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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恭請千月堂名譽顧問，現任葵青區(葵盛
東)區議員周偉雄先生致開幕詞。 
 
2. 千月堂，戶山流居合演武 
 
3. 養心館，杖道演武 
 
4. 養心館，制定居合演武 
 
5. 道友會，合氣道演武 
 
6. 是風會，古流劍術演武

7. 恭請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文化部長杉田雅彥
先生上台致送記念品予與會表演嘉賓及本次
活動贊助商。 
 
8. 合照。 
 

9. 完成。 

1 香港千月堂 (p.4)

 戶山流居合道

2 澳門養心館 (p.8)

 杖道、制定居合道

3 香港合氣道道友會 (p.14)

 合氣道體術

4 東京都是風會 (p.18)

 肥後新陰流、二天一流劍術 » p.8

 » p.4

 » p.18

 » p.14

封面設計: Mark Yeung 撰文: 顧曼翹 校閱:郭世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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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千月堂

‧日俄戰爭後，為了令士兵更得心應手地用劍殺敵，帝國陸軍不再佩帶
單手使用的西洋軍刀，改用傳統日本刀。

在熱兵器世代，不少人練兵器只為了強身健體。但香港竟有一群人

習武為修煉心靈、體能之餘，也鑽研戰場上十步、甚至一步殺一人

的劍術。說的正是於葵芳工廈內的千月堂裡習居合道的一眾師兄

弟。居合，又名拔刀道，在香港屬少眾活動，知名度遠不如類近的

劍道。然則其魅力何在？筆者找來到千月堂堂主郭世孝及楊健昆劍

士解其中味。

戰場劍術
千月堂歷史雖然不長，去年八月才成立，剛夠一年，但其源流可上追溯至明治時期維
新派的戶山軍校。經歷日俄戰爭後日本陸軍意識到自身工業力量不適合採取德式火力
中心戰術，轉而發展白刃突擊戰術。為了令士兵更得心應手地用劍殺敵，軍隊不再佩
帶單手使用的西洋軍刀，改用為日本人熟悉、可雙手使用的傳統日本刀。因應兵器改
變，不再起用歐洲顧問，改聘中山博道、持田盛二等當時的劍聖於戶山軍校制定一套
適合現代戰場使用的劍術，稱為軍刀操法，此即為最初的戶山流形制。

追尋原點
縱使經過幾番更改，戶山流仍保留其貼近實戰、
簡潔、易上手的特點，務求以最短時間發揮最大
威力擊倒敵人。即使日常生活不要求我們殺人，
但武道本來就是生死相搏的技藝，傳承便須謹記
其本意。「分身能應千江月，千月之中一月真」
語出《菜根譚》，孝師兄說劍術經長時間流傳，
衍生出多種打法，但不是每種都是最好的，須要
互相慷慨指導、一起鑽研，從中歸納出最有效率
的方法，像研究所一樣。日語稱傳統技藝的練習
為「稽古」，意思是保留及考察先輩的成果，同
時更上層樓，正是千月堂的兩大目標。

‧日常教學都由郭世孝師兄(右)及楊健昆
(Mark)師兄(左)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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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場到道場
隨着大戰終結，帝國陸軍亦被解散，本用於戰場的劍術何去何從？一九五二年《舊金

山和約》正式生效，日本武道解禁，原來的戶山軍校教官組成「戶山流」，以武道流

派形式繼續推廣劍術。原有軍刀操法中立正敬禮等動作被抽起，變成傳統的弓步及自

然站姿，也不再穿軍服，改穿傳統道着，拉近與其他古流武道的距離，淡化其軍隊特

性。

‧以軍刀應對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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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刀
格鬥技術與所用的武器的關係十分密切，也互相影響。與劍道不同，居合道使用鋼製

