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子弟輩

ノクヤマケフコテアサキメミシヱヒモセ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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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治

一同三卯正月廿九日三番之補兵隊 江被入候

一同年七月十二日京都御警衛詰出立、十月十五日帰

三月十二日御免

一明治二巳二月廿二日馬出張先よ御国表ヘ乗来候始末、心得違ニ付遠慮、

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年
 七月廿日今度越後表 江出張被仰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

一同四
 辰六月廿五日会征出立、十月五日帰

子弟被召出之名目被相止候、自今子弟ニ 而御用相勤候節ハ、当勤同様

明治三午三十三歳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平八郎弟

相心得可申事

一巳十二月十五日

ノ
野治宗七
安政七申正月廿五日当申年太田御陣屋御雇詰被仰付、詰中三人扶持被下
置候、閏三月廿三日出立

野治十一郎

明治三午廿歳

一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弐人扶持御増、都合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慶応四辰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ヘ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唱、十一月廿八日修

勝五郎養伯父

明治三午廿七歳

一明治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候事

業隊ト唱

一同年

被仰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平八郎弟

一文久元酉年詰越
一同二戌四月廿三日帰、同三日太田御陣屋詰中長々横浜表 江出張ニ付御褒
詞之上銀弐枚、別段金弐百疋被下置候
一文久二戌十一月廿五日来春殿様御上京ニ付為御待受出立
一同年十二月廿二日今般思召を以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当戌三十一歳、
子八月廿七日相止

野村乙三郎

万延元申十月十六日御旗本太鼓役御雇改 而被仰付、右御雇中銀五枚ツヽ

一同三亥三月廿五日中将様御供ニ 而帰着
一同年六月三日御番頭引纏上京、九月六日帰

年々被下置候

一文久三亥正月十六日太鼓役頭取被仰付、白銀七枚ツヽ年々被下置、是迄

一同十二月十日右七百疋ニ御直シ被下候段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二月廿四日京都表動揺之節為御守衛出張ニ付、為御褒美弐百五十
疋被下置候
一元治元子七月廿一日京都表ヘ出立、夫よ長征、十二月帰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中将様御供ニ 而上京、子四月帰

被下候金七百疋之儀 者以後不被下候

一慶応二寅三月十一日三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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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二丑二月朔日賊徒警衛敦賀 江出張、同九日帰
一同年四月十七日農兵差配手伝被仰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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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

御酒被下置候
長征出陣、丑二月三日帰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但年給三俵
一同日歩兵所手伝被免候事

一同年十月
一慶応二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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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日右被免候処、当正月よ三口之割合ヲ以被下候事

但三十両之分ハ不被下候事

一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京都詰出立
一同三卯正月廿五日御趣意ニ付太鼓役御免被成候

一同日昨年解隊已来生兵教導向格別致勉励候ニ付千疋被下候事

十弐俵高

一同年四月四日御上京御供、振替り帰

分営常備

年給六俵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二番隊

十蔵次男

一同廿三日彦根ヘ出立

ク
桑山竹次郎

明治三午廿四歳

一同五申二月十七日喜三太事彦麻呂ト名替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伍長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一同四辰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ヘ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被
仰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二日大砲隊被仰付、奥州会津表 江早速出張被仰付、
十一月朔日出立、巳三月四日帰
一同月廿三日右出張被仰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
下置候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唱、十一月廿八日修

一同二巳二月廿七日大砲隊被免
一同年
業隊ト唱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唱、十一月廿八

一同年十一月七日御家従御雇被仰付、月俸三口被下候事

日修業隊ト唱

一明治二巳

付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同四辰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三卯二月廿一日一番之補兵隊 江被入候

一慶応元丑六月廿四日新撰農兵差配役手伝被仰付候

明治三午二十歳

一同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候事

彦郎倅

一同二
 寅四月十六日御趣意ニ付農兵差配役手伝御免被成候

喜三太

一同四
 未五月十四日依願杉浦九郎太郎代勤被仰付候事
野村彦麻呂

一明治元辰十二月十六日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唱、十一月
廿八日修業隊ト唱
一同二巳七月廿一日生兵教授方手伝被仰付
一同年十一月廿九日歩兵所教授方手伝被仰付、一ケ年金十両ツヽ被下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三日一ケ年三十両ツヽ、但是迄被下候金自今不被下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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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山

一年給弐俵被下候事

但奥詰

一同三卯三月廿四日御先第二小隊指添被仰付、勤中年々銀拾枚ツヽ被下置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熊野唯次郎 与名替
候

一同年
 六月六日当秋京都御警衛詰被仰付候、七月九日出立、十月晦日帰

一同三午三月廿日御雇中給禄米十弐俵ツヽ被下候事
但当正月よ御家禄之内よ被下候事

明治三午十八歳

年給三俵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一番隊

年給六俵

勝次郎弟

十弐俵高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但

令頒授候事

一明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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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両被下、外ニ五百疋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会征出立、十一月十七日帰、巳二月廿二日出張ニ付十三

一同四辰四月廿五日遊撃隊ヘ被召出、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年
 十一月廿九日京都詰中堺町御警衛向心配相勤候ニ付、御酒被下置候

十弐俵高

第一大隊六番

一是迄被下候三口自今不被下候事
一同年十月廿八日御家従御雇被免候事
一同日以御雇小隊 江被入、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年給六俵

一同日是迄太儀思召為御酒代金千疋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二番隊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十蔵三男

一同六年三国松ケ下町商大久保庄五郎養子ニ指越
桑山捨三郎

一同四未四月朔日東京詰出立

純助

一同年十二月兄友衛養子ニ成

一文久三亥九月廿日中将様御伽御雇被仰付、銀五枚ツヽ年々被下置候

実弟

一同年七月十七日唯次郎事民也ト名替

林英之輔養子

一元治元子四月廿五日右同断被仰付候

熊野唯次郎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十一月帰

林捨吉

久保村純介

安政二卯三月十六日慶増年中皆勤ニ付御褒詞

明治三午三十二歳

一同二丑三月朔日内達之趣も有之ニ付宰相様御伽御雇御免被成候
熊野民也

安政四巳四月十四日年中村田鎗術皆勤ニ付御褒詞
一文久三亥八月十三日当秋芝御陣屋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詰中御扶持方五

一同三辰五月廿二日同昨卯年中右同断

一同四巳四月十四日同引続年々右同断ニ付、御持御扇子二本被下置候

人ふち被下置候、廿八日出立
一元治元子七月十六日御陣屋よ帰着

一文久二戌二月廿九日内達之趣も有之ニ付、英学為修行長崎表 江罷越候様
被仰付候、三月十六日出立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為御手当銀弐百匁被下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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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村



大蔵省十一等出仕

一

明治三午十八歳

一同三亥正月廿五日廿五歳相成候ニ付、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

平十郎弟

一同五申五月四日被免本官、御尋之儀も有之ニ付帰県御差留

ヤ
山田熊作

道悦

悦也倅

明治三午十九歳

明治三午廿五歳

一明治二巳六月廿一日道悦事徳太郎ト改

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慶応四辰七月廿日今度会征出張被仰付候ニ付、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

栗崎徳太郎

一同年十一月廿五日御趣意ニ付太鼓役御免被成候

一元治元子七月七日太鼓役御雇被仰付、年々金七百疋ツヽ被下置候

黒沢豊吉

一同三亥正月廿九日帰着
一同年三月廿七日今度蒸気船御出来ニ付、為運用長崎表 江罷越候様被仰付、
四月三日出帆、五月十四日帰
一同年八月四日内達之通英学為修行江戸表 江罷越候様被仰付、右詰中御扶
持方弐人ふち被下置、御扶助三人ふちと都合五人ふち被下置候、十六日
出立、八月十二日帰着

江戸表ヘ出立

一元治元子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慶応元丑
一同年六月十日航海術為修行江戸表ヘ出立

英吉利 江罷越候節達捨ニ致出奔

但月々為御手当金三歩ツヽ被下置候

一同年七月九日横浜表ヘ罷越英学致修行候様被仰付、右中三人ふち被下置



候

一

但右ニ付卯二月十五日兄勝次郎伺之上指扣

一明治二巳九月廿七日生兵教授方手伝被仰付、年々金十両ツヽ被下候事

一同年
 十一月廿九日歩兵所教授方手伝被仰付、一ケ年金十両ツヽ被下候事

一同四辰四月五日英学為修行横浜滞在中達捨之上致洋行候儀、宿願 与ハ乍
申御作法通相背不届之事ニ候ヘ共、今般大赦被仰出候折柄格別之御憐愍

一同年十二月三日一ケ年三十両ツヽ、但是迄被下候金自今不被下候
事

一同年十二月十二日

但上級
年給十六俵

一同日歩兵訓導試補被仰付候事

一同日昨年解隊已来生兵教導向格別致勉励候ニ付千疋被下候事

但三十両之分ハ不被下候事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歩兵所手伝被免候処、当正月よ三口之割合ヲ以被下候

を以不被及御沙汰候
一明治ト改元、九月十一日大坂よ京 江着之処、同十三日出坂、夫よ京 江出、
十月廿八日親対面願帰
一同年十月十五日箱館府御用有之ニ付御雇被仰付候段、行政官よ御達有之
ニ付出仕可致旨被仰付、十一月四日大坂表 江出立
一同三午十月十六日飛脚ニ申来ル
開拓使官員中取扱候未御用向為取調北海道石狩国ヘ出張申付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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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

米七拾俵

一同四未二月十五日被召出、同姓多仲給禄之内七十俵被下候事

一同三卯正月廿九日新撰隊教授方 并指揮役兼助被仰付、勤中是迄之通年々

一同年役筒頭助被仰付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御登坂御供出立、十月六日御供帰

明治三午廿六歳

両被下候、外ニ五百疋被下候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会征出立、十一月十七日帰、巳二月廿二日出張ニ付十三

御褒詞

一同廿五日遊撃隊ヘ被召出、五人扶持被下置候、但当春以来格別骨折ニ付

帰

一同年四月十一日右之通被仰付置候処御免、勝手次第罷帰候様、同十七日

門申談相勤候様被仰付

一同四辰正月六日在京中参与附属 并軍事方手伝之儀も相心得、大谷儀左衛

一同年十二月廿六日支度出来次第上京被仰付、廿九日出立

一同年
 十月廿一日御趣意ニ付右役配御免被成候、依之役銀之儀も不被下

銀拾枚ツヽ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ニ付免職
一同年
 十二月廿一日生兵教授方相勤候ニ付、金三百疋被下候事

博之介養子

四番小隊附

彦根分営

一同廿
 八日軍曹心得勤
一同五申二月

彦三

一同年五月三日四等軍曹
山田博

文久二戌十二月十四日中将様御上京御供御用ニ付江戸表ヘ出立之処、御
都合ニ付途中よ京都へ
一同三亥三月廿五日右御供ニ 而帰着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中将様御供ニ 而上京
一元治元子三月廿九日、一昨戌十二月江戸表 江罷出中将様御供ニ 而京都表

彦三事博ト名替

一



ヘ可罷越筈ニ 而此表致出立候処、俄御船行相成候ニ付途中よ京都 江罷出、

一明治三午四月廿五日戊辰北越出張各所攻撃勉励ニ付、御賞典之内十石十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一番隊

年給六俵

十弐俵高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一番小隊入被仰付候事

ケ年令頒授候事

夫よ大坂 江為御迎罷越御供ニ 而京都 江到着之処、失却も有之趣ニ付金壱
両為御手当被下置候
一元治元子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再度之御上京中格別骨折相勤太儀ニ思召候、
依之銀弐枚被下置候

明治三午廿七歳

一同四未四月朔日東京詰出立

佃倅

一同年八月廿八日御上京御供出立、夫よ長征、丑二月帰

金哉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十一月帰
金次郎

文久三亥十二月十一日近来御鷹方人少ニ 而困窮相勤候ニ付、為御手当銀

山田親信

チカゲ

一慶応元丑八月五日夜行之節身分不似合之体相致心得違ニ付、移り以御叱
被成候
一同年十一月廿九日弟子引立方致心配候ニ付銀拾五枚被下置候
一同二寅三月十一日一番之補兵隊伍長被仰付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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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

百五拾匁被下置候
一元治元子四月十三日京都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詰中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十五日出立、八月廿二日帰着
一同年八月廿六日今般長州人京師乱入、堺町御門於御固場所戦争之砌、相
働候段達御聴御褒詞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ニ付出張被仰付候ニ付、為御手当銀弐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碽手

年給六俵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チカゲ

東京府区兵

一同年十一月廿三日兵学修行東京
一同年

一同五申五月金哉事親信ト名替

十弐俵高

山田喜三次

明治三午十七歳

一慶応元丑十一月廿九日大坂表 江出張、夫よ神戸 江、寅九月十五日帰

一文久三亥十二月十六日太鼓役御雇被仰付、金七百疋ツヽ年々被下置候

佃次男

一同二寅三月十一日三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一元治元子五月七日太鼓役酒井外記方手大御番五番之方 江御附被成候

乙五郎

一同年四月廿四日堺町戦争一件ニ付公儀よ被下配当金千疋、且又戦功ニ付

一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御趣意ニ付太鼓役御免被成候

一慶応三卯二月廿日当分鳴物方御雇被仰付、勤中銀七枚ツヽ被下置候

五百疋被下置候
一同三卯七月十二日京都御警衛詰出立

一同年十月廿二日御簱本鳴物方御雇被仰付候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被仰出候ニ付免職

