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東條英機陸軍大將（上將）在戰爭結束之後，一直被貼上在「極東國際軍事審判
（東京大審）」中，被認定的「A 級戰犯（或者是會讓人有這種想法的不良「印
象」）」之標籤，人們並認為他與納粹德國的希特勒總統一樣是「獨裁者」，一般
人更是認為大東亞戰爭的「戰爭責任」大部分都是在開戰時擔任總理大臣（首相）
與陸軍大臣的東條大將身上。這種曖昧又不正確的認知，可以從日本執政黨的有
力政治家說出「將 A 級戰犯合祀於靖國並不恰當，應該要分祀出來」這種話一
點得知，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改變。雖然因為東條大將在擔任總理大臣等的期
間，參與了戰爭指導，因此必須負起他任職期間中，根據東條大將之權限所做出
之行動的行政責任，而這一點東條大將本人也在生前承認了，但是從客觀的角度
來看，世間對東條大將的批評是否是正確的這一點，確實是存在著相當大的疑問。
所幸，筆者（大日本帝國陸海軍史料館長）因為工作的關係，有幸發現到因為受
到戰後偏頗的歷史教育與新聞報導的影響，導致老師與媒體所教導、傳播的情報
與知識所充斥的「虛偽」、「謊言」，因此筆者認為自己對東條大將的看法，會比
對近代史比較不關心的一般人（筆者並沒有惡意）更加公正、客觀。雖然筆者還
處於繼續研究的階段，但筆者想在這裡運用目前為止所得到的知識，以善惡分
明、簡潔、客觀的方式來描述一下東條大將的生平事蹟。文章中說不定會有些錯
誤的事實或不適當的評語，若讀者們有任何發現，歡迎來信批評指教。
（一）誕生至駐德國時期
東條英機陸軍大將生於距今 120 年前的明治 17 年（1884 年）12 月 30 日，誕生於
東京市麴町區隼町，是當時陸軍大學第一屆學生生的東條英機陸軍步兵中尉（後
來晉升為陸軍中將）與東條千歲之間所生下的三男。
順帶一提的是在「陸海軍將官人事總覽陸軍篇」（芙蓉書房出版）等資料中，東
條大將的出身地都是被記載為「岩手縣」。東條大將之子東條俊夫前空將補（航
空自衛隊少将）說其實這是有原因的。雖然東條大將的本籍已經遷移到東京，但
是父親英教的故鄉是岩手縣，而且又因為東條家非常照顧以前的藩主─南部伯爵
家，因此據說往後東條英機陸軍大將也被招待出席岩手縣人會（同鄉會）也因為
這個關係，人們都認為東條大將是「岩手縣出身」，所以應該可以說是周圍的人
們會錯意了。
東條大將的祖父東條錠之助英俊曾經以盛岡藩士的身分服侍南部藩。
父親東條英教陸軍中將明治 6 年（1873 年）加入陸軍教導團，23 歲時參加西南

戰爭，明治 11 年（1878 年）9 月 16 日被任命為少尉。東條中將是陸軍大學第一
屆學生的首席畢業生，並被稱為陸軍的智囊。據說後來東條中將所寫的「戰術‧
麓之塵」就是日本陸軍的第一本戰術書。在日清戰爭（甲午戰爭）中，東條中將
擔任大本營參謀，並以在德國留學時所學到的新知識立下功勞，戰爭結束後將戰
爭的推移編撰成一本名為「隔壁聽談」的戰史書贈與參謀本部。不過因為東條中
將在「隔壁聽談」中率直的批判當時政府的行動與山縣大將（戰時的第一軍司令
官）的言行、作戰指導能力，引起陸軍中央的不悅，使得東條中將從中央的參謀
轉任姬路步兵第八旅團的旅團長。日俄戰爭時便以第八旅團長的身分出征，但因
為染病的關係，讓東條中將很快就回到日本，並且補任為留守近衛第一旅團長。
雖然後來順便被補任為步兵第三十旅團長，但是在明治 40 年（1907 年）11 月 7