真刀為練習器材。兩位劍士，不約而同愛上居合道，吸引他們的是那種使用真刀，真

實不虛的感覺。既愛由極靜而極動再回歸平靜的節奏，也愛侘寂 (わび．さび) 的感

覺，能為內心帶來寧靜。

真劍勝負
古時木刀竹刀是在練習用的，而決鬥時用真刀取人性命。現代初學居合者也要用未開

鋒的金屬刀練習，熟習基本揮刀納刀技巧後可轉用真刀以培養與真刀相處的安全意

識，對打時才轉用沒刃的海綿刀確保安全。戶山流着重試斬及形制(套路)訓練，固然

只有開鋒刀才可斬開試斬物，其次兩者對斬擊角度有很高要求。金屬刀可造上「樋」

，又名「凹槽(Fuller)」的結構，有助放大揮刀時的破風聲。劍手可以透過聲音的高

低長短判斷自己的動作是否正確。如果技術夠高，刀身沒有樋亦能發出很大的破風

聲。

結緣
大部份有段位的劍士都有自己的佩刀，然而，要遇上好刀很講緣份。「好」是個相對

的概念，一把刀須切合劍士的身形和風格，如果劍士覺得手感不合，多精巧的刀也是

得物無所用。孝師兄屬力量型風格，刀比一般人的重不少，可斬厚重的目標。Mark師

兄則靠速度及劍圍，用較輕的刀於短時間做出多刀大範圍攻擊。如果互換佩刀，就不

能有效發揮自己的長處。與其說追求好刀，不如說追求好組合。

‧刀是劍士的拍檔，稽古前後得向它行禮。

誠斬會
全日本戶山流居合道連盟轄下有多個道場，除千月堂外香港還有幾個同屬連盟的道

場，「誠斬會」就是在日本由籏谷老師主理的道場，有獨立的段位供直屬弟子考取。

誠斬會的段位主要考核斬技，要求比連盟的公共段位高得多，例如袈裟斬(斜斬)角度

必須為四十五度、水平斬為九十度、連斬六刀木樁都不能搖動等等。雖然段位考核是

一次過的事，但籏谷老師的理念是考取後平常也能發揮出該段位應有的水準，否則他

有權褫奪當事人的段位。要是能力與

段位不符，豈能正確傳授知識？

常說日本人文化傳承做得好，背後就

是這般嚴謹。當然，受訪的兩位劍士

已考取過誠斬會段位，也能保持至

今。

‧籏谷嘉辰老師，全日本戶山流居合道連盟
理事長，九十年代將戶山流居合道引入香
港，現為居合道九段範士(共十段)。孝師兄

及Mark師兄分別已經隨籏谷老師修練十六年
及六年。

獨行道
劍術修行路上會流許多汗水，甚至血。被問到習劍過程有甚麼阻力，兩位皆言沒有來
自外部的阻力，因為總有方法克服，工作太忙總可擠出時間、旁人反對可以說服、沒
地方練劍可以找，反而真正的阻力是內在的。練劍須要忍受三種孤苦，一是當初一起
加入的朋友逐個離去，只剩下自己一個的無朋之苦；二是夜闌人靜時自己不斷重覆同
一套動作的刻苦；三是演武時觀眾不懂欣賞或只因看見新奇事物而拍掌的人不知之
苦。若頂不住這三種苦，很難堅持下去。 

日本武士道經典《葉隱聞書》，謂武士隱藏在樹葉後，在君主看不到的地方也要盡
忠。要成為武士，多少需要一點孤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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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養心館