但年給六俵

一同月十五日以御雇一等楽手被仰付、御雇中米六俵被下候事

但正月十日よ罷越

一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喇叭為修業鯖江藩 江被遣候事

俵

一同三午六月十日以御雇楽手被仰付、役中給禄米六俵被下候事、但年給弐

一明治
 ト改元、十一月六日上京、巳二月七日帰

但是迄被下候銀之儀ハ已後不被下候事

一同四辰閏四月十一日鳴物方勤中壱人半扶持被下置候

九日出立

一同年十一月廿六日宰相様御滞京中為御備支度出来次第上京被仰付、同廿

一同年八月十六日衆道之義ニ付風儀不宜趣相聞、年若之者文武修行之妨ニ
相成候間、已来相慎候様、此上心得違之儀有之候得ハ、急度可被及御沙
汰候条、此段相含可申諭旨御番頭 江移りを以被仰付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十月十四日帰
一同四
 辰四月十一日御法通も有之処、他藩 江立寄不束之趣相聞候ニ付御叱
被成候、伺之上指扣、同十六日御免
一同年五月十六日遊撃隊 江被召出、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会征出立、十一月十七日帰
一明治二巳二月廿二日出張ニ付十三両被下候、外ニ三千疋
一明治三午四月廿五日戊辰北越出張各所戦争抜群尽力ニ付、御賞典之内永
世十石令頒授候事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二番小隊入被仰付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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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

一同年
 十二月十五日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御供被仰付、相止

一同年
 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三卯四月十二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出立、八月九日帰

一慶応元丑十二月廿八日山元隼人 与改姓名

明治三午廿五歳

一同廿九日喇叭手申付候事

実養父藤内実子

一同二寅三月十一日二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小平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分営常備
山田藤九郎
一文久
 元酉五月廿四日為馬術修行出府罷在候ニ付、為失却一ケ月金弐分ツ

一同年九月十日御警衛詰上京、巳二月六日帰

一同四辰四月廿五日遊撃隊ヘ被召出、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元治元十月十五日長征出立、丑二月三日帰

一明治二巳六月廿六日隼人事巌ト改

ヽ被下置候、戌五月八日帰

一同年十二月藤九郎ト名替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一番小隊入被仰付候事

明治三午五十六歳

区兵

十弐俵高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三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年給六俵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一番隊

尚記兄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之処東京府御用残り

一同四未

（マヽ）

一同二寅四月十一日本多興之輔方ヘ増御附属被成、大坂表 江出張被仰付候、
出張中ハ中根牛介ヘ御附属被成候間、支度罷在御指図次第出立被仰付候
一同年四月廿九日右出張之上ハ御都合ニ寄天方数馬ヘ御附属被成候
一同年八月廿五日境町御門為御警衛上京被仰付、北川亘之介ヘ御附属、早

山本駒蔵

文久二戌十二月廿二日今般思召を以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当戌四十

速致出立候様、同晦日出立、十一月廿七日帰
一同三卯七月五日用馬乗方被仰付候ニ付、補兵隊之儀ハ御免被成候

坂野壮九郎弟

一元治元子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同年二月二日病身ニ付内達之通芝御陣屋詰御免被成候

ふち被下置候

一同四子正月廿日当春芝御陣屋詰被仰付、右詰中弐人ふち御増、都合五人

七歳、子八月廿七日相止

山元隼人

明治三午廿七歳

一明治二巳九月二日軍政よ伺ニ 而予備隊 江被入候事
一同年十一月廿八日修業隊ト唱

坂野富太郎

一同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候事
山元巌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明治三午廿六歳

一文久三亥十月十三日中将様御供ニ 而上京、子四月同断帰

権平倅

一同二寅三月十一日右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矢野助四郎

一元治元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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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枚被下置候
一同年八月廿八日御上京御供出立、夫よ長征、丑二月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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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野

文久三亥二月十一日荒川十右衛門引纏上京

柳下巴

小次郎

兼吉弟

明治三午廿一歳

一慶応四辰八月廿二日越後表 江早速出張被仰付、勤向之儀ハ於出張先軍事

惣奉行ヘ相伺候様被仰付、同廿六日出立、巳二月帰、巳二月廿二日右出

一同年三月廿五日中将様御供ニ 而右同断帰着
一同年八月廿八日上京、出立

張ニ付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同日柔術世話役手伝被免候事

十弐俵高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但

一同三午正月廿七日柔術世話役手伝被仰付候事

一明治二巳四月九日小次郎事巴ト改

一元治元子三月廿九日痔痛ニ付願之上京よ帰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再度之御上京中格別骨折相勤太儀ニ思召候、依之
上京出立、八月廿三日帰着

銀弐枚被下置候
一同年
一慶応元丑十一月晦日大坂表 江出張

一同日役配中出精之段御褒詞被成下候事

年給三俵

一同二寅三月十一日三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二番隊

一同年十月十五日長征出立、丑二月三日帰

一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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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年給六俵

一同年九月十八日帰
一同三卯七月十一日御警衛詰上京、十月十三日帰

明治三午十九歳

屋代豊一郎

一同年十二月六日今般非常之義ニ付逼塞御免被成候

逼塞被仰付候

急度も可被仰付之処、幼年之義ニも候得ハ御憐愍を以太鼓役御免被成、

一同年
 十一月十四日京都騒乱之節、気随ニ御国表迄罷帰候始末、不束ニ付

源吾倅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元治元子六月七日太鼓役御雇被仰付、銀弐百六拾弐匁五分ツヽ年々被下

十弐俵高

置候

一同四辰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出張ニ付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業隊ト

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改

年給六俵

一明治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但年給三俵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一番隊

平太郎倅

明治三午廿二歳

山本鏗一

鉄三郎

一同四未四月朔日東京詰出立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一日外塾師手伝同様被仰付

鉄之助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十一月帰

一同四辰閏四月十六日外塾師同様被仰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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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

一明治二巳十一月廿七日御改革ニ付役儀被免

一同五申四月十四日東京修行

一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免職
シヨウ

一明治二巳十一月晦日鉄之助事鉄三郎ト改

平三郎叔父

明治三午廿一歳

一同年八月晦日早々越後表 江出張被仰付、九月六日出立、巳二月六日帰、

ハ已後不被下候

一同年閏四月十一日鳴物方勤中壱人半扶持被下置候、但是迄被下候銀之儀

一同四辰正月九日急々上京、四月廿日帰

返シ帰

一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急々上京被仰付、十四日出立之処御模様ニ付途中よ引

一同年十一月五日太鼓役被仰付

一慶応三卯七月廿一日鳴物方御雇被仰付、御雇中月々銀百五拾匁被下置候

故時三郎実子

一同年五月皆吉事鏘二ト名替

八俵高

山口甚吉

一同年十二月二日訓蒙被仰付候事
一同月
 十七日役中米廿俵被下候事
年給五俵

明治三午十九歳

十六等ノ二等

平太郎次男

年給十六俵

一同三
 午五月十二日修業隊 江被入、小学授読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但等外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
一同四未九月二日第十塾補助
カウイチ

一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免職

皆吉

一同五申正月鉄三郎事鏗一
山本鏘二

一文久三亥三月十日太鼓役御雇被仰付、銀弐百廿七匁五分ツヽ年々被下置

同廿二日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明治三午六月十日以雇楽手申付、役中給禄米六俵被下候事、但年給弐俵

候
一文久三亥三月十一日大谷丹下手ニ被仰付候

玄寿 元寿

立樹倅

タツキ

被仰出候得共、御都合も出来ニ付其儘滞崎致修行候様被仰付

一明治元辰十二月朔日当夏越後表出兵ニ付、修行詰之面々一旦致帰国候様

一同二寅七月廿二日医術為修行長崎表 江罷越候様被仰付候、同廿五日出立

慶応元丑十二月十六日除痘館当番皆勤、其上番外数度出勤ニ付御褒詞

山脇玄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但年給弐俵

一同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御雇二等楽手被仰付、御雇中米六俵被下候事

八俵高

明治三午廿三歳

一同四子二月廿六日内達之趣も有之ニ付、先達 而被仰付候御内意 并太鼓役
御雇之儀も御免被成候

伺ニ 而 年給十六等ノ二等

十六俵

一明治三午正月十日小学授読被仰付、役中米十弐俵被下、修業隊 江被入候
事
但学校支配之事

中学校勤

但四月三日十俵高ニ被定
一同四未正月

一同年七月十七日看読助
一同年九月二日文学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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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脇

一同二巳七月廿七日玄寿事玄ト改、後又元寿、又玄
一同年九月十四日長崎県修行之処追々進業ニ付、一ケ年百両別段被下候事
一同三午三月八日今般於長崎表左之通被仰付
被任大学少助教

正倅

明治三午廿五歳

為留学普国へ指遣候事

一同年四月十日長崎県よ着、五月三日引返シ同所ヘ出立
一同年十一月
良哉

キヤウスケ

山本匡輔

文久三亥十二月十一日除痘館当番皆勤、其余番外数度致出勤ニ付御褒詞
一元治元子七月上京出立、八月廿六日帰着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同二丑正月廿九日医道為修行長崎表ヘ罷越候様被仰付、二月八日出立、
寅八月十三日帰
一同日除痘館皆勤ニ付御褒詞
一慶応二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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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三午二月四日以医学授読病院副直被仰付、役中給禄米廿俵被下候事、
但八等

但是迄被下候十弐俵自今不被下候事

一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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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
授候事

一同年七月廿二日病院役輩之儀ハ被免候事

年給三十三俵

十弐俵高

一同年八月十三日医学為御用大坂表ヘ可罷越事、同十六日出立、閏十月三
日帰

一同三午十二月十二日任准三等教授
但医学掛り

一同四未十二月十六日今般学校改正一統免職被成候得共、医学教授方従前
之通可相勤事
一同五申二月二日任准三等教授
一同年十月十七日免職

正次男

明治三午十六歳

山本晋

スヽム

宮下常次郎

巳三郎弟

一同四未七月更ニ東京修行
イワネ

山井盤

一文久三亥七月廿日京都表 江出立、九月五日帰

明治三午廿四歳

修行候様被仰付、未五月三日帰

一同年十月十日長崎県医道修行罷越候様被仰付候処、御都合ニ付於大坂表

一同月六日堪哉事晋ト改

堪哉

一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奥御眼医師御雇被仰付、医学館教授方助被仰付候

一明治
 二巳九月朔日長崎県医道為修行罷越候様被仰付、同廿一日出立

スヽム

一同四
 辰六月廿五日会征出立、十一月十三日帰、巳二月廿二日出張ニ付十
弐両被下候
一明治二巳三月廿一日良哉事匡輔
一同年七月十一日医学館授読被仰付、年給弐俵ツヽ被下候事
一同年十一月廿七日御改革ニ付役義被免
一同年十二月二日医学所授読被仰付候事
一同月十九日修業隊 江被入、勤向可為是迄之通役中米十弐俵被下候事
学校支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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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井

一同年十一月廿四日京都表動揺之節為御守衛出張ニ付、為御褒美弐百五十
疋被下置候
一元治元子七月廿一日京都表ヘ出立、夫よ長征、丑正月帰
一同二
 丑二月朔日賊徒警衛敦賀 江出張、同九日帰
一慶応
 二寅三月十一日二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御叱被成候

但伺之上遠慮、廿六日御免

一同四辰九月六日補兵隊之小隊長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五日帰、同廿二日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

出張ニ付御手当三両被下候
一明治
 二巳

一同年九月晦日沼津兵学校 江修行罷越候様被仰付、十月五日出立

日修業隊ト改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十月二日学業格別勉励ニ付金廿両被下候事

一同三卯四月十二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出立、八月九日帰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候

（マヽ）

一同三午閏十月五日沼津学校 江修行被仰付候処、更ニ東京 江出、西周 江相

米五拾俵

一同四未四月七日被召出、同姓源太郎給禄之内五拾俵被下候事

一同月廿八日東京 江沼津よ着、十一月六日西周 江引移、未

手寄可致修行事

一同年四月十一日他藩 江立寄不束之趣相聞候ニ付御叱被成候、伺之上指扣、
同十六日御免
一同年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ヘ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被仰
御備入被仰付

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年八月

一同年九月帰

麟也

一同五申五月八十一事正秀

一明治三午二月四日塚谷石之介代勤願之通被仰付、修業隊 江被入候事
十弐俵高

一同年十月八日再修行出立

年給六俵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二番小隊入被仰付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碽手
一同四未六月塚谷石之介不及代勤

松平誠

洋学修行東京ヘ罷出居

一同五申三月麟也事誠ト名替、東京ニ 而

一同年七月十七日亮事麟也ト名替

一明治四未四月七日被召出、同姓源太郎給禄之内五拾俵被下候事

亮

一同年七月改姓名、宮下常次郎事山井盤

明治三午廿弐歳

米五拾俵

源太郎弟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

マ
八十一

マサヒデ

松平正秀

一慶応三卯八月十六日衆道之儀ニ付風儀不宜心得違之趣相聞候ニ付、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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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

牧野友蔵
香門弟

明治三午三十五歳

安政元寅十二月廿五日不慎之趣相聞遠慮
一同四巳四月十四日年中荒川支合皆勤ニ付御褒詞
一同七申正月廿五日当申年太田御陣屋御雇詰被仰付、詰中御扶持方三人扶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相止

一同年閏四月十九日心得違之儀有之ニ付遠慮、五月五日御免

一慶応四辰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ヘ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候処、

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年八月廿二日越後表 江早速出張被仰付、勤向之儀ハ於出張先軍事惣奉

行ヘ相伺候様被仰付候、同廿六日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出張ニ

持被下置候、閏三月廿三日出立
一文久元酉四月七日帰着

付御手当弐両弐歩被下候

一同二巳二月廿四日中納言様供奉御供被仰付、詰中一番遊撃隊御雇被仰付、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九日民政局 江出役勤被仰付

一同廿五日太田御陣屋御雇詰被仰付候ニ付銀弐枚被下置、且又横浜表 江長
々致出張候ニ付銀壱枚、別段金弐百疋被下置候
一同三亥二月十二日荒川十右衛門引纏上京

御雇中月俸三口被下置候

一同年四月九日中納言様御供ニ 而東京 江出立

一同年三月廿五日右同断、中将様御供ニ 而帰着
一同年八月廿九日上京被仰付出立、同子四月廿三日御供ニ 而帰

一同年九月廿四日滞在中奥詰御雇被仰付候事、但遊撃隊御雇之儀ハ被免候
事

一元治元子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再度之御上京中格別骨折相勤太儀ニ思召候、
依之銀弐枚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月廿三日帰藩申付候事、十一月十三日帰

