違被下、無役新番組 江
被入候、席三沢次郎吉次
一同年八月十四日予備隊被仰付
一同年十一月廿五日今般御改革、更給禄米三拾九俵四斗三合被下

予備一番隊

年給弐俵

一同三午六月廿二日第一大隊五番小隊入被仰付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
一同四未四月七日右解隊被仰出候事

－ 2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