說到日本兵器，我們總首先聯想到長長的刀，然則武士刀是種外顯

的身份象徵，日本武術中可有像摺凳般可以藏在民居之中，隨手可

得的兵器呢？我們邀請到由盧楚老師帶領的澳門居合道養心館正有

修習它——杖。這裡的杖術屬於全日本劍道聯盟制定杖道，也教授

制定居合。杖道，起源於神道夢想流，可是據神道夢想流中流傳的

故事，杖道的起源竟關係到江戶時代的兩大兵法家！

決戰宮本武藏
相傳神道夢想流流祖，夢想權之助，為了在決鬥中擊敗另一名劍豪宮本武藏，曾以棒

（約185厘米長的棍）挑戰武藏。有說權之助被武藏的父親新免無二以十手擊敗過，

於是便帶上自己最拿手的武器自信滿滿地找武藏報仇了。開打前權之助問武藏是否如

父親般厲害，對此武藏表示:「如果你見識過我父親的厲害，那你也知道我的技術到

家沒有了。」欣然接受權之助挑戰。武藏使用一長一短的刀為武器，即使權之助的長

棒攻擊範圍較大，速度和變化仍及不上對手的雙刀。 

當權之助進攻時武藏將雙刀交叉成一十字，卡住迎面而來的長棒（一說是用木弓擊昏

權之助）。如此權之助與被奪走了武器無異，再次敗在新免氏（武藏的舊姓）手上。

神明夢授 報一戰之仇
吃了兩次敗仗的權之助當然不會就此罷休，他後來跑到九州筑前（今福岡縣）太宰府

寶滿山內，為了研發出擊敗武藏的方法向神明發願廿一日。就在祈禱最後一晚，權之

助得神明夢授「以圓木知水月」一語，啟發他將原本的長棒削短成約128厘米的杖。

改用短杖後攻擊變得更靈活，同時能結合已成形的槍、薙刀、劍等武術混合使用。權

之助再次向武藏下戰書，今次武藏仍然使出十字擋將杖卡住，但由於杖比棒短得多，

權之助能趕及在武藏再攻擊前掉轉杖頭，以另一端擊中對手得勝。

以上其實都是由各種傳說整理而成，從兩位兵法家對決時用的兵器，到應如何詮釋「

以圓木知水月」都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杖道是一種非常實用的武道。古時候不是所

有階層都可以配刀，或者下級武士（同心，即捕快）有活捉犯人的須要，便要以可

信手拈來的木杖為武器。除了128厘米的杖外，古流武術中還有短杖(約90厘米)、十

手、鎖鐮等製造成本較低、能藏兵於民又有威力的兵器。合氣道中同樣有杖術，長度

與神道夢想流用的一樣，只是杖身較粗，及技法上視之為手臂延伸以使出關節技。夢

想權之助後來擔任黑田藩(福岡藩)的武術師範，神道夢想流杖術也成為了藩內武士的

秘傳武術。其軍事價值，從在藩中待遇可見一斑。

‧神道夢想流鎖鐮



10 11

古流武術 現代傳承
到現代，杖道已加入全日本劍道聯盟及日本警視廳的訓練，是既傳統又實在貼地的武

術。全日本劍道聯盟是個推廣及規範劍道、居合道、杖道的非政府組織，從各派技法

抽取精要，合併成制定套路共十二式，可算是供各流派交流的平台，所以將武術當成

機密的做法已是過去式了。

事實上，現代不少日本武道家的傳授方針都是毫不吝嗇地將技藝外傳，國藉、語言、

年齡、性別都不是教學的障礙。在養心館裡，除了澳門弟子外也有外藉弟子，而盧老

師本人更在不少日本資深師範門下學習過。盧老師自小習武，先後曾修習過各種中日

武術，包括詠春、劍道、空手道等。97年遇到來自東京之田中秀明夫婦，劍士將日本

刀運用自如的身法深深吸引了盧老師，便開始練習居合道及杖道。目前師從夢想神伝

流居合道八段教士大津憲養先生及居合道、杖道八段範士石堂倭文先生分別鑽研居合

道及杖道，也曾經安排過多次蟬聯全日本居合道冠軍的金田和久教士在澳門的講習

會。

養心會目前修習的劍術流派是夢想神伝流，雖然從技術層面而言屬於古流劍術，其實

於近現代由昭和劍聖中山博道範士創立，與無雙直伝英信流同為全劍聯制定居合的基

礎。由於歷史不算很長，很多傳統技法都得以保留。例如制定居合仍然保留正坐、立

膝發刀的招式，與筆者修習只有立姿的戶山流不同，連每式中的拔刀、斬落、血振、

納刀動作都可以看到古流特色。

‧石堂老師（左）與盧老師（右）合影。

好些人以為劍道達三段才應該開始學居合，其實不然，兩者是相輔相承的，同時起步

反而能早早熟習劍理。由於現代劍道使用竹刀比試，以在比賽中取得分數為目標，而

不是擊殺對手，所以設立制定居合還有讓劍道修習者認識真刀操作的用意，例如要留

意切入角度(刃筋)、真刀的重量、拔刀收刀的動作等等。一至三段可以用不開鋒的合

金模擬刀考段試，四段起便要用真刀練習、演武以培養警覺性。也要考核十二式制定

居合以外的古流劍技，確保制定居合能發揮到傳承古武道的作用。

‧人才濟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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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禮為先 見微知着
夢想神伝流由中山博道範士傳至盧老師也不過五代，中間的檀崎友彰先生、松峯達男