上京出立、八月廿三日帰着

一同年

善八次男

明治三午廿三歳

八俵高

一同三午八月廿四日以御雇訓蒙授読被仰付、役中給禄米八俵被下候事
但中級

年給十三俵

一同年十月十五日長征出立、丑二月帰
一慶応元丑十一月晦日大坂表 江出張

一席菅沼司馬次

廉吉

但是迄被下候金七百疋之儀ハ以後不被下候事

一同三亥三月二日太鼓役頭取助被仰付、銀五枚ツヽ年々被下置候

ツヽ被下置候

文久二戌閏三月十九日御簱本太鼓役御雇被仰付、右御雇中年々金七百疋

松山廉夫

スナヲ

一同四未九月二日御改正ニ付免職

一同二
 寅三月十一日一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出立、十月十

一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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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廿九日三番之補兵隊ヘ割替
一同年九月十八日帰
一同三卯七月五日京都御警衛詰中大砲方御雇被仰付、同
四日帰
但詰中銀五枚被下置候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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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

一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御趣意ニ付太鼓役御免被成候

一元治元子七月上京出立、八月廿二日帰着

一同十一日大谷丹下手ニ被仰付候

一同年
 閏十月七日先月廿七日夜楽局預り之時計紛失、不念ニ付伺之上指扣、

一同年六月十日楽手長兼被仰付候事

一同三午正月十八日楽手教導被仰付、役中給禄廿俵被下候事、八等之事

一同年八月九日廉吉事廉夫ト改

閏十月十日被免候事

一慶応
 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三番之補兵隊被仰付候
一同二
 寅四月十一日本多興之輔方ヘ増御附属被成、大坂表 江出張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四等教授手伝
但楽手教導長兼

出張中ハ中根牛介ヘ御附属被成候間、支度罷在御指図次第出立被仰付候
一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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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六等之二等

松井喜衛

忠太郎

惣一郎倅

明治三午二十二歳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被仰出候ニ付免職

但年給八俵

一同月十五日以御雇楽手伍長被仰付、御雇中米十弐俵被下候事

一同年四月廿九日致出張候上ハ中根牛介ヘ御附属被成候処、御都合ニ寄天
方数馬ヘ御附属被成候
一同年八月廿五日境町御門為御警衛上京被仰付、北川亘之介ヘ御附属、早
速致出立候様、同晦日出立
一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為伝習当分居残被仰付、交代之面々申談候様被仰付
一同三卯正月十二日京よ帰

一元治元子七月上京出立、八月廿二日帰着

文久三亥四月十六日太鼓役御雇被仰付、金七百疋ツヽ年々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月廿二日御簱本鳴物方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御趣意ニ付太鼓役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同月十六日鳴物方頭取被仰付、役中年々銀拾枚ツヽ被下置候
一同廿三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被仰付候、然ル処同廿九日御供御免被成、殿

一慶応二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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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京都詰出立

様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一月五日御簱本鳴物方其儘教授方助被仰付

一同三卯四月四日御上京御供、振替り帰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九日忠太郎事喜衛ト改

被下候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御手当五両

仰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四辰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 江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被

一同年十一月廿六日宰相様御滞京中為御備支度出来次第上京被仰付、十二
月二日出立
一慶応四辰二月廿九日京よ帰
一同年閏四月十一日鳴物教授方被仰付、三人扶持被下置候
但是迄被下候銀之儀ハ已後不被下候事
一明治二巳四月廿五日月給三俵ツ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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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三日一ケ年三十両ツヽ、但是迄被下候金自今不被下候

一同年十一月廿九日歩兵所教授方手伝被仰付、一ケ年金拾両ツヽ被下候事

一同二巳七月廿一日生兵教授方手伝被仰付

同年八月廿八日御上京御供出立、夫よ長征、丑三月帰

元治元子四月廿三日右御供ニ 而帰

同三亥十月十三日中将様御上京御供出立

文久二戌九月廿日御徒ニ被召出、御充行御定之通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慶応元丑閏五月十一日外塾師手伝同様被仰付

同二寅五月廿八日今度分塾ニ付手伝透ニ相成候故御免被成候

但年給三俵
一同日歩兵所手伝被免候事

同三卯三月十六日御趣意ニ付御徒被召出被相止、御憐愍を以御雇被仰付、

敬治

キタヒ

鍛

良造養子

第一級ニ相進候ニ付、焔硝三斤被下置候

一同月十九日修業隊 江被入、勤向是迄之通たるへく、役中米十弐俵被下候

一同月十八日訓蒙試補被仰付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四日敬治事鍛ト改

一同年十一月廿五日御改革ニ付役儀被免候事

一同年六月十六日他之介事敬治ト改

一田川廉介塾 江出勤可致事

但御扶持方是迄之通

一同二
 巳正月廿五日外塾師手伝被仰付

被下候

御徒組御雇之儀ハ御免被成候、但是迄被下置候弐人半扶持之儀ハ已後不

一明治ト改元、十一月四日明道館授読助被仰付、右勤中弐人扶持被下置、

一同年十月五日明道館居寮生被仰付

一同年九月

一同四辰四月朔日上京、七月十九日帰

一慶応三卯十月十八日御趣意ニ付席其儘小筒組後拒役被仰付

一弐人半扶持

是迄之半高被下置候

一同日右被免候処、当正月よ三口之割合ヲ以被下候事
但三十両之分ハ不被下候事

十弐俵高

一同日昨年解隊已来生兵教導向格別致勉励ニ付千疋被下候事
年給六俵

明治三午十六歳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二番隊

惣一郎次男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松井政次郎

一慶応四辰五月晦日太鼓役御雇被仰付、月々弐百五拾匁ツヽ被下置候
一明治二巳四月廿六日是迄百五拾匁ツヽ被下候処、追々稽古出来ニ付一人
半口被下候
一同三
 午六月十日楽手手伝申付、勤中給禄米四俵被下候事
但年給壱俵半
一同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御雇二等楽手被仰付、御雇中米六俵被下候事
但年給弐俵

他之介

一同四未九月廿五日楽手被免候事
マコト

真木真

一五人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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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木

事
学校支配之事
一同三午六月十五日訓蒙被仰付、役中給禄米十六俵高ニ被成下候
第九塾掛り、但伺ニ 而如此

但年給八俵
一同年
 閏十月
十弐俵高

巳之助

太郎

弥三郎弟

明治三午廿六歳

周旋致候趣ヲ以賄賂等取受候始末、心得違至極ニ付閉門七十日

ケ
剣持琢蔵

文久三亥三月十一日当亥年芝御陣屋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右詰中五人扶

年給廿八俵

一同年十二月十二日

持被下置候、同廿二日引揚出立
一元治元子七月二日帰着

一同四未四月十二日第九塾第十塾ト改、伺也、江戸町塾也
一同年九月二日第十一塾教官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為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マコト

行ヘ相伺候様被仰付、同廿六日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

一同年八月廿二日越後表 江早速出張被仰付、勤向之儀ハ於出張先軍事惣奉

一同四辰閏四月十九日心得違之儀有之ニ付遠慮、五月五日御免

汰候条、此段相含可申諭旨御番頭 江移りを以被仰付

相成候間、已来相慎候様、此上心得違之儀有之候ヘハ、急度可被及御沙

一同年八月十六日衆道之儀ニ付風儀不宜趣相聞、年若之者文武修行之妨ニ

ヽ被下置候

一同年七月廿二日御持第一小隊指添武田喜内跡被仰付、勤中年々銀拾枚ツ

一同三卯七月十二日第一級 江相進候ニ付、花葵御紋御印一被下置候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御登坂御供出立、十月六日御供帰

一同年四月廿九日一番ヘ割替

一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免職

秀太郎実父

明治三午四十四歳

一慶応二寅三月十一日三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定之丞

一同五申五月鍛事真
松永菴

万延元申十一月十一日御趣意通も有之ニ付、来酉年太田御陣屋詰御番士
御雇詰被仰付、御扶持方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二酉二月廿一日御都合も有之ニ付支度出来次第出立被仰付、廿八日出
立
一文久 与改元、九月二日太田御陣屋詰御免被成、且又是迄御移りを以慎被
仰付置候得共、道中 并支度之儀も有之ニ付当分慎御免被成、御国表 江罷
帰候上是迄之通相心得候様被仰付候、廿三日帰着、廿七日慎御免
一同二戌四月三日太田御陣屋詰中横浜表 江出張、失却も有之ニ付金百疋被
下置候、閏八月廿二日出立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九日巳之助事太郎ト改

付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同二巳二月廿四日中納言様供奉御供被仰付、詰中一番遊撃隊御雇被仰付、

一同年御陣屋詰閏八月廿二日出立、同三亥九月廿四日帰着
一明治四未二月廿五日米屋惣七郎ト申者儀、外之商ひ致候義ニ付、役筋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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剣持

一慶応二寅三月十一日一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一同年八月廿八日御上京御供出立、夫よ長征、丑二月帰

一同年四月九日中納言様御供東京 江出立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御登坂御供出立、十月六日御供帰

御雇中月俸三口被下置候

一同年九月廿四日滞在中奥詰御雇被仰付候事、但遊撃隊御雇之儀ハ被免候

一同三卯八月十六日衆道之義ニ付風儀不宜趣相聞、年若之者文武修行之妨

ニ相成候間、已来相慎候様、此上心得違之儀有之候得ハ、急度可被及御

事
一同年十月廿三日帰藩申付候事、十一月十三日帰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

忠平弟

明治三午三十二歳

一同年十月十一日来酉年太田御陣屋詰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御扶持方五人

横浜ヘ出張ニ付御褒詞

一万延元申七月十一日右御雇詰被仰付候ニ付銀弐枚被下置、且又詰中臨時

翌申四月十九日帰

一同六未六月十四日横浜御警衛ニ付御雇詰被仰付、詰中三人扶持被下置候、

安政四巳四月十四日年中横山支合皆勤ニ付御褒詞

福嶋弥太六

一同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候事

修業隊ト改

一同二巳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九日乙助事滝哉ト改

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付

付、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年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 江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被仰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候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沙汰候条、此段相含可申諭旨移りを以被仰付

十弐俵高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但年給三俵

年給六俵

一同年七月十七日太郎事琢蔵ト改

政治郎弟

明治三午廿七歳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二番隊

乙助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フ
藤田滝哉

万延元申十月十一日来酉年太田御陣屋詰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御扶持方
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二
 酉二月廿一日御都合も有之ニ付支度出来次第出立被仰付、廿九日出
立
一文久二戌四月廿四日帰着、同三日太田御陣屋詰中横浜表 江致出張候ニ付、
御褒詞之上銀壱枚被下置候
一同三亥二月十日殿様御上京被遊候ニ付御供、三月六日御供ニ 而帰着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中将様御供ニ 而上京
一元治元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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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枚被下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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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嶋

扶持被下置、且又御都合も有之ニ付詰引揚、十二月十一日出立
一文久元酉九月二日太田御陣屋詰御免被成、且又是迄御移りを以慎被仰付
置候得共、道中 并支度之儀も有之ニ付当分慎御免被成、御国表 江罷帰候
上是迄之通相心得候様被仰付候、同廿四日帰着、廿八日慎御免
一同年
 十二月廿三日来戌年芝御陣屋詰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御扶持方五人

付、双方和順之上離縁

一同三亥二月廿九日芝御陣屋詰当分御雇被仰付候

一同年三月十日芝御陣屋詰当分御雇被仰付、御扶持方三人ふち 并月々為失
却金百五十疋ツヽ被下置候

一同年
 四月三日右御雇御免被成候、依之三人ふち 并金百五十疋已後不被下
候

一同月九日霊岸島御屋敷仮御台場当分大砲打方被仰付

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二戌三月廿八日出立

一元治元子十月十五日長征出立、丑二月二日帰
月七日出立

一慶応二寅三月十一日一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京都詰被仰付候、四

一同四月三日太田御陣屋詰中横浜表 江出張、失却も有之ニ付金弐百疋被下
置候
一同三亥三月十五日御陣屋御雇詰可致交代之処、内達之儀も有之ニ付来子

一同年四月廿九日三番ヘ割替
一同年十一月廿五日京都よ帰

ノ春迄詰越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儀順動丸御船ニ乗組大坂表 江出帆、其後江戸 江帰帆

一同年十二月廿二日別段之訳合を以向後正月十一日御目見被仰付
一同三卯七月十一日御警衛詰上京

一元治元子九月十九日御陣屋よ帰
一同年十月十五日長征出立、丑二月五日帰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日修業隊ト改

一明治二巳

付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同四辰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

一同年十月十五日帰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廿日航海術修行被仰付、六月十日江戸表ヘ出立、同三卯
二月十九日帰

明治三午三十七歳

正七位

一明治二巳九月十九日蝦夷地ヘ出立ト東京よ申来ル

金十郎弟

一明治四未十一月廿日海軍少佐
福山釥太郎

安政六未十二月十六日御国町田左衛馬養子願済之処、馬術為修行引越不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当分砲兵訓導手伝被仰付候事

但年給三俵

一文久二戌四月三日横浜表 江臨時致出張候ニ付、為失却金百疋被下置候

但手伝勤中学校可為支配事

致其儘兄福山金十郎方ニ罷在

一同年十月十六日近年来眼病相煩全快之見積も無之、馬術修行出来兼候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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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