日晉升為中將的同時，就被編入後備役，最後於大正 2 年（1913 年）12 月 26 日
過世，享年 59 歲（虛歲）
。雖然東條英教中將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軍人，但是能力
優秀的他並沒有順利升遷，反而是早早的被編入後備役，據說這是當時在陸軍內
部擁有強大勢力，以山縣大將為首的長州派所造成的結果。而據說這件事情就是
讓日後東條英機大將確立打倒軍方內部派閥之目標的原因之一。
少年時期的東條英機在從城北中學畢業之後，就進入東京地方幼年學校就讀，從
陸軍中央幼年學校畢業之後，於明治 37 年（1904 年）6 月進入陸軍士官學校就
讀，隔年 3 月畢業，畢業時的成績為全校 360 名畢業生中的第 10 名，可見成績
極為優秀。畢業後，東條大將以見習士官的身分被派往近衛步兵第三聯隊，同年
的 4 月 21 日被任命為少尉。雖然當初補任的職務是近衛步兵第三聯隊補充隊附，
但是在日俄戰爭時，東條大將以第十五師團步兵第五十九聯隊（宇都宮之聯隊）
小隊長的身分出征。明治 38 年（1905 年）7 月出差至東京，後來便駐屯在鐵嶺，
後來更為了防衛朝鮮而駐屯在黃海道海州進行警戒。明治 40 年（1907 年）以近
衛步兵第三聯隊附的身分回到原部隊，同年 12 月 21 日，升任陸軍步兵中尉。
明治 42 年（1909 年）4 月 11 日，與當時就讀日本女子大學國文科的伊藤勝子結
婚，明治 44 年（1911 年），長男英隆誕生。
大正元年（1912 年），東條中尉進入陸軍大學就讀。大正 3 年（1914 年），二男
輝雄誕生。大正 4 年（1915 年）3 月升任步兵大尉（上尉），並補任為近衛步兵
第三聯隊中隊長。同年 12 月自陸軍大學畢業，官拜陸軍省副官。據說東條大將
在陸軍省任職時，那認真、有條理的個性讓周圍的人們留下了適合擔任軍職的印
象。大正 7 年（1918 年），長女東條光枝（結婚後改名為杉山光枝）誕生。
因為在陸軍省任職期間的表現良好，在大正 8 年（1919 年）7 月 25 日被下令派
駐德國。東條大尉經由瑞士的蘇黎世、奧地利的維也納抵達德國，並在翌年 8
月於萊比錫晉升為陸軍步兵少佐（少校）
。同年 10 月 27 日，於德國南部名為（Baden

─Baden）的渡假勝地與正在歐洲出拆得岡村寧次少佐、駐瑞士公使館武官永田
鐵山少佐及駐俄國大使館武官小（火田）敏四郎少佐舉行後來被稱為「Baden─
Baden 會談」的會談。據說在這場會談中，四人訂立了關於「解消派閥、刷新人
事、軍制改革、總動員態勢」之密約。（但是有一種說法指出這些密約的內容，
是後來岡村少佐在日記中捏造的。）
東條少佐從這時候開始就非常討厭軍方內部的派閥。這是因為他心中有著「天皇
陛下的軍隊之中不能存在著派閥，這是私兵的思想」這種堅定的信念。東條少佐
非常贊成永田鐵山少佐（後來的陸軍省軍務局長）陸軍改革構想，並且非常尊敬
永田少佐。而這兩個人的交情後來也持續了很久。
（二）歸朝至聯隊長勤務時期
結束駐德國武官的任務，回到日本之後的大正 11 年（1922 年）11 月，東條少佐
成為陸軍大學兵學教官。翌年 10 月被任命為參謀本部部員，並兼任陸軍步兵學
校研究部部員。同年，次女東條滿喜枝（原與近衛師團參謀古賀秀正陸軍少佐結
婚，古賀少佐自殺後再婚，改名為田村滿喜枝）誕生。大正 13 年（1924 年）升
任陸軍步兵中佐（中校）。翌年的大正 14 年（1925 年），三男東條敏夫（通稱為
「俊夫」
，以陸軍士官學校第 59 屆學生的身分就讀陸軍士官學校時戰爭結束。戰