先生等都是赫赫有名的範士，名師師承固然重要，但要學藝，最重要的還是學生本人

能否虛心接受一切教導。在養心館裡，學生們首要學的是「禮」，那是對師匠、道

場、刀的禮，也包括日本文化中行住坐卧的禮儀。對現代人而言，跪坐、摺道服是勞

累繁複又不必要的差事，習慣了後卻可培養品性及對事物的尊重，要是連這些小要求

都做不到，豈能熬過刻苦的訓練？不願付出，還奢求成為高手嗎？
道統伝承 師伝為守
「道統伝承 師伝為守」是盧老師的師公松峯達男範士贈予養心會的墨寶，意思是必

須遵從傳統的傳承方式，堅守老師教導的原則。聽起來好像有點古板，其實這是對自

己所學的信任，就是相信老師已經將最好的教給自己。盧老師曾經見過別的地方的學

員在比賽落敗後不改善自己的技術，反而在網上對主辦方惡言相向，從此不再參與同

類型活動；也有直昇機家長帶六歲兒子上劍道課，見兒子腳掌擦破了表皮喊痛，便急

急抱走。不信師傳，中途離場，注定與「進步」無緣。武道在江戶時代可以是一藩的

軍機秘密，防止落入外人手上；到現代便要儘量留住學員，也是另一種危機。盧老師

說：「我不期望收入室弟子，只會毫不保留地將自己所知傳給學生，期望學生將來比

我更出色。」這就是養心館的教學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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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合気道道友會

不要以為玩體術格鬥一定會練到人史泰龍般的體型，原來不是長得

高大肌肉量多就必勝，在日本，半數合氣道修習者都是女性，一樣

不讓鬚眉。合氣道是能突破體格、性別、年齡限制的武術，道服令

人聯想起空手道或柔道，內裡的技術和形式卻大相徑庭。與其說是

武術，合氣道其實更像精神修練，它一方面有驚人的殺傷力，另一

方面不主張任何形式的競賽，只追求超越自己。按合氣道道友會主

宰永井等老師語，合氣道亦是種冥想修行。

‧合氣道開袓植芝盛平

永井老師自九歲起便學過劍道及剛柔流空手道，大學畢業後想繼續習武又對合氣道有

興趣，便開始了近三十年的合氣道生涯，現在旅居香港，為道友會的最高級導師。道

友會致力在港推廣合氣道，現已有常規會員約四十人，歡迎不同國藉、背景人士加

入，在安全、嚴謹、友好的環境下以武會友。合氣道由開祖植芝盛平先生以大東流柔

術為基礎所創，將傳統柔術中的劍技、杖技一併納入合氣道中，所以道友會除了教授

體技外，還有器械技的訓練，也包括戶山流拔刀術。合氣道是個相對「年輕」的武

術，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才正式成立財團法人推廣之，當代道主為開祖植芝盛平的

孫子植芝守央先生，永井老師的五段段位，正是從植芝守央先生手上取得。

‧永井老師與道友會學員的日常稽古

‧當代道主植芝守央(左) 與兒子植芝充
央(右)，被抱着的是孫子也很可能是未
來五代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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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包裝 流行國際
合氣道在香港的知名度雖然比不比上空