年給十六俵

一同年十月廿五日弓術世話役手伝
八俵高

但上級

一同年十二月十二日

被仰付

明治三午三十歳

一同年十二月十八日録三郎事一志ト改

コ

一同四未正月十四日代勤指免候事

明治三午廿二歳

一同四未九月二日御改革ニ付免職
東京区兵

八郎太倅

左平次倅

一同年八月徴兵、大坂ヘ出立


八太郎

六蔵 捨九郎

一同年十一月廿三日洋学修行東京
一
ハチネ

古市八音

小木淳

万延元申十一月十一日御趣意通りも有之ニ付、来酉年太田御陣屋詰御番

一慶応三卯四月十七日当分渡辺隼太 江御附属被成候
一同年八月廿九日第一級ニ相進候ニ付、花葵御紋御印被下置候

士御雇詰被仰付、御扶持方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八俵高

五人扶持被下置候、八月十七日出立、同十二月江戸よ御上京御供

一同年七月廿八日御参府之節御番士役配御雇御供被仰付、逗留中御扶持方

仰付、五月廿五日御免

而及上京候始末、不束ニ付急度も可被仰付処、格別之御憐愍を以逼塞被

一同年四月五日御時体を存詰候 与ハ乍申、御陣屋御警衛詰中当務を不弁強

上、二月廿二日於京都御国表ヘ御返シ被成、相慎罷在候様被仰付候

一同三亥正月廿三日御陣屋致亡名大坂表 江罷出、中将様御着船之御待請申

被下置候

一同年四月三日太田御陣屋詰中横浜表 江致出張候ニ付、御褒詞之上銀壱枚

一文久二戌正月十五日御台場附御陣屋御雇詰其儘、来亥年迄詰越被仰付候

文久 与改元

一同二酉二月廿一日御都合も有之ニ付支度出来次第出立被仰付

一同四辰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 江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被
仰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
一明治二巳
日修業隊ト改、午六月二日解隊

年給十三俵

一同三午六月廿三日小学授読試補被仰付、役中給禄米八俵被下候事
但中級
一同年
 十二月十八日八太郎事八音ト改

明治三午廿二

等外一等出仕

一同四未九月二日御改革ニ付免職
大坂府土木保附属

一同五申三月三日大坂ヘ出立
一同月

政次郎弟

一元治元子二月十三日帰

録三郎

一元治元子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同年二月廿日支度出来次第上京被仰付、在京中五人扶持被下置候、三月

藤田一志

一明治三午正月廿三日当年廿歳罷成候、卒族柴田兼次郎代勤為仕度願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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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

二日出立、四月十二日帰

一同年四月九日中納言様御供東京出立、十月十三日帰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二番小隊後拒被仰付候事

年給十三俵

一同年十月長征、丑二月二日帰

軍曹ト改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三番隊押絶

一

一同二丑四月四日賀陽宮様御附人被仰付、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四
 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一同年
 十月十八日洋学修行東京ヘ出立、水野文哉ヘ手寄

但為失却月々金三両ツヽ被下、外ニ為衣裳金十両被下置候
一慶応
 ト改元、丑四月廿三日上京、翌寅四月廿八日帰
一同

淳ト名替

一同年五月廿八日大砲方御免被成候

一同五申三月廿日陸軍省十二等出仕、築造局分課

直紀弟

明治三午三十歳

一同二寅三月十一日三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一同年同月晦日出立御指留、是迄之通宮様御奉公相勤候様被仰付、四月廿

栄吉

十弐俵高

文久三亥三月十一日当亥年芝御陣屋詰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詰中五人扶

小林作助

一同年四月廿九日一番之補兵隊ヘ割替

持被下置候、同廿六日引揚出立

八日帰

一同年六月十六日嫡子ニ致度旨願之通被仰付候

一元治元子七月朔日帰着
一同年十二月作助ト名替

一同年同月廿五日宰相様御登坂御供出立、十月六日御供帰
一同年七月十二日第一級ニ相進候ニ付、花葵御紋御印一被下置候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三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一同年八月廿八日御上京御供出立、夫よ長征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二寅三月十一日二番之補兵隊伍長被仰付候

一同三卯三月廿六日什長被仰付、勤中年々銀拾枚ツヽ被下置候

一慶応三卯十二月廿六日支度出来次第上京被仰付、廿九日出立

一同年十二月廿六日什長被仰付

常之儀ニ付御免

一同廿六日先達 而今庄宿陣中不作法心得違之趣相聞遠慮、正月七日今般非

返帰

一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急々上京被仰付、十三日出立之処御模様ニ付途中よ引

一同年十月廿二日第一遊撃隊御雇被仰付、御雇中銀三拾枚ツヽ被下置候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三卯四月十二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出立、八月九日帰

一同四辰正月六日在京中参与附属 并軍事方手伝之儀も相心得、大谷儀左衛
門申談相勤候様被仰付
一同年三月二日在京中第一遊撃隊御雇被仰付、但当春以来格別骨折ニ付御
褒詞
一同年四月廿五日遊撃隊ヘ被召出、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年閏四月十二日京より帰
一同年九月八日御警衛詰上京、十一月十六日帰
一明治二巳二月廿九日上京、三月六日中納言様御供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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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又々急々出立
一同年四月廿五日遊撃隊ヘ被召出、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日五番後拒役被仰付、役中分隊長次席ニ被成下候
一同年閏四月十二日京よ帰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会征出立、十一月十七日帰、巳二月廿二日出張ニ付十三
両被下候、外ニ三千疋
一明治二巳二月十六日五番遊撃隊分隊長被仰付、月給十俵
一同三午四月廿五日戊辰北越出張各所戦争抜群尽力ニ付、御賞典之内永世
十石十ケ年五石、都合十五石令頒授候事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三番半隊長被仰付、役中給禄米廿俵高ニ被成下
候事

年給三十六俵

県下常備小隊

但常備第三小隊

明治三午廿三歳

十弐俵高

一同年十一月四日中根牛介拝地之内西北之方百八坪、以相対借用家作仕度
願之通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任少尉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少尉心得勤

鉄太郎弟

一同五
 申正月十九日兵部省よ御達ニ付解隊
後藤釥之助

文久三亥二月廿九日芝御陣屋詰当分御雇被仰付候
一同年四月九日霊岸島御屋敷仮御台場当分大砲打方被仰付
一元治元子六月廿八日芝御陣屋詰御雇被仰付、右詰中御扶持方三人フち被
下置、為失却月々金壱歩弐朱ツヽ被下置候
一慶応四辰三月御国 江引越

一同年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 江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被仰

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郡平養子

実水谷伝之丞次男

明治三午廿歳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唱、十一月廿八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出張ニ付御
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明治二巳
日修業隊ト唱

水谷恒次郎

一同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
古石恒次郎

一明治二巳七月廿一日生兵教授方手伝被仰付

一同年十一月廿九日歩兵所教授方手伝被仰付、一ケ年金十両ツヽ被下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三日一ケ年三十両ツヽ、但是迄被下候金自今不被下候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但年給三俵
一同日歩兵所手伝被免候事

一同日右被免候処、当正月よ三口之割合ヲ以被下候事

但三十両之分ハ不被下候事

年給六俵

十弐俵高

一同日昨年解隊已来生兵教導向格別致勉励ニ付千疋被下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三番隊

一同四未二月廿三日古石郡平養子願之通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

テ

－ 79 －

寺沢

一元治元子四月廿三日宰相様御供ニ 而帰着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御上京中格別繁勤ニ付御酒被下置

明治三午廿二歳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一番之補兵隊被仰付候、十月九日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九月十五日宰相様御馬廻り被仰付候

勘之介弟

一同年十一月廿九日大坂表 江出張、夫よ神戸 江、寅九月十五日帰

一同年
 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ニ付、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達吉

一同三
 卯二月廿一日二番之補兵隊 江被入候

一慶応
 元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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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沢八郎

一同年
 四月十二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出立、八月九日帰
帰

一同二寅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御登坂御供出立、十月六日帰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月廿六日御趣意ニ付御附御馬廻御雇之儀ハ御免被成候、依之是迄

役中其隊之上席ニ被成下、御足弐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四辰四月廿五日被召出、一番之遊撃隊分隊長被仰付、五人扶持被下置、

一同年十二月十五日補兵隊分隊長被仰付、今度御上京御供被仰付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七月十二日第一級ニ相進候ニ付花葵御門御印一被下置候

一同三卯三月廿六日什長被仰付、勤中年々銀拾枚ツヽ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二月廿六日内達之趣も有之ニ付一番之補兵隊 江被入候

被下置候五人扶持之儀ハ以後不被下候

一同年四月十一日他藩 江立寄不束之趣相聞候ニ付御叱被成候、伺之上指扣、
同十六日御免
一同年七月七日今度補兵隊被仰付、越後表ヘ出張被仰付候処、難渋之訳も
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出張ニ付御
手当五両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九日達吉事八郎ト改
一同二巳
修業隊ト改

一同年閏四月五日上京、九月十八日帰

一同年十月廿六日公務方被仰付候事

一同二巳四月九日中納言様御供東京 江出立、六月十四日御人減ニ付帰

一明治 与改元、十二月廿八日静枝ト名替

一慶応四辰九月四日兄英之助御咎ニ付伺之上指扣、同七日御免

一同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候事

明治三午廿五歳

一同年九月朔日四番之遊撃隊分隊長ヘ振替被仰付

狭織弟

但公用人之儀も相心得候様被仰付候事

重六

一同四未五月廿五日依願葛巻武次郎代勤被仰付候事

ア
シヅエ

文久四子正月十六日中将様御附御小姓勤御雇被仰付、御扶持方五人扶持

一席山田捨九郎次

渥美静枝

被下置、支度出来次第上京被仰付、廿四日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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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美

一月々金弐千五百疋ツヽ被下候事
一同日支度出来次第東京詰被仰付候事、十一月七日出立
一同年十二月朔日御家公用人試補被仰付候事

実大橋半蔵次男也

一明治三午十一月廿五日被召出、同姓源十郎給禄之内百弐拾俵被下、小隊
江被入候事

但第一大隊六番
一同年十二月

無年二養子

年給弐俵

但四等官門野隼雄次

一同四未四月七日右解隊被仰出候事

予備一番隊

一月給米一年分十五俵被下候事

一同年十一月

小野村へ土着

一同三午正月十四日外接も有之ニ付月々金三千疋被下候事

渥美常次郎

一同五申七月一馬事美至
スケト

明治三午廿四歳

一慶応二寅十一月五日京都御警衛詰被仰付、同十一日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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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同年十月十七日京都詰出立、十二月帰

依之銀壱枚被下置候

一元治元子六月廿五日昨年以来宰相様御上京中格別骨折相勤太儀ニ思召候、

一文久三亥十月十三日中将様御供ニ 而上京、子四月廿三日御供ニ 而帰

渥美助門

大橋常次郎

一同八月十日御家従公用人試補被免、修業列 江被入候事

十弐俵高

一同年八月十五日公務局被止候ニ付帰藩被仰付、九月七日帰
年給二十俵

但第一大隊三番

但常備第一小隊

一同年閏十月十七日小隊 江被入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任権曹長
一同四未四月二日東京詰出立
一同年五月十九日御用有之、立帰藩地ヘ可罷越事
東京府少属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之処東京府御用ニ付居残り
一同年

午廿五歳

一同三
 卯四月四日御上京御供、振替り帰

一馬

一元治
 元子八月廿八日御供上京、夫よ征長、丑三月帰

一同月十七日当分渡辺隼太 江御附属被成候

ヨシノリ ハシメ

一同年十二月重吉事一馬ト改

一同四辰六月十一日渥美助左衛門養子願之通被仰付候

芦田美至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補兵隊被仰付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付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

一同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候事

日修業隊ト改

一明治二巳

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同二寅三月十日定座番外以上補兵隊之儀ハ御趣意ニ付相止候
一同年七月廿五日親信濃御用有之出坂ニ付同道出立、九月二日帰
一同四辰四月廿九日城州伏見稲荷神主羽倉伯耆守養子願之通被仰付
但引越已前離縁ニ相成候事
米百弐拾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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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美

駒吉
唯之助弟

明治三午廿四歳

一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常次郎事助門ト改
相沢常三郎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誠之助 与名替

一同三亥八月十七日祖父弾正同道願之上江戸出立

一同年九月廿三日当分芝御陣屋詰大砲御用被仰付、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年
 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為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元治
 元子六月廿九日帰着

一慶応
 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三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補兵隊被仰付候

元治元子八月廿八日御上京御供出立、夫よ長征、丑三月帰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常三郎 与名替

一同二寅三月十日定座番外以上補兵隊之義ハ御趣意ニ付被相止候

十弐俵高



兎喜作

三吾弟

明治三午廿二歳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
業隊ト改、午六月二日解隊

一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九日兎喜作事豊介ト改

御手当五両

一同四辰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出張ニ付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右御免被成候

慶応三卯四月廿二日一番之補兵隊ヘ被入候

秋田豊介

一明治三午九月四日兼 而躰力薄其上多病ニ付退身願之通

一同三卯十月十日誠之助事脩太郎ト改

一同二寅八月廿五日境町御門為御警衛上京被仰付、北川亘之介ヘ御附属、
早速致出立候様同晦日出立、十一月廿七日帰
一同三卯七月十二日御警衛詰上京、十月十四日帰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四辰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
付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

一明治二巳四月九日中納言様御供東京 江出立、六月十三日御人減ニ付帰
一同年
業隊ト改

年給六俵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但年給三俵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一番隊

明治三午廿九歳

一同月十五日右出坂ニ付是迄被下候米六俵不被下候事

ニ付被指出候事、同十八日出立

一同年五月九日今般教導隊生徒トシテ大坂兵部省出張所 江可指出旨、御達

一同三午十月二日諸学科試業之上中級 江登進ニ付、年々米六俵ツヽ被下候

豊孫

一同四未四月二日東京詰出立

誠之助

一同四未二月十八日寄宿所生長伺之通

豊太郎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之処東京府御用残り
秋田脩太郎

一文久二戌六月廿九日身分をも不顧不行状之趣相聞候ニ付、移りを以御叱
被成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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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森