後在民間公司任職後加入航空自衛隊，退役時為空將補）誕生。大正 15 年（1926
年）3 月 23 日，官拜陸軍省軍務局軍事課高級課員，七天後被下令兼任陸軍大
學兵學教官。
昭和 3 年（1928 年）3 月 8 日，與東條中佐關係匪淺的永田鐵山大佐（上校，當
時），將東條中佐視為自己的繼任者，讓東條中佐擔任陸軍省整備局動員課長。
據說東條中佐在擔任課長時，徹底發揮自己認真的個性，徹底的深入研究永田前
課長所規劃的國家總動員體制構想。同年 8 月晉升為陸軍步兵大佐。
翌年的昭和 4 年（1929 年）8 月，東條大佐被任命為步兵第一聯隊長。對陸軍軍
官來說，被任命為駐屯帝都東京之頭號聯隊的聯隊長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而
事實上只有真正有能力的人，才會被任命為這個聯隊的聯隊長。順帶一提的是步
兵第一聯隊的所在地在戰後由美軍接收之後，成為防衛廳的所在地，雖然後來使
用了數十年，但是在防衛廳轉移到市谷時，所有的建築物都被拆除，目前預定要
在原址建立高樓大廈。不過當地的營門與步哨哨所則是被轉移到市谷繼續保存。
擔任步兵第一聯隊長的東條大佐，留下了許多著名的事蹟。例如東條聯隊長完全
記得麾下所有官兵名字、年齡、出身地、成績等事情，據說當有官兵在私下交談
時，東條聯隊長會直接指名道姓的訓誡該名官兵。另外，對聯隊栄養攝取狀況非

常關心的東條聯隊長，據說每天晚上都會偷偷檢查垃圾桶，當他知道官兵們沒有
把食物吃完，並且偷偷丟掉時，就會叫炊事班長來直接下令炊事班長「多煮一些
好吃又容易消化的東西」。雖然他可以說是個非常「細心」的聯隊長，但是在官
兵們的眼中，他是個會非常注意自己的聯隊長，因此非常的有人望。而東條大佐
擔任聯隊長的昭和 4 年，三女東條幸枝（結婚後改名鷹森幸枝）也同時誕生。
（三）受到冷遇的時代
昭和 6 年（1931 年）8 月 1 日，東條大佐就任參謀本部總務部編制動員課長，9
月被下令兼任陸軍通信學校研究部部員、陸軍自動車學校研究部部員。雖然東條
大佐這時候成為了參謀本部的編制動員課長，但這時候軍方內部相剋的問題變得
越來越嚴重。雖然東條大佐有著旺盛的尊皇心，但因為他並沒有加入由荒木貞夫
中將（當時）等人所組成之所謂「皇道派」的派閥，因此雖然他在昭和 8 年（1933
年）3 月晉升為陸軍少將，但是卻被調任為參謀本部附，接下東條少將就暫時沒
有在擔任省部間（指陸軍省與參謀本部）的要職。同年 8 月官拜陸軍兵器本廠附
與軍事調查委員，後來在擔任陸軍省軍事調查部長、陸軍士官學校幹事後，昭和
9 年（1934 年）8 月擔任駐屯於福岡縣久留米的第十二師團步兵第二十四旅團長
（下轄大村步兵第四十六聯隊、久留米第四十八聯隊），因此前往九州任職。這
是東條少將第一次到日本國內的其他地方任職。這個在目前為止的經歷中，看起
來非常突兀的這個人事案，其實是有原因的。當時身為「陸軍三長官」之一的教
育總監真崎甚三郎陸軍大將在陸軍內部擁有一股隱然的勢力，他一直想把東條少
將編為預備役，因此讓東條少將調任為爺與自己有密切關係的香月清司陸軍中將
（陸軍士官學校第 14 屆畢業生，後來擔任近衛師團長、第一軍司令官等軍職後，
於昭和 13 年（1938 年）7 月 29 日被編入預備役）擔任師團長的第十二師團麾下
之步兵旅團長，藉此找機會將東條少將編入預備役。
在這段時間內的昭和 7 年（1932 年），四女東條君枝（結婚後改名為君枝‧基爾
巴特遜）誕生。