手道、跆拳道、柔道等等的武術，但在

其他國家很流行，泰國、台灣、星加

坡、菲律賓、印尼已經有為數不少的合

氣道道館，甚至人氣美劇《The walking 

dead》也有以合氣杖打喪屍的情節。合

氣道能有現時的知名度，除了其本身的

魅力外，要歸功於二代道主植芝吉祥丸

先生（即開袓之子、當今道主之父）。

植芝吉祥丸是早稻田大學經濟系的畢業

生，市場直覺較敏銳。雖然二次大戰期

間皇武館道場（開祖當時的合氣道道

埸）沒有被炸燬，但戰後百廢待興，加上傳統武道被盟軍禁止以防右翼思想再次興

起，到道場練習的人數已經大不如前，連吉祥丸本人也要另找一份工作養活家庭，工

餘時間才教合氣道。吉祥丸意識到如此下去，父親創立的武道很快會失傳，於是決改

革合氣道，將之重新包裝推出市場。戰前的皇武館道場門檻十分高，招收對象主要是

皇族、華族（貴族）、軍人、有武術底子的人，到皇武館學習還需要武術界名人的推

薦信，比起當時的平民，現代人幸福多了。戰後吉祥丸便開放合氣道予普羅大眾，並

取消打擊要害的技法，強調為對手着想的思想，希望國民習武同時能愛好和平，也較

易得到戰後政府的支持。

‧永井老師到泰國與當地人交流。

‧道友會中常常可見成人小童一起練習

以柔克剛武太極
隨着合氣道運作變得透明，外人得以窺

見箇中技法卻沒法從自由博擊親身感受

它，於是很多人看到合氣學員柔軟的身

法後便覺得合氣道沒有其他武術的殺傷

力，像設計給女人的運動。永井老師解

釋，合氣道的關鍵之處正在於轉移對手

的攻擊，從破壞對手的重心將之控制，

不是用自己的身體硬接攻擊。他隨手拿

起一根繩子作比喻，軟繩就像身體，被

人握住一端也就只有那一端被控制，其他部份仍可

以活動再作出反擊，要是身體像木棍一樣硬，稍有接觸就容易陷入僵持狀態。再者，

外人只是眼觀練習的情況，日常練習的目的是教授體術原理，讓學員知道如何運用技

法就可以了，沒有必要像真打一樣，因為合氣道的技法的確能夠弄傷，甚至擊殺對

手。

正勝 吾勝 勝速日
植芝盛平是大本教的著名信徒之一，不少人誤會合氣道深受大本教思想影響，但永井

老師解釋道，合氣道體現的反而是日本神道教的傳統。大本教是揉合民間信仰及現代

平等博愛普世價值的新興宗教，植芝盛平雖然與其教主出口王仁三郎有密切聯繫，

但植芝本人從不在道場傳教，合氣道道場與其他武道一樣行神道禮儀、擺放一樣的神

壇。日本人相信，每個地方都存在着神明，神道教的主神「天照大神」是太陽神，每

個被陽光照過的人、地方都在衪的視線範圍，這就是日本民族自律性格的起源，絕大

部份日本武道道場練習前也會向神壇行禮以示尊敬場地。日本人非常重視自我管理，

所謂「道場」便是求道（鑽研武道）的場所，學會自我精進最重要，在外比賽勝負反

倒是其次，所以合氣道不主張透過與別人比試證明自己的強大，而是不斷超越自己原

先的水平。植芝盛平留下「正勝 吾勝 勝速日」的訓言，意思是勝過自己才是真正的

勝利，毋須待對手出手就已經得勝，勝負可說是與對手不相干。與其歸類合氣道為武

術，似乎說它是種內觀禪修更適合。

‧在合氣道裡，天生的體格不一
定帶來優勢，道友會也有不少出
色的女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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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是風会