雄介弟

明治三午廿八歳

一同年十月十四日帰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候

雨森屯
文久元酉十二月十六日先年小栗源蔵養子罷越居候処、一昨年於武芸所利

一同年四月十一日他藩ヘ立寄不束之趣相聞候ニ付御叱被成候、伺之上指扣、

立、巳三月六日中納言様御供帰、然ル処巳三月十日右御雇被免候

一同年九月四日遊撃隊御雇被仰付、支度出来次第京都詰被仰付、同八日出

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年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ヘ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被仰

同十六日御免

腕を痛メ、種々療治致候得共、武術修行 者勿論御奉公も難勤体ニ付退身
為致度内談之処、実家雨森儀右衛門方ヘ引取養育致度旨、双方熟談之上
離縁願之通被仰付、然処追々快気
一同三亥六月三日御番頭引纏上京、九月五日帰
一同年十二月廿四日京都表動揺之節為御守衛出張ニ付、朝廷よ弐百五十疋
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伍長

金平伯父

年給六俵

明治三午廿五歳

一同四未四月朔日東京詰出立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一番隊

十弐俵高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一番小隊入被仰付候事

但席宮下常次郎次

一同三午正月十四日安川小弥太代勤願之通被仰付、修業隊 江被入候事

御備入被仰付

一明治二巳四月廿九日鉞五郎事博介

明治三午廿四歳

一元治元子五月二日京都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詰中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雄蔵弟

一同年

鉞五郎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置候
青木博介

文久三亥六月廿六日太鼓役御雇被仰付、金七百疋ツヽ年々被下置候
一元治元子六月廿七日京都御番士御雇被仰付、五人ふち被下置、早速上京
被仰付
一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御趣意ニ付太鼓役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
 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厚治与三次郎

文久元酉八月廿日当六月九日夜兄鉄吉儀、於赤坂辺木田町火消之者共を

一慶応二寅三月十一日三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一同年四月十一日本多興之輔方ヘ増御附属被成、大坂表 江出張被仰付候、

相手取、かさつ之所業致し不心得至極之始末ニ 而相果候節、取斗方心得

一同四子正月廿日当春芝御陣屋詰被仰付、右詰中弐人ふち御増、都合五人

歳、子八月廿七日相止

一同二戌十二月廿二日今般思召を以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当戌四十一

不宜趣相聞遠慮、九月十一日御免

出張中ハ天方対馬ヘ御附属被成候間、支度罷在御指図次第出立被仰付候
一同年八月廿五日境町御門為御警衛上京被仰付、北川亘之介ヘ御附属、早
速致出立候様同晦日出立、十一月廿七日帰
一同三卯七月十二日御警衛詰上京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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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治

ふち被下置候、相止
一元治元子二月廿三日支度出来次第上京被仰付、滞京中弐人ふち御増、都

巳二月廿一日帰

一同日今度出張被仰付置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
置候

一明治
 二巳二月廿二日長々出張太儀思召、仍六両弐歩被下

合五人ふち被下置、三月四日出立
一同年
 四月十日当分滞京被仰付

明治三午廿二歳

一同三
 午四月廿五日戊辰北越出張軍事精励ニ付、御賞典之内金弐十両被下
候事

安西五郎吉

関六養弟

一同年
 同月廿二日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右詰中弐人扶持御増、都合五人ふ
ち被下置候
一同年八月廿二日帰着
一同年八月廿六日今般長州人京師乱入、堺町御門於御固場所戦争之砌、相

一同二寅三月十一日右御免被成候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一番之補兵隊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同三卯二月廿一日一番之補兵隊 江被入候

働候段達御聴御褒詞

一慶応二寅三月十一日三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一同年五月十一日今度用馬乗方被仰付候ニ付、補兵隊之儀ハ当分御免被成

跡部敏

サトシ

俊助 敏介

俊介

又八倅

明治三午廿二歳

一同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

ト改

一明治二巳九月二日軍政よ伺ニ 而予備隊 江被入候事、十一月廿八日修業隊

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四辰七月廿日今度会征出張被仰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

候

一同年四月十一日本多興之輔方ヘ増御附属被成、大坂表 江出張被仰付候、
出張中ハ天方対馬ヘ御附属被成候間、支度罷在御指図次第出立被仰付候
一同廿四日堺町戦争一件ニ付公儀よ被下配当金千疋、且又戦功ニ付五百疋
被下置候
一同廿九日致出張候上ハ天方対馬ヘ御附属被成候処、御都合ニ寄中根牛介
ヘ御附属被成候
一同年八月廿五日境町御門為御警衛上京被仰付、北川亘之介ヘ御附属、早
速致出立候様同晦日出立、十一月廿七日帰
一同三卯四月廿五日三番之補兵隊什長被仰付、勤中年々銀拾枚ツヽ被下置

一慶応二寅三月十一日三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帰

一同年七月十二日御警衛詰上京、十月十四日帰

一同年八月二日農兵差配役手伝被仰付

一元治元子十月十六日征長出立、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三卯正月廿九日一番之補兵隊 江被入候

候

一同四辰八月六日今度棒火矢持参早々越後表ヘ出張被仰付、同十五日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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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部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右御免被成候

一同月廿八日沼津よ東京 江着、十一月六日西周 江引移

一同三午閏十月五日右同断之処、更ニ東京 江出、西周 江相手寄可致修行事
帰

助右衛門養家之伯父

明治三午三十五歳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下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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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治元子四月廿三日御供ニ 而帰

一同三亥十月十三日中将様御供ニ 而上京

歳、子八月廿七日相止

文久二戌十二月廿二日今般思召を以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当戌廿七

荒川岩五郎

一同五申三月十八日洋学教授方手伝差免候事

一同四未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候、相
止
一同年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ヘ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被仰
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御手当五両、
御備入
一明治二巳六月廿六日伯父香西成病後ニ付、為介抱東京表 江同道出立
一同年七月七日三ノ丸御近習御雇被仰付、月俸三口被下候事
俊介事敏ト改

但御馬廻勤之事
一同年八月
一同年九月廿四日奥詰御雇被仰付候事
一同三午正月二日東京ヨリ帰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一番之補兵隊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月朔日宰相様御出坂御供出立、同三日今庄よ御引戻ニ付帰

一同年三月廿日御雇中給禄米十弐俵ツヽ被下候事
但当正月よ御家禄之内よ被下候事

一同二寅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御登坂御供出立、十月六日御供帰

明治三午十八歳

彦八郎弟

中五人扶持被下候ニ付、八月十七日出立

文久三亥五月廿五日当亥年御参府之節御番士役配御雇御供被仰付、逗留

味岡二之助

一同年
 十二月廿六日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是迄被下候三口自今不被下候事
一同年
 八月二日東京 江出立、未正月十三日親対面願、着

雄太郎弟

一同四未二月廿八日今般御改正ニ付、御家従被免候事
明石源蔵

一明治元辰十二月十六日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

一元治元子三月二日上京、四月十二日帰

同年十二月江戸よ御上京御供、子二月御帰国御供着

一同二巳五月二日生兵教授方手伝被仰付

一同年十月十五日長征出立、丑二月三日帰

廿八日修業隊ト改

一同年九月晦日沼津学校 江修行罷越候様被仰付、十月五日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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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岡

味岡平治

三次郎
彦八郎伯父

明治三午五十八歳

文久二戌十二月廿二日今般思召を以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当戌五十
歳、子八月廿七日相止
一元治
 元子六月五日中川宮被任御頼当分御附人被仰付、御扶助方五人扶持
被下置、支度出来次第上京被仰付、為失却月々三両ツヽ、且又為衣装金
拾両被下置候、十二月出立、寅四月五日帰

明治三午五十六歳

一同二丑正月平治と名替

彦八郎伯父

表之御模様ニ付途中よ京都ヘ

一同三亥二月廿三日不束之儀有之遠慮伺之上差扣被仰付、且又同日無息之

面々筆頭同様被仰付置候処御免被成候、廿六日指扣御免

一同年
 三月廿五日中将様御供ニ 而京よ帰着

一同廿
 八日今度蒸気船御出来ニ付、為運用長崎表 江罷越候様被仰付、四月
三日出帆、六月帰
一同年七月八日上京被仰付、相止

一同年八月廿一日上京早速出立被仰付、廿二日出立

一子正月廿八日日御門御固御番頭仮被仰付

一元治元子三月廿九日、一昨戌十二月江戸表 江罷出中将様御供ニ 而京都表

江可罷越筈ニ付此表致出立候処、俄ニ御船行相成候ニ付途中よ京都 江罷

味岡捨蔵

文久二戌十二月廿二日今般思召を以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当戌四十

出、夫よ大坂 江為御迎罷越、御供ニ 而京都 江到着候処、失却も有之趣ニ

琢哉
外衛吉兄

明治三午廿六歳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ニ付出張被仰付候、依之為御手当銀弐百匁被下置候

銀弐枚被下置候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再度之御上京中格別骨折相勤太儀ニ思召候、依之

一同年四月廿三日宰相様御供ニ 而京よ帰

付金壱両為御手当被下置候

八歳、子八月廿七日相止

信一郎

一元治元子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サ
酒井素

一同二寅三月十日定座番外以上補兵隊御趣意ニ付被相止候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補兵隊伍長被仰付

一文久元酉七月廿四日帰、八月二日又々出立、同廿二日帰

一同十一日補兵隊伍長勤向被仰付候

万延元申八月廿一日学問修行願之上勢州ヘ出立

一同年九月十二日親介抱願之上江戸表出立

一同二寅三月十日定座番外以上補兵隊之義ハ御趣意ニ付被相止候

候

一同年七月七日御含御用被仰付、右御用中補兵隊伍長勤向之儀ハ御免被成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御登坂御供出立

一文久二戌四月十三日大砲為打方太田御陣屋ヘ出張被仰付候ニ付、御下緒
一掛被下置候
一同二戌四月廿一日帰着
一同年十二月十六日今般中将様御上京御供為御用江戸表 江出立之処、江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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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

一同年九月廿一日補兵隊伍長勤 并御含御用御免被成、御国表ヘ罷帰候様被

一同年十二月

屯ト名替

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一同三卯四月十二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出立、八月九日帰

仰付、同廿六日帰
一慶応二寅十二月五日当冬よ来冬迄長崎表ヘ罷越、文武修行願之通被仰付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十一月晦日上京

一同三卯二月十一日江戸表 江出立
一同年

一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京中第一遊撃隊ヘ御附属被仰付候、然ル処辰正月十

於江戸表ニ信一郎事琢哉ト改

一同年八月廿二日暑中御尋御礼使者御雇被仰付候ニ付、為失却銀拾枚被下

七日御免
一同四辰三月八日京都よ帰

置候
一同年十月十六日横浜表よ帰着

一八月御備入被仰付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九日屯事瀞ト改

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付

一同年十二月廿一日上京、辰二月五日帰、且又親十之丞勅使附廻越後高田
迄罷越候ニ付同道罷越、三月廿八日帰、夫よ親同道上京、四月十六日帰
一同四辰九月二日御備入御免被成、当分相慎罷在候様被仰付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十六日先般越後表 江出張被仰付候義、強 而御断申上候

一同二巳七月廿七日瀞事寿雄ト改

一同三午四月廿八日当分歩兵所手伝被仰付候事

次第思召ニ付不叶ニ付退身被仰付
一同四未四月廿五日同姓外衛吉給禄之内八拾俵被下候事

林事相良ト改姓

分営常備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歩兵所手伝被免候、且又勤中勉励ニ付金三百疋被下候事
一同五
 申二月

一同四未十二月廿八日伍長

米八拾俵
但先年退身被仰付候処先非後悔仕末、壮年一廉之御奉公相勤度志
願ニ付如此分禄
四月十八日於東京左之通相願候ニ付願下ケ致候事

チカノリ

壮九郎弟

一年給二俵被下候事

但奥詰

明治三午廿一歳

一同年十一月七日御家従御雇被仰付、月俸三口被下候事

一明治二巳七月廿一日生兵教授方手伝被仰付

武三郎

坂野親伯

明治三午廿三歳

一同年四月十八日依願同姓外衛吉給禄米ノ内六拾俵分禄被仰付候事

瀞

キヨシ

林友衛弟

一慶応四辰九月十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御手当五両

屯

寿雄

米六拾俵

林草五郎

但琢哉事素ト改候趣
ヒサヲ

相良寿雄

元治元子八月廿八日御上京御供出立、夫よ長征、丑二月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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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野

一同年三月廿日御雇中給禄米十弐俵被下候事

一同三午正月廿七日柔術世話役手伝被仰付候事、但奥詰御雇其儘

一同年十月十六日征長出立、丑二月二日帰

一元治元子六月十六日恐悦之赦ニ御免

一同年
 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御登坂御供出立、十月六日御供帰

一慶応元丑十二月朔日藤四郎 与名改

一同年
 五月廿四日柔術世話役手伝被免候事

一同三卯正月十六日鳴物方頭取被仰付、役中年々銀拾枚ツヽ被下置候

但当正月よ御家禄之内よ被下候事

一同日役配中出精之段御褒詞被成下候事

一同年十月廿二日御旗本鳴物方被仰付候

一同二
 寅三月十一日一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月廿八日御家従御雇被免候事

一同年十一月五日御趣意ニ付鳴物方御免被成候、且又昨年御端立已来出精

一是迄被下候三口自今不被下候

一同日以御雇小隊 江被入、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但第一大隊六番

相勤候ニ付銀五枚被下置候、但是迄被下置候銀之義ハ以後不被下候

一同四辰四月廿五日遊撃隊ヘ被召出、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日是迄太儀思召、為御酒代金千疋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二番隊