雖然東條少將是因為要被預備役才被任命為旅團長，但是在師團舉行「旅團對抗
演習」時，因為創下俘虜對手旅團長的「戰果」，因此上級一直找不到藉口將他
編入預備役，想將東條少將排除在陸軍之外的人們一直無法如願。這時候，以旅
團參謀的身分強力福佐東條旅團長的人，就是井本熊男陸軍步兵大尉（陸軍士官
學校第 37 屆畢業生，後來晉升大佐，擔任大臣秘書官、第二總軍作戰課長、陸
上自衛隊幹部學校校長，階級為陸將）。
但是在東條少將成為旅團長整整一年後的昭和 10 年（1935 年）8 月 1 日，東條
少將終於被任命為第十二師團司令官附。雖然並不是所有的例子都一定這樣，但

地方部隊的軍官被任命為「司令部附」的人事案，通常都是被編入預備役之前的
人事案，一般來說接下來的命運都是等待下一次人事異動或是被編入預備役。按
這通常的慣例，在這樣下去，東條少將就要離開陸軍了。
（四）時代所產生的上升氣流
但是再東條少將成為第十二師團司令部附的 11 天後，也就是昭和 10 年（1935
年）8 月 12 日，發生了對與荒木大將並列為「皇道派」之領袖的真崎教育總監
遭到罷免的事情感到憤怒的相澤三郎中佐，在被認為是後世所稱之「統制派」的
領導人─永田鐵山陸軍省軍務局長的辦公室裡，以軍刀斬殺了永田軍務局長事
件。當時還在久留米就讀日吉小學四年級的東條俊夫前空將補，好像還記得父親
東條少將在得知永田軍務局長遭到慘殺時的愕然表情，由此就可以想像出當時東
條少將受到多麼大的打擊。據說東條少將跟永田局長的遺族要了當時永田局長所
穿的那件染血的軍服當作遺物，並且長久以來都被保管在東條家，在東條大將過
世之後，才由東條勝子夫人還給永田局長的遺族。
「統制派」是以永田軍務局長為首的一些以解消軍方內部派閥與改革軍制為目標
之人們的總稱（俗稱），實際上並沒有形成一個派閥。東條英機少將也是其中一
個人，但是這些主張解消派閥的人們，在外人的眼中卻被誤解為像是形成了一個
派閥，這真的一件非常諷刺的事情。
在發生這起事件的翌日就頒佈了人事異動命令，與東條少將從幼年學校時代就是
同學，感情與東條少將都一直很好的後宮淳少將由參謀本部第三部長轉任陸軍省
人事局長。後來在後宮人事局長的努力之下，東條少將免除了被編入預備役的危
機，於昭和 10 年（1935 年）9 月 21 日補任為關東憲兵隊司令兼關東局警務部長。
這次沒有編入預備役，反而轉任關東憲兵隊司令官，對東條少將的人生來說，可
以是個非常大的分歧點。順帶一提的是戰爭終結時的陸軍省人事局長額田坦中
將，在戰後的著書「陸軍省人事局長回憶錄」（芙蓉書房出版）中寫到自己「並
不清楚關於這次人事異動命令的詳細事情。」
東條少將在帝國陸軍史上開始嶄露頭角的時候，可以說是在前往滿州國擔任關東
憲兵隊司令官之後。尤其在昭和 11 年（1936 年）2 月 26 日，東京爆發「226 事
件」時，產生了一股讓立場與起義的青年軍官不同的東條少將等人有機會晉升的
上升氣流。這起事件後來因為天皇陛下親自表明了「朕要親自率領進位師團鎮壓
叛軍。」這樣堅定的意志，因此在四天後，整起事件就宣告落幕。
但是這起事件造成的後續影響非常嚴重，當時的岡田啟介內閣為了負起事件爆發
之責任而總辭，取而代之的是廣田弘毅內閣。但是因為是在戒嚴令發佈的狀況下

組閣，因此在許多對軍方表示善意的人們入閣的同時，將任職陸海軍大臣的人限
制在現役的大將、中將之「陸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度」也隨之付活。這就意味著
基於被認為是「大日本帝國憲法」最大缺陷之「統帥權獨立」之精神，必須要讓