不論是電玩迷、軍事迷、拉麵迷、

井上雄彥迷、甚至寵物小精靈迷都

不會對「武藏」的名號陌生，然而

現實中的武藏是何許人物，能使名

字如此深入民心？經過流行文化多

番渲染，武藏的二天一流兵法的實

相又是怎樣的？與槍術融合的日本

我們邀請到東京都是風會的高無宝

良老師遠道而來展示傳承自劍豪

宮本武藏及疋田景兼的

劍技！

‧宮本武藏在《浪客行》中的形象

雖然以日本為基地，高無老師已經多次到訪香港與多個武術團體、網台交流，去年更

以劍術家身份展開歷時半年的歐亞之旅，歸國後將原先的道場「清風會」易名為更獨

特的「是風會」，在習武之路上重新出發。因為收到關口流拔刀術的山田利康師範指

示，高無老師於平成21年（2009年）成立道場，作為關東地區的支部，教授各種古流

劍術，包括二天一流、肥後新陰流及關口流。

與戶山流、制定居合等近現代出現的流派不同，古流劍術不以段位劃分等級，大致上

可以劃分為初傳、中傳、奧傳三個階段，細分則有入門、目錄、免許、免許皆傳等名

目。高無老師說取得各種頭銜的時間因人、環境而異，現代日本人學劍術主要為了多

做運動，或認識傳統文化，較少人純粹為了武術而學習，也未必能適應傳統教學方

法。不過，畢竟日本是孕育出各種武道的地方，在日本本土開設道場對廣傳自己的流

派還是有幫助的。

天生兩手 盡用兩手
宮本武藏的二刀流形象為人熟識，原來武藏不是一直都用二刀作戰，直至他在

細川藩（今熊本）擔任武術指導時才整理出二天一流，他早年以父親新免無

二包含十手、二刀的當理流為基礎的圓明流。雖

然當時部份流派同樣有二刀劍技，但以兩把

刀為主要武器的可說只有二天一流。

除了是到處與各國兵法家交手的劍

客，武藏亦會以客將身份為大名打

仗。在戰場上武士會騎馬，需

要一手握韁繩控制戰馬，餘下

一手握刀，於是武藏意識到只要一

手能純熟揮刀，空出的一隻手便能

做很多事。再者如果採用雙手持一刀的架式，例如常見的中段構，武士穿著的具足（

鎧甲）近腋下位置的盔甲會頂着雙手，既不舒適也不方便，須知道在戰場上少少的動

作遲緩可是生死悠關的。所以可見二天一流的架式多為敞開雙臂，以二刀擋住前方敵

人，攻擊時二刀就左右包抄敵人。

相傳宮本武藏曾以十字擋擊敗過神道夢想流的流祖夢想權之助，關於這場決鬥，本刊

在澳門養心會的部份有提到更多，不過甚麼是十字擋呢？那就是以二刀形成十字以格

擋攻卧。比起常見以刀背防守的做法十字擋較易令刀刃受損，需要小心拿揑角度，原

則上對方的刃筋怎樣來就用怎樣的角度交接。所用的二刀其實是一長一短的刀，短的

主要格擋和牽制敵人的刀，長的則攻擊敵人。二天一流在實戰中無既定套路，變化多

端，能夠快速應變對手的攻擊，不過單手始終

不及雙手有力，所使用的刀與其他流派的不

盡相同。高無老師說用兩把長刀作戰是有可

能的，但不使用配合使用者體格、技術的兵

器並不有利，現實中又重又長不適合二天一

流的打法。大部份二天一流的修習者會選用

較輕和薄的刀，也會盡量用上整條手臂和上

身的肌肉揮刀以彌補單手持刀在力量上的不

足，握刀時手指的力量分佈也與其他流派不

同。

‧高無宝良老師

‧宮本武藏的自畫
像，手上的刀看起來
較幼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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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無老師在歐遊其間指導外國人如何擺二天一流的基本構。

‧
十
字
擋

槍劍合一
除了二天一流外，高無老師同時為我們帶來了肥後新陰流，又名疋田新陰流、疋田

流。戰國時代的劍聖上泉信綱把相傳於愛洲小七郎元香齋的陰流變成新陰流後，傳給

外甥疋田景兼，形成疋田新陰流。疋田景兼比起柳生宗嚴（柳生新陰流的流祖）待在

上泉信綱身邊的時間更長，景兼更擅長槍術，所以疋田流的型制能看到槍術的影子，

型制亦與其他新陰流很不同。

‧收錄在明代《武備誌》 的《影（陰）流之目錄》

東洋劍術 失落中土
本來疋田流還有長薙刀招式在鳥取地方流傳，可惜現在已經失傳。其實陰流體系的古

書也曾流傳到中國，並在地化衍生出《辛酉刀法》。明代戚繼光曾在戰場死去的倭寇

身上拾獲一本《影（陰）流之目錄》，內有猿飛、山陰、猿回等招式名，正與上泉信

綱的新陰流的招式相同。「目錄」即是記載流派中所有招式的兵法書，能將一流派機

密帶在身上的絕不會是普通小混混，很可能是武田信玄征服上泉信綱所在的上野國後

出逃當海盜的陰流浪人。更有趣的是，戚繼光也認為日本刀法能大大提升明國軍隊的

戰鬥力，於是讀過撿回來的兵書後編出《紀效新書》和《辛酉刀法》，在軍隊中積極

推廣日本刀法。筆者不禁猜想，要是帶着影流目錄那個倭寇沒有死掉，或者明朝沒有

覆亡，今天的國術和日本武道會是甚麼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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