一同年閏四月七日上京、九月十八日帰

十弐俵高

一同四未五月廿五日同姓壮九郎給禄之内三十俵被下候事

一明治二巳四月九日中納言様御供東京 江出立、六月十四日御人減ニ付帰

年給六俵

米三拾俵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二番小隊入被仰付候事

録平弟

年給六俵

明治三午廿七歳

十弐俵高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

左弥太

一元治元子二月廿三日支度出来次第上京被仰付、滞京中五人ふち被下置、

止

文久四子正月廿日当春芝御陣屋詰被仰付、右詰中五人ふち被下置候、相

沢木直行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一番隊

明治三午廿九歳

一同五申二月兵学修行東京ヘ

庄九郎弟

一同四未三月廿日依病気願兵隊被免候事

捨吉

一同年五月武三郎事親伯
桜井藤四郎

一文久元酉八月廿日太田御陣屋詰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御扶持方五人扶持
被下置、支度出来次第出立被仰付、廿九日出立
一同二戌四月三日太田御陣屋詰中横浜表 江致出張候ニ付御褒詞
一同年八月廿九日兄兼吉儀当春於勝見横町女を及殺害候始末、不埒至極ニ

仰付、詰中御扶持方五人扶持被下置、支度出来次第早速致出立候様被仰

一同年五月十九日芝御陣屋未タ御引渡無之ニ付、右引渡相済候迄同所詰被

三月五日出立、四月十七日帰着

付侍御削被成長く入牢被仰付、且又捨吉義も不埒之趣相聞候ニ付長く逼

付、廿九日出立

一同三亥五月十二日松平主馬手御物頭差添扣被仰付

塞被仰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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沢木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当春宰相様御職被為蒙候ニ付、早速上京取調等致心配太

三上孫三郎弟

明治三午廿六歳

文久元酉十二月廿三日来戌年芝御陣屋詰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御扶持方

三上栄太郎

一同年九月九日御陣屋よ帰着

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佐々木栄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同二戌三月廿八日出立

儀之段御褒詞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一同三亥三月十日御陣屋御雇詰可致交代之処、内達之儀も有之ニ付来子春

一同年十二月廿日内達之趣も有之、今度黒竜丸御船乗組之勝手次第被仰付

迄詰越被仰付候

一同三卯正月廿二日砲術所世話役被仰付、勤中年々銀拾枚ツヽ被下置候
一同年三月廿四日御先第九小隊指添被仰付、勤中年々銀拾枚ツヽ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一月四日第一級ニ相進候ニ付、花葵御紋御印被下置候

候ニ付、御陣屋詰之義ハ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十二月廿三日公辺蒸気船 江乗組、京都表 江出帆

一同年十二月廿六日支度出来次第上京被仰付、出立
一同四辰正月六日在京中一番之第一遊撃隊御雇被仰付

一同年閏五月十八日一番之補兵隊被仰付候

一慶応
 元丑四月廿九日上京、翌寅四月十七日帰

一同年十二月佐々木栄ト名替

三月帰

一同年元治 与改元、十月廿二日航海術其儘補兵隊ヘ被入候、征長御供、丑

返シ出立、同廿一日京都 江着、同廿三日兵庫 江出立

航海術修行被仰付候、同七日出立、二月朔日兵庫表よ帰着、同十八日折

一同四子正月五日内達之趣も有之ニ付兵庫表ヘ罷越、勝麟太郎殿ヘ相手寄

十弐俵高

一同年二月廿七日第一遊撃隊一番之御雇被仰付、御雇中銀三拾枚ツヽ年々
被下置候
一同年四月十日京よ帰
一同廿五日遊撃隊ヘ被召出、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年九月十日御警衛詰上京、巳二月六日帰
但第三大隊弐番
年給弐十俵

一明治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二番小隊後拒被仰付候事
一同年
 十月十七日任分隊長

但常備第十小隊

一同廿日航海術修行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任権曹長

一同四未四月三日東京増詰出立

一同二寅六月十六日一橋様御附木村宗三方ヘ指遣、英学 并航海術修行為致

一同三卯正月廿一日病気ニ付京都よ帰、二月十三日長崎 江出立

一同年十二月廿六日修行中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度旨願済之事、右ニ付廿二日上京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十一月帰

測量技術掛り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権曹長心得勤、病気願被免
一同五申二月修行願東京
一同年五月十日測量司十四等出仕
一同年七月左弥太事直行ト名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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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井

ヒロシ

坂井滉

政吉

半十郎
務養子

明治三午廿三歳

一文久二戌十一月廿五日来春殿様御上京ニ付為御待受出立

一同二巳五月二日生兵教授方手伝被仰付

一同年九月四日兵学為取調西京 江罷越候様被仰付、同十三日出立、午正月

一同月
 十二日今度他国修行ニ付為戎服料金札十両被下候事

十一日帰

一元治
 元子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同三
 午三月四日大坂兵学寮 江入学被仰付、同十三日出立

一同三亥三月廿五日中将様御供ニ 而帰着
一慶応
 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三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一同月十日先般帰藩之上仏式伝習致心配候ニ付、金七千疋被下候事

実酒井志磨弟也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半十郎 与名替

酒井隼

一同年五月八日躰操修業中戎服等致破損候ニ付、別段為御手当月々金十両
カツ

隼

ハヤシ

一同二寅八月廿五日境町御門為御警衛上京被仰付、北川亘之介 江御附属、

ツヽ被下候事

一同年七月十七日鉄之助事一也ト改

早速致出立候様、同晦日出立、十一月廿七日帰
一同三卯七月十一日御警衛詰上京、十月十四日帰

陸軍中尉

明治三午十九歳

ヨシアキラ酒井与三次郎

一同年十一月三日右孫作方 江養子罷越候義願之通被仰付候

御雇御免候事

一同年閏十月廿八日榊原孫作養子罷越度ニ付御雇御免被成下候様、伺之通

一同日昨年解隊已来生兵教導向格別致勉励候ニ付千疋被下候事

下候事

一同日右被免候処当正月よ三口之割合ヲ以被下候事、但三十両之分ハ不被

一同日歩兵所手伝被免候事

但年給三俵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三日一ケ年三十両ツヽ、但是迄被下候金自今不被下候

一同年十一月廿九日歩兵所教授方手伝被仰付、壱ケ年金拾両ツヽ被下候事

一明治二巳五月十七日生兵教授方手伝被仰付

酒井良明



一

御備入被仰付

十弐俵高

明治三午十九歳

榊原与三次郎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候
一同年四月十一日御法通も有之候処、他藩 江立寄不束之趣相聞候ニ付御叱
被成候、伺之上指扣、同十六日御免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付
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明治二巳六月十六日半十郎事滉ト改
一

鉄次郎倅

年給六俵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但年給三俵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二番隊

鉄之助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カツ

斎藤一也

一明治元辰十二月十六日御備入被仰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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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

十弐俵高

一同月九日以御雇小隊 江被入、給禄米拾俵被下候事
但第一大隊六番
年給六俵

一同二巳九月晦日沼津学校ヘ修行罷越候様被仰付、十月五日出立、十一月
十九日帰

一同年十一月廿一日今般沼津校 江修行被指越候処、彼校学則ニ随ひ修行候

様心得書御渡相成、承服之上罷越候ニ付 而ハ、御趣意躰認厚可致勉励之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碽手
一同月十八日与三次郎事隼ト改

処、於彼地着砌ヨリ彼是異存申立候始末、畢竟心得違至極ニ付逼塞被仰

ハヤシ

一同四未二月廿七日常備第一小隊 江、但伺ニ 而同

付候、十二月晦日被免

明治三午三十二歳

一ケ月三百疋

伺ニ 而

一同年四月朔日東京詰出立

洋学中進業生

一同三午十二月

熊蔵倅

候、閏七月廿二日出立

一同七申正月廿五日当申年太田御陣屋御雇詰被仰付、詰中三人扶持被下置

一同四巳四月十四日同昨辰年も皆勤ニ付同断

安政三辰五月廿二日慶増皆勤ニ付御褒詞

喜多嶋鉄三郎

一同年四月廿四日米国留学被仰付候事

員外

一同年五月十九日帰藩申付候事

一同四未三月廿二日御用有之ニ付東京 江可罷越事

離隊

明治三午廿二歳

一同年六月八日先般東行之節於途中不作法之所業、心得違ニ付兵隊指除五
十日謹慎、同年

青木七郎次男

一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洋学修行東京ヘ

青木咸一弟

ヨシアキラ

青木貫人

一同五申五月隼事良明

キ
キナメリ

一文久元酉四月八日帰着

木滑貫人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一番之補兵隊被仰付候

一同廿
 五日太田御陣屋御雇詰被仰付候ニ付銀弐枚被下置、且又横浜表 江長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中将様御供ニ 而上京

一同年七月十九日農兵教授手伝被仰付候

一同年六月廿六日砲術所世話役被仰付

一同三亥三月廿五日右御供ニ 而帰着

合ニ付途中よ京都ヘ

一同二戌十二月十七日中将様御上京御供、御用ニ 而江戸表 江出立之処御都

々致出張候ニ付、銀壱枚別段金弐百疋被下置候

一同二
 寅三月十一日右御免被成候
一同三卯四月廿日一番之補兵隊ヘ被入候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右御免被成候
一同四辰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
付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九日青木貫人事木滑貫人ト改
一

業隊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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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多嶋

一元治元子三月廿九日、一昨戌十二月江戸表 江罷出中将様御供ニ 而京都表
江可罷越筈ニ 而此表致出立候処、俄御船行相成候ニ付途中よ京都ヘ罷出、

夫よ大坂 江為御迎罷越、御供ニ 而京都 江到着之処、失却も有之趣ニ付金
壱両為御手当被下置候
一同年
 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再度之御上京中格別骨折相勤太儀思召候、依之銀
弐枚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月十七日京都詰出立、十二月帰

一同年十二月五日修業隊被仰付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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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授候事

年給六俵

十弐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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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八日常備二番隊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木内竹次郎

明治三午十五歳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慶応三卯三月七日御附御伽御雇被仰付、年々銀拾枚ツヽ被下置候

甚平倅

一同二丑正月廿五日上京、三月九日帰

一同四辰八月十日御伽御雇御免被成候

メ

一慶応ト改元、丑四月廿五日京都詰中堺町御門御固場助番之儀申立、夜中
御門外ヘ罷出心得違之趣相聞、不届至極ニ付急度も可被仰付之処、御神
忌之折柄ニも候得ハ、格別之御憐愍を以長く逼塞被仰付、三月十一日御
免

毛受万三郎

明治三午十四歳

一同二寅十一月五日京都御警衛詰被仰付、同十二日出立

一明治三午十一月三日此度父洪東京よ罷帰候処東京ニ残居、川向剛ヘ相手

洪養子

一同年十二月廿二日砲術所世話役格別致出精候ニ付、銀拾枚被下置候

寄文学修行致度旨願之通被仰付候
一同四未八月更東京修行

一同三卯三月廿四日階級打調方被仰付、砲術所頭取申談相勤候様被仰付候
一慶応三卯四月四日御上京御供、振替り帰

明治三午三十五歳

一同月廿八日洪実弟之処養子ニ致度願済

浅弟

一同年十二月廿二日階級打調役出精相勤候ニ付、銀拾五枚被下置候
一同四辰四月廿五日被召出、階級打調方其儘被仰付、五人扶持被下置、役

ミ

新御番組ヘ被入候
一同年五月十一日今般御趣意ニ付役中役御番組 江被入候

水谷久六

歳、子八月廿七日相止

文久二戌十二月廿二日今般思召を以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当戌廿七

一同年七月十七日殿様御供被仰付置候処、御都合ニ付御先 江罷越候様被仰
付、早速致出張候様被仰付、同十九日越後 江出立、十一月十三日帰
一明治二巳二月廿二日右出張ニ付為御賞五百疋被下、外ニ十三両被下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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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谷

一元治元子六月廿六日御含御用有之早速上京被仰付、弐人ふち御増、都合
五人ふち被下置、同廿八日出立、八月帰着

一同年十二月右同断ニ付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同二丑正月十九日再上京、五月六日帰

一慶応 与改元、閏五月十八日補兵隊被仰付候

一同二寅三月十日定座番外以上補兵隊之義ハ御趣意ニ付被相止候

一同年八月廿六日於京都表病気指起り候ニ付、罷帰養生致度段願之始末不
参届儀有之、被仰付方も可有之候得共、騒卒事之儀ニも候得 者御憐愍を

一同三卯四月十二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出立、八月九日帰

一同年七月廿日内達之趣も有之ニ付二番之補兵隊ヘ被入候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以遠慮被仰付、九月十六日御免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補兵隊被仰付

一同四辰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

九十九弟

明治三午十八歳

明治三午廿六歳



但年給三俵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三番隊

沖四郎

薫養家之弟

十弐俵高

明治三午廿三歳

叱被成候、但伺之上遠慮、廿六日御免

一同三卯八月十六日衆道之儀ニ付風儀不宜心得違之趣相聞候ニ付、急度御

一同年十二月重雄 与名替

一同二寅三月十日定座番外以上補兵隊之義ハ御趣意ニ付被相止候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補兵隊被仰付候

元治元子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為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皆川重雄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十一月帰

一同四未四月三日東京増詰出立

年給六俵

一明治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業隊ト改

一

付御手当五両被下

一同二寅三月十日定座番外以上補兵隊之義ハ御趣意ニ付被相止候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此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相止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可致筈之処、不快ニ付出立延引、然ル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

処十月八日快ニ付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付御手当五両
被下候
一同年
業隊ト改

留次郎

一明治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候事
三沢秀作

留次郎事秀作ト改

一慶応三卯二月廿日当分鳴物方御雇被仰付、勤中銀七枚ツヽ被下置候
一同年

小膳弟

一同年五月廿日鳴物方御雇御免被成候
水戸健之助

元治元子十一月二日京都詰被仰付、早速出立被仰付、同五日出立、十二
月賊徒騒乱ニ付立帰罷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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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川