握有陸海軍人事異動權的現役大將、中將入閣才能夠組閣，也意味著軍方將會掌
握足以影響政府命脈的巨大影響力。另外，在陸軍內部中，代替川島義之陸軍大
臣的寺內壽一陸軍大臣也徹底的盡情肅清「皇道派」的整肅人事異動，隸屬於「皇
道派」的軍官，或者是接近皇道派的軍人，都被陸續編入預備役。這也造成了在
之前人事異動中一直吃虧的「統制派」軍人終於有機會伸張勢力。東條少將也在
任職關東憲兵司令官時的昭和 11 年（1936 年）12 月 1 日晉升陸軍中將，更於翌
年的 3 月 1 日補認為關東軍參謀長這個要職。從這時候開始，東條少將就被視為
「統制派」的後繼者。在成為參謀長後，被視為在滿州最有實力者之一的東條英
機中將，與星野直樹國務院總務長官、岸信介產業部次長（戰後擔任內閣總理大
臣）
、松岡洋右滿州鐵道總裁、
（魚占）川義介滿州重工業社長等五人，被稱為實
質上有力量影響滿州國的「二 KI 三 SUKE」
。
昭和 12 年（1937 年）7 月 7 日爆發了「廬溝橋事變」
，使得北支事變隨之爆發（後
來在 9 月 2 日又改稱「支那事變」）
。據說當時擔任關東軍參謀長的東條中將，向
陸軍中央提出「嚴懲南京政府、樹立親日地方政權」的意見。
8 月 15 日，蔣介石發佈「全國總動員令」
，做好進行全面戰爭的準備，因此日本
只好放棄到目前為止一直採取的不擴大方針。在這之前的八月上旬，中國軍派兩
個師進出察哈爾省，又派三個師進出河北、山西省境，甚至還推進到保定附近，
藉此威脅日本的支那駐屯軍（司令官為東條參謀長的前上司─香月中將）側背。
因此參謀本部下令支那駐屯軍進攻南口，關東軍負責進行支援。支那駐屯軍於 8
月 11 日下令獨立混成第十一旅團，以及後來由日本內地感到的第五師團（師團
長為板垣征四郎中將）進攻。關東軍則是派遣由參謀長東條英機中將擔任指揮官
的察哈爾兵團（通稱「東條兵團」，部隊基幹為三個步兵旅團）參加作戰。察哈
爾兵團在 8 月 27 日（東條大將親自書寫的經歷書為 24 日）佔領張家口，9 月 13
日佔領大同，24 日佔領平地泉，10 月 14 日佔領綏遠，17 日佔領包頭。
最近筆者在某個地方看到了一篇批評在察哈爾作戰中，由本來沒有指揮權，而是
身為幕僚的參謀長指揮部隊出擊，是「侵犯統帥權」
、
「將軍隊私有化」之行為的
文章，可以算是這方面專家的筆者要說明一下這一點。各位必須先知道的是幕僚
（參謀）要指揮部隊，在制度上並不是不可能的事情。雖然部隊的指揮權是在岡
部隊的指揮官（這裡所指的就是關東軍司令官）手上，但是當指揮官將指揮權的
一部份以命令的方式委任包含幕僚在內的部下（這裡所指的就是東條參謀長）
時，接受委任的部下就可以在指揮官所委任的範圍內，行使指揮官的權限。從常
識來看，在沒有委任命令的狀況下要指揮、運用龐大的部隊是不可能的。一個沒

有法理權限的人要指揮部隊時，麾下的部隊長理所當然的是不會聽命令的。
（五）就任陸軍次官
第一次近衛文磨內閣在昭和 13 年（1938 年）5 月 30 日所進行的人事改造案中，
板垣征四郎中將以陸軍大臣的身分入閣，這時候不熟悉軍政的板垣啟用東條中將
擔任次官。據說東條中將會擔任陸軍次官，是因為有以下的時代背景。
事情的開端可以回朔到於前一年的昭和 12 年（1937 年）7 月爆發的「支那事變」
。
當初近衛內閣與陸軍中央認為這只是發生在中國大陸各地的零星小衝突，應該可
以輕易的解決，但沒想到事態卻一直在擴大。
近衛首相在昭和 13 年（1938 年）初，發表了「今後不以蔣介石為對手」的聲明。