一明治三午七月四日荒川源次郎代勤願之通被仰付、修業列ニ被仰付候事

一同年八月三日第一大隊四番小隊 江被入候事

一同四辰三月廿日先達 而調練稽古之節、不束至極之趣有之ニ付屹度も可被
仰付之処、今般大赦被仰出も有之ニ付、格別之御憐愍を以長々逼塞被仰

年給弐俵

一同年十二月 予備二番隊

捨六

脩平養子

実大谷遜次男

一同四
 未四月七日右解隊被仰出候事
水谷一枝

一同年十二月三日一ケ年三十両ツヽ、但是迄被下候金自今不被下候

一同年十一月廿九日歩兵所教授方手伝被仰付、一ケ年金拾両ツヽ被下候事

一明治二巳七月廿一日生兵教授方手伝被仰付

明治三午十八歳

付
一同年
 六月二日長々逼塞之処御免
一明治
 ト改元、九月廿日御備入子弟輩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
十一月廿八日修業隊ト改

明治三午三十九歳

一同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候事

小膳伯父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歩兵所手伝被免候事

水戸猪太郎

嘉永三戌十月十六日上水上諏訪間川ニおゐて殺生之致業、心得違ニ付御

一同日右被免候処、当正月よ三口之割合ヲ以被下候事

水谷甚吉

岸定吉

分営常備

惣八弟

明治三午廿六歳

上京、八月廿三日帰

甚吉

一同五申二月十九日捨六事一枝 与名替

一同四未十二月廿八日伍長

一同日昨年解隊已来生兵教導向格別致勉励候ニ付千疋被下候事

但三十両之分ハ不被下候事

叱り
一文久二戌十二月廿二日今般思召を以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当戌三十
一歳、子八月廿七日相止
但安政七申九月廿四日病身ニ付文武修行御用捨願済
一元治元子六月廿六日御含御用有之早速上京被仰付、弐人ふち御増、都合
五人ふち被下置候、同廿八日出立、八月廿四日帰着
一同年十月十六日長征出陣、丑二月五日帰

元治元子

一同年十月十四日長征出立可致処、手負ニ付居残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補兵隊被仰付候
一同二寅三月十日定座番外以上補兵隊之義ハ御趣意ニ付被相止候

一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京都騒乱之節相働候儀一段之事被思召且手負候ニ付、

兄掛り之義ニも候ヘハ、快気迄為御扶助弐人ふち被下置候

一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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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四辰八月廿二日越後表 江早速出張被仰付、勤向之儀ハ於出張先軍事惣

一慶応二寅正月廿五日定吉事甚吉ト名替
弐両弐歩被下置候

奉行ヘ相伺候様被仰付、同廿六日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御手当

御備入被仰付

一同年四月廿四日堺町戦争一件ニ付公儀よ被下配当金千疋、且又手負ニ付



五両被下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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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谷

一同年十一月廿六日先年京都騒乱之節手負候ニ付御扶助扶持被下置候処、

玉樹養子

明治三午十八歳

全快之趣ニ付以後不被下候

三崎玉枝

鶴之助

確介

ノフヤ

農夫也
尚弟

明治三午廿四歳

一明治三午六月十五日調合方手伝被仰付候事

シ
下山碓輔

一同四未四月二日東京詰出立

一同年同月十八日依願同姓尚給禄之内三拾六俵分禄被仰付候事
米三拾六俵

一同年七月十一日確二事農夫也ト改名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十一月帰

雄五郎

尚弟

明治三午廿一歳

一同五申五月農夫也事碓輔
ツラヲ

下山貫雄

一慶応三卯八月十六日衆道之儀ニ付風儀不宜、其上夜行之節心得違之趣相

聞不調法之事ニ候、依之遠慮被仰付、九月六日御免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此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相止

一文久三亥五月十二日松平主馬手御物頭指添扣被仰付
一元治元子三月

一同年閏四月十九日心得違之儀有之ニ付遠慮、五月五日御免

親介抱願之上江戸表 江出立、九月十八日帰

一同年十月十六日長征出陣、丑二月六日帰

一同年八月廿二日越後表ヘ早速出張被仰付、勤向之儀ハ於出張先軍事惣奉

行ヘ相伺候様被仰付、同廿六日出立、巳二月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付御

一同年十二月確介ト名替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九日雄五郎事貫雄ト改

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二
 巳二月十二日上京、七月十日帰

一同三卯四月十二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出立、八月九日帰
一同四
 辰四月廿五日遊撃隊ヘ被召出、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

一

但支度出来次第東京 江罷出、永田儀平ヘ諸事可申談候事

一同年十一月七日海軍操練所修行生被仰付候事、同十二日出立

業隊ト改



一同年閏四月五日上京、九月十五日帰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五日明道館居寮生被仰付
一同月廿日奥州会津表 江早速出張被仰付、右出張中軍事方被仰付、十一月
朔日出立、巳三月四日帰

十弐俵高

但是迄御渡相成候筆紙之義ハ自今不被下候

一同月九日海軍修行ニ付為戎服料金札十両被下候事
年給七俵

一同二巳六月廿一日確介事確二ト改
三

一同三午八月廿四日願之上一ケ月御手当壱歩弐朱之外ニ三両ツヽ被下候事
常備歩兵隊一番伍長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後拒被仰付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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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

半次郎

範之介

権助弟

明治三午廿五歳

一同二寅三月十日定座番外以上補兵隊之義ハ御趣意ニ付被相止候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為御手当銀弐百匁被下

明治三午十八歳

一同四未四月十八日依願同姓尚給禄米之内三拾六俵分禄被仰付候事

尚弟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補兵隊被仰付候

外蔵

米三拾六俵

下山清

ヱ

一明治
 二巳五月十七日生兵教授方手伝被仰付
一同年十一月廿九日歩兵所教授方手伝被仰付、一ケ年金十両ツヽ被下候事

円乗豁

文久三亥五月廿五日当亥年御参府之節御番士役配御雇御供被仰付、逗留

アキラ

一同年十二月三日一ケ年三十両ツヽ、但是まて被下候金自今不被下候
一同三午三月四日大坂兵学寮 江入学被仰付、同十三日出立

中五人扶持被下置候、八月十七日出立、同十二月江戸よ御上京御供

一同年四月廿九日三番ヘ割替

月七日出立

一慶応二寅三月十一日一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京都詰被仰付候、四

一同年十月十五日長征出立、丑二月二日帰

二日出立、四月十二日帰

一同年二月廿日支度出来次第上京被仰付、在京中五人扶持被下置候、三月

一元治元子二月十三日帰

一同年五月八日躰操修行中戎服等致破損候ニ付、別段為御手当月々金十両
ツヽ被下候事
一同月廿四日歩兵所手伝被免候処、当正月よ三口之割ヲ以被下候事
但三十両之分ハ不被下候事
一同日昨年解隊已来生兵教導向格別致勉励ニ付千疋被下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外蔵事清ト改
一同四未四月十八日依願同姓尚給禄米之内三拾六俵分禄被仰付候事
米三拾六俵

一同年十一月廿五日京都よ帰

任陸軍少尉

一同五申二月

一同年閏四月十九日心得違之儀有之ニ付遠慮、五月十日御免

一同年四月廿五日遊撃隊ヘ被召出、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止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候、相

一同年十月十六日帰、半次郎事範之介 与改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三卯七月十二日京都御警衛詰出立

志津摩伯父

一同年四月東京ヘ
嶋田政之丞

文久二戌十二月廿二日今般思召を以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当戌四十
二歳、子八月廿七日相止
一元治元子八月廿八日御上京御供出立、十一月二日兄近江病気ニ付附添大
坂よ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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円乗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会征出立、十一月十七日帰、巳二月廿二日出張ニ付十三
両被下候、外ニ三千疋
一明治三午四月廿五日戊辰北越出張各所戦争抜群之尽力ニ付、御賞典之内
永世十石令頒授候事

年給六俵

東京府区兵

明治三午廿一歳

アキラ

権助弟

十弐俵高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三番小隊入被仰付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碽手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一同年十一月廿日洋学修行東京ヘ
一

増吉

一同五申五月範之介事豁
ヒトシ

円乗一志

左治栄養子

区兵

十弐俵高

一同日役配中出精之段御褒詞被成下候事
年給六俵
ヒトシ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碽手

一同月十八日増吉事一志ト改

一同四未三月廿二日常備第一小隊 江
一同年四月二日東京詰出立

榎並末三郎
明治三午廿七歳

原田末三郎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之処東京府御用残り
榎並幸雄

実原田彦八郎弟也

文久三亥八月十三日当秋芝御陣屋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詰中御ふち方五
人扶持被下置候、廿八日出立

一元治元子七月十六日御陣屋よ帰着

一同年十月十六日征長出立、丑二月帰

一慶応元丑十一月廿八日大坂表 江出張
一同二寅九月十九日帰

一慶応三卯二月廿一日一番之補兵隊ヘ被入候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右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十月十六日一番之補兵隊ヘ被入候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

ヒ

御備入、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業隊ト改

一同四未十一月末三郎事幸雄ト名替

一明治三午五月三日榎並左治栄養子願之通被仰付

両

一同四辰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御手当五

一八月


一同三卯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右御免被成候

一同四辰八月五日今度出張被仰付置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
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年
 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付



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
業隊ト改
一明治三午正月廿七日柔術世話役手伝被仰付候事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米十俵被下候事、但年
給三俵
一同日柔術世話役手伝被免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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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企

比企朔輔

外五郎
佐門弟

明治三午廿四歳

元治元子八月廿八日御上京御供出立、夫よ長征、丑三月帰

比企桂介

三五郎

佐門養伯父

明治三午廿六歳

元治元子六月廿六日御含御用有之早速上京被仰付、五人ふち被下置、同
廿八日出立、八月廿三日帰

一同年
 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三番之補兵隊被仰付候
一同二
 寅四月十一日本多興之輔方ヘ増御附属被成、大坂表 江出張被仰付候、

一慶応
 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三番之補兵隊被仰付候

一同二寅四月十一日本多興之輔方ヘ御附属被成、大坂表 江出張被仰付候、

出張中天方対馬ヘ御附属被成候間、支度罷在御差図次第出立被仰付候
一同年八月廿五日境町御門為御警衛上京被仰付、北川亘之介ヘ御附属、早

出張中ハ中根牛介ヘ御附属被成候間、支度罷在御指図次第出立被仰付候

一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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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致出立候様、同晦日出立、十一月廿七日帰
一同三卯七月十一日御警衛詰上京

一同年四月廿九日致出張候上ハ中根牛介ヘ御附属被成候処、御都合ニ寄天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

東京府区兵小頭

十弐俵高

一同年

三五郎事桂介ト改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

一同年四月九日中納言様御供東京 江出立、六月十四日御人減ニ付帰

付、御雇中月俸三口被下置候

一明治二巳二月廿四日中納言様供奉御供被仰付、詰中四番遊撃隊御雇被仰

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奉行ヘ相伺候様被仰付、同廿六日出立、巳二月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付

一同四辰八月廿二日越後表ヘ早速出張被仰付、勤向之義ハ於出張先軍事惣

一同年

一同年十月十六日帰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三卯七月十一日御警衛詰上京

一同年十月十六日三番之補兵隊ヘ被入候

一同年六月廿六日大関麓指添被仰付、補兵隊之儀ハ御免被成候

方対馬ヘ御附属被成候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十月十六日帰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候、相
止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御手当五両
被下候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九日外五郎事朔輔ト改
一
業隊ト改

年給六俵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年給三俵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三番隊
一同四未六月東京出立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之処東京府御用残り
一

業隊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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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企

年給六俵

十弐俵高

明治三午廿三歳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
年給三俵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碽手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彦三郎相続養子

分営常備小隊

明治三午廿五歳

四番小隊附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軍曹心得勤

武雄弟

一同五申五月三日四等軍曹
久野健吉

元治元子十二月賊徒一件ニ付出張、為御手当銀弐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二丑二月廿七日雲州表ヘ御使御用出立、四月十三日帰

一慶応ト改元、閏五月十八日一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猪兵衛

一元治元子八月廿八日御上京御供出立、夫よ長征、丑二月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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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貞次郎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一同二寅六月廿五日宰相様御登坂御供出立、十月五日帰

カズシ

一同三卯四月十二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出立、八月九日帰

一同三卯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久野一二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

一同年六月廿五日会征出立、十一月十七日帰、巳二月廿二日出張ニ付十三

一同年五月十六日遊撃隊 江被召出、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年三月廿五日上京、四月廿二日帰

一同四辰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 江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被
仰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帰、同廿二日御手当五両被下
候

両被下候、外ニ三千疋

一明治三午正月廿七日剣術世話役手伝被仰付候事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九日貞次郎事猪兵衛ト改
一同二巳五月十七日養方之兄与兵衛跡相続願之通被仰付

石令頒授候事

員外

文学中進業生一ケ月三百疋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二番小隊入被仰付候事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二番隊
一同四未二月三日四等教授手伝

伺ニ 而

一同年四月廿五日戊辰北越出張各所戦争抜群尽力ニ付、御賞典之内永世十

一同年
 三月廿一日痛所有之ニ付、剣術世話役手伝当分被免候事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

一同年
 六月廿日猪兵衛事一二ト改
一同年
業隊ト改
一同三午正月十日柔術世話役被仰付、役中米弐拾俵被下候事
但学校支配之事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柔術教導助役被仰付候事

但第九塾掛

十弐俵高

一同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十六等ノ三等

年給廿八俵

一同四未十月廿四日御改革ニ付職務被免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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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野

一同月十二日依願職務被免候事
一同年同月廿日常備第二小隊ヘ被入候事
年給六俵

十弐俵高

一同二丑二月八日小次郎事悌吉ト名替

一同年九月廿五日京詰支度出来次第出立被仰付候処、相止ム

今井兼輔

平井弥太郎

錬次

今井亮輔

弥市伯父

明治三午十四歳

一同三卯四月十二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出立、八月九日帰

明治三午廿五歳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

弥平弟

一同年
 九月廿七日年頃ニ相成候ニ付、御附御伽御雇御免被成候

幾次郎

一同年
 十一月廿日洋学修行東京ヘ
平井敬二

一同三辰正月廿日衆道之儀ニ付風儀不宜、御移り

安政二卯三月十六日横山昨寅年中も皆勤ニ付御褒詞

一慶応元丑四月廿九日上京、翌寅四月十七日帰

一同年五月廿二日横山引続年々皆勤ニ付、御持御扇子二本被下置候

一元治元子十二月賊徒一件ニ付出張、為御手当銀弐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二寅三月十一日三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一同四巳四月十四日引続団野横山皆勤ニ付御褒詞

小平倅

明治三午十七歳

一同年十一月十日来亥年中航海術修行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月十二日箱館よ江戸表 江着

候

一同日太田御陣屋詰中長々横浜表 江致出張ニ付、御褒詞之上銀弐枚被下置

付候、同十六日出立

一同年四月三日内達之趣も有之ニ付、航海術為修行箱館表 江罷越候様被仰

一文久二戌三月十五日帰着

月十一日出立

仰付、御扶持方五人扶持被下置候、且又御都合も有之ニ付詰引揚、十二

一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御趣意通りも有之ニ付、来酉年太田御陣屋詰御雇詰被

横浜ヘ出張ニ付御褒詞

一万延元申七月十一日右代番詰罷越候ニ付銀弐枚被下置、且又右詰中臨時

番出立、翌申四月十九日帰

安政六未六月十八日横浜御警衛ニ付親献介儀詰被仰付候処、願之上為代

一同年八月廿五日境町御門為御警衛上京被仰付、北川亘之介ヘ御附属、早
速致出立候様、同晦日出立、十一月廿七日帰
一同三卯七月十二日京都御警衛詰出立、十月十四日帰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四辰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 江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被
仰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六日右出張ニ付
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修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九日幾次郎事敬二ト改
一同年
業隊ト改

小次郎

一同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候事
樋口悌吉

一元治元子十二月廿八日宰相様御伽御雇被仰付、銀五枚ツヽ年々被下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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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井

一同年十二月廿二日今般思召を以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子八月廿七日
相止、但当戌廿六歳

佐右衛門厄介弟

平井錬次

一慶応二寅八月廿四日井上河内守殿ニ 而左之通御書付を以被仰出、尚又厚
相心得相勤候様被仰付
御名家来

右箱館奉行支配御雇可申渡候、御雇中御扶持方十人扶持被下候、
尤箱館奉行可承合候
一同三卯正月五日長崎よ御国 江帰
（ 富有 ）

一慶応三卯正月廿日富王丸乗組被仰付、委細之儀ハ他国会所奉行 江申談候
様被仰付、同月廿四日敦賀表 江出立

一同年十月六日今度農兵御端立ニ付西尾十左衛門申談教授手伝被仰付候

一同三亥七月八日上京被仰付、相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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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日大垣御
泊よ京都 江罷越

一元治元子四月廿三日宰相様御供ニ 而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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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置候

一同廿六日御含御用有之早速上京被仰付、五人ふち被下置、同廿八日出立、
八月廿二日帰着

一同年七月十五日在京中農兵教授方手伝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ニ付出張被仰付候、依之為御手当銀弐百匁被下置候

但当夏御内意之趣も有之ニ付、囲入置締仕度旨願之通被仰付

付大工町揚屋入被仰付

一同年十二月五日不埒至極之趣有之ニ付、御国立退可被仰付候処御趣意ニ

一同年五月六日役御持筒指揮役介被仰付候

一中略
平井錬次事今井亮輔

一慶応二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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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任海軍大尉
一

平井錬次事今井亮輔養子
渡嶋国亀田郡箱館元町商人高嶋善次郎長男 壬申十九歳

一明治五申六月亮輔事兼輔 与名替
今井雄太郎

一明治
 二巳七月十一日今般之大赦ニ付蟄居被免候事



広部伝之丞

区兵

棟次郎伯父

タカ

同年五月登弥太事尚忠

一

一同五申三月東京修行

米三拾俵

一明治
 五壬申六月今井兼輔為養子貰請候段於東京届有之候事

源八弟

一同四未八月三日同姓源八給禄之内分禄

登弥太

一同月雄太郎事善一ト名替
日比尚忠

一安政四巳四月廿四日年中荒川支合皆勤ニ付御褒詞
一文久元酉八月廿日太田御陣屋詰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御扶持方五人扶持
被下置、支度出来次第出立被仰付、廿八日出立
一同二戌四月三日太田御陣屋詰中横浜表 江出張ニ付御褒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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広部

安政三辰九月五日御疑筋有之、先達 而よ他行留之処兼々心底難見届ニ付、

一同年十月十九日弾正台 江願書指出候処、本藩亡命致候者之様ニも相聞候

一同年九月十六日脱走

モ
望月琢二

年給三俵

寛一郎倅

明治三午廿歳

午十七歳

十弐俵高

一同年五月廿四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俵被下候事、但

一明治三午正月廿七日柔術世話役手伝被仰付候事

政吉

復籍之上更ニ閑門被仰付、五月十四日被免

一同四
 未二月十三日先般不届至極之義有之、士籍ヲ削禁錮之処新律ニ依り

一同年
 十月廿二日脱走之者ニ付福井ヘ御帰シ被成候旨被仰付

得ハ如何可有之哉、至急取調相達候様被仰付候

為実見他国ヘ差遣度旨願之通被仰付
一同四巳二月廿四日病気ニ付引取看病致シ、快気之上又々為立退申度旨願
之通被仰付
一同五
 午八月五日心底相直り候趣ニ付願之上慎御免、締方之儀ハ兄七兵衛
ヘ為御伺被成候
一文久元酉七月廿九日心得違之趣相聞候ニ付番頭ヘ移りを以御叱り
一同二戌十二月廿二日今般思召を以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当戌三十七
歳、子八月廿七日相止
但願之上他国其後御免ニ候得共、御遣被成候訳も有之ニ付被下候
事
一同三亥十一月廿一日学問所 江繁々罷出候様被仰付、御扶持方弐人ふち被
下置候

一同日役配中出精之段御褒詞被成下候事

一同日柔術世話役手伝被免候事

処、事実をも不弁儀を猥ニ書顕し諸向を語合人心を煽動し、当春被仰出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常備一番隊

一慶応四辰閏四月十六日御為筋を存込建白致候儀ニ候得ハ申上方も可有之
候御趣意を為致疑惑候様之始末心得違至極不調法之事ニ候、依之蟄居被

一同四未四月朔日東京詰出立

セ
仙石喜万太

一明治三午閏十月五日今般南校よ御達之儀ニ付、右為御用東京 江可罷越事、

喜熊倅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十一月帰

一同年七月十七日政吉事琢二ト名替

年給六俵

仰付候

元武生

一明治二巳七月十一日今般之大赦ニ付蟄居被免候事
平野生保

一明治三午正月廿三日、一昨秋越後表ヘ出張之訳も有之ニ付雇申付、米六
俵四斗弐升四合被下候事
一同年二月八日兵隊御雇更ニ被仰付候事
但被下米従前之通

－ 102 －

仙石

同八日出立

一同二巳七月廿一日生兵教授方手伝被仰付

一同年十一月廿九日歩兵所教授方手伝被仰付、一ケ年金十両ツヽ被下候事

一同年十月十六日長征出立、丑二月五日帰

一同廿九日第三軍曹

一同四未十月十三日解隊ニ付免職

八俵高

但上級

但三十両之分ハ不被下候事

一同日歩兵所手伝被免候処、当正月よ三口之割合ヲ以被下候事

事

一同三午五月廿四日昨年解隊以来生兵教導向格別致勉励候ニ付千疋被下候

但是迄被下候金自今不被下候

一同年十一月六日西周 江引移相手寄候事

明治三午廿四歳

一同年十二月三日一ケ年三十両ツヽ被下候

但九月限ニ 而不被下候事

菅沼虎三郎
司馬相続之弟

一同四未十一月廿二日今般貢進生之名目被廃候ニ付、今学費不被下候事

ス
山本虎三郎

一同日歩兵訓導試補被仰付候事

菅沼虎雄

元治元子六月廿六日御含御用有之ニ付早速上京被仰付、五人ふち被下置、

一同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補兵隊被仰付候

一同年十二月廿八日軍曹心得勤、申二月彦根出張

年給十六俵

同廿八日出立、八月廿三日帰

一同二寅三月十日定座番外以上補兵隊之義ハ御趣意ニ付被相止候

鈴木小弥太弟

二番小隊附

一同五申五月三日四等軍曹
鈴木熊三郎

一同二酉二月十一日御都合も有之ニ付支度出来次第出立被仰付

御雇詰被仰付、御扶持方五人扶持被下置候

万延
 元申十一月十一日御趣意通も有之ニ付、来酉年太田御陣屋詰御番士

杉森立次

一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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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年七月廿日内達之趣も有之ニ付三番之補兵隊ヘ被入候
一同三卯七月十一日京都御警衛詰出立、十月十三日帰
一同年
 八月十六日衆道之儀ニ付風儀不宜趣相聞、年若之者文武修行之妨ニ
相成候間、以来相慎候様、此上心得違之儀有之候得ハ、急度可被及御沙
汰候条、此段相含可申諭旨移りを以被仰付

一文久 与改元、九月二日太田御陣屋詰御免被成、且又是迄御移りを以慎被

仰付置候得共、道中 并支度之儀も有之ニ付当分慎御免被成、御国表 江罷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此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相止

帰候上是迄之通相心得候様被仰付候、廿四日帰着、廿八日慎御免

扶持被下置候

一同年十二月廿三日来戌年芝御陣屋詰御番士御雇詰被仰付、御扶持方五人

一同年四月十一日御法通も有之処、他藩 江立寄不束之趣相聞候ニ付御叱被
成候、伺之上指扣、同十六日御免
一明治 与改元、十二月廿八日虎三郎事虎雄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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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森

一同二戌三月廿八日出立
一同年四月三日、太田御陣屋詰中横浜表 江出張、失却も有之ニ付金百疋被
下置候
一同年
 十二月廿二日今般思召を以三人扶持御扶助被成下候、当戌廿七歳、

修業隊ト改

小弥太弟

一同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候
鈴木米吉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一元治
 元子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同三亥三月廿三日御前様御供ニ 而帰着

一同二寅八月二日農兵差配役手伝被仰付候

子八月廿七日相止

一同年八月十一日毛受鹿之介同道上京被仰付、十二日出立

一同三卯正月廿九日三番之補兵隊 江被入候

相成候間、已来相慎候様、此上心得違之儀有之候得ハ、急度可被及御沙

一同年八月十六日衆道之義ニ付風儀不宜趣相聞、年若之者文武修行之妨ニ

一同年七月十二日京都御警衛詰出立、十月十四日帰

一同年十二月廿四日京都表動揺之節為御守衛出張ニ付、朝廷よ為御褒美弐
百五十疋被下置候
一元治元子四月廿三日宰相様御供ニ 而京よ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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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汰候条、此段相含可申諭旨御番頭 江移りを以被仰付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下置候
一同年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一同四辰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ヘ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被

巷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

賢輔

平馬弟

明治三午廿一歳

一慶応二寅三月十一日二番之補兵隊ヘ附属被仰付候

元治元子十二月賊徒一件出張、御手当弐百匁被下

鈴木五三郎

一同三午六月二日子弟修業隊解隊被仰付候

修業隊ト改

一明治二巳

御手当五両被下候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付

仰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慶応元丑閏五月十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
一同三卯四月十二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出立、八月九日帰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年十二月五日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候、相止
一同四辰七月七日今度越後表 江御出陣被仰出候ニ付、補兵隊被仰付出張被
仰付候処、難渋之訳も有之ニ付為御手当銀七百匁被下置候
一同年九月六日補兵隊ニ 而会征出立、巳二月六日帰、同廿二日御手当五両
被下候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日臨時民政鎮撫方被仰付
御備入被仰付、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

一同月廿九日鈴木熊三郎事杉森立次ト改
一明治二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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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

一同年八月二日農兵差配役手伝被仰付候

一同年七月十二日賢輔事五三郎ト改名

養次郎養弟

上京、八月廿三日帰

作太郎

一同年十月十三日解隊之処東京府御用残り、区兵小頭

元治元子

杉坂志人士

一同三卯正月廿九日二番之補兵隊 江被入候
一同年四月十二日宰相様御上京御供出立、八月九日帰
一同年九月廿七日御趣意ニ付補兵隊御免被成候
一同四辰正月八日二番之補兵隊被仰付、今度御上京之節御供被仰付候、相
一同年二月廿七日巷事賢輔と改

一慶応二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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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二丑正月廿七日賊徒警衛敦賀 江出張、二月廿三日帰

一同年十月十四日長征出立、丑正月帰

一同年閏四月十九日心得違之儀有之ニ付遠慮、五月五日御免

一明治五申七月作太郎事志人士

止

一同年八月廿二日越後表 江早速出張被仰付、勤向之儀ハ於出張先軍事惣奉
行ヘ相伺候様被仰付候、同廿六日出立巳二月帰、同廿二日右出張ニ付御
手当弐両弐歩被下候
一明治ト改元、十月廿三日臨時民政鎮撫方被仰付、早速出張候様
御備入被仰付、巳八月十四日予備隊ト改、十一月廿八日

一同月廿九日民政局ヘ出役勤被仰付
一同二巳
修業隊ト改
一同三午正月廿七日柔術世話役手伝被仰付候事
一同年
 五月廿四日兵隊御雇被仰付、給禄米十六俵被下候事
一同日第一大隊六番小隊後拒被仰付候事
一同日柔術世話役手伝被免候事
一同日役配中出精之段御褒詞被成下候事
十弐俵高
常備第二小隊

年給六俵

一同年十二月八日給禄米更ニ十俵被下候事、但年給三俵



一同日碽手
一

一同四未四月十九日東京区兵増詰被仰付、五月朔日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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