近衛首相的目的是依賴當時陸軍在北支（華北）與中支（華中）建立的地方政權
之力量，來終結支那事變，但是這個目的並沒有達成，反而使支那事變變得更難
以處理。使得近衛首相也不能不承認自己所提出的政策已經失敗。近衛首相為了
挽回自己造成的失敗，而開始考慮要與蔣介石所領導的國民政府進行和平交涉工
作。這時候近衛首相所想到的政府，就是讓與之前所發佈之聲明有關係的杉山陸
軍大臣辭職，藉此讓國內外對政府的印象變好，因此昭和 13 年（1938 年）5 月
所進行的近衛內閣改造，真正的目的其實是罷免杉山陸軍大臣。
但是杉山陸軍大臣不願意輕易辭職。對這件事情非常煩惱的近衛首相，於是就前
去拜託當時擔任參謀總長的閑院宮殿下負責罷免杉山陸軍大臣。閑院宮殿下接下
了這個委託，杉山陸軍大臣只好百般不願意的辭職了。近衛首相希望能夠讓當時
在北支（華北）擔任第五師團長的板垣征四郎中將來擔任陸軍大臣，但是這個人
事案讓當時的陸軍次官梅津美治郎感到非常緊張。梅津次官是陸軍士官學校第
15 屆畢業生，板垣師團長是陸軍士官學校第 16 屆畢業生，等於是梅津次官的學
弟。讓身為自己學弟的板垣中將擔任大臣，就意味著身為學長的梅津次官必須要
辭去陸軍次官。杉山將軍雖然外表憨厚，但其實是個個性纖細，非常會處世的人，
而梅津次官也是個頭腦靈光的策士。這兩個人都認為近衛首相要讓容易控制的板
垣中將擔任陸軍大臣，就是要隨心所欲的控制陸軍，這時兩個人都想到了當時在
新京擔任關東軍參謀長的東條中將。因為他們認為認真的東條中將，應該可以防
止板垣中將做出脫軌的行為，因此東條中將就被召回陸軍中央擔任陸軍次官，但
實際上是被召回來擔任監視板垣陸軍大臣的「監察官」。而當時近衛首相跟東條
次官並不熟，當時兩人之間還沒有像後來那樣有著隔閡。
東條中將充分的發揮他那高超的行政能力，並且得到「剃刀東條」這個綽號。尤
其當他兼任陸軍航空本部長，計畫充實陸軍航空兵力的時候，是德國在對波蘭發

動「閃電戰」（昭和 14 年（1940 年）9 月）之前，這一點值得一提。
（六）就任內閣總理大臣
東條中將在昭和 15 年（1940）所成立的第二次近衛內閣中，第一次以陸軍大臣
的身分入閣，第三次內閣組成時獲得留任。在這段時間內，近衛內閣推行了締結
三國同盟、進駐中南半島南部等等的政策，並在昭和 16 年（1941 年）1 月，頒
佈在戰後廣受批評的「戰陣訓」
（實際上「戰陣訓」並沒有在軍隊裡與民間普及，
甚至有許多軍人到戰後才知道有這種東西的存在。因此從歷史的觀點來看，戰後
所做出的「戰陣訓」促使軍人與民間人士自殺的批評並不是正確的。）。
當時日美交涉因為在日本從支那撤軍的問題上談不攏，因此陷入膠著，東條陸軍
大臣也拒絕接受這個條件。近衛首相最後只好放棄內閣，於 10 月 16 日宣佈總辭。
東條中將在昭和 16 年（1941 年）10 月 18 日，被任命為內閣總理大臣兼陸軍大
臣兼內務大臣。但是他本人在這之前，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會擔任首相。
當初近衛前首相想要推舉東久邇宮殿下接任首相，東條陸軍大臣也贊成這個提
議。但是當時擔任內大臣的天皇近臣木戶幸一內大臣，不願意讓皇族的人在必要
的時候，必須肩負決定是否開戰的責任，因此反對由東久邇宮殿下組閣（這也是
天皇的意思。）。推舉東條中將擔任內閣總理大臣的人就是木戶內大臣。據說木
戶內大臣的目的是要讓「主戰派」的東條中將立下絕不開戰的約定，讓他盡力進
行美日交涉。木戶內大臣在戰後接受朝日新聞專訪時曾經說過「我認為東條應該
可以壓抑住傾向開戰的陸軍。」，但我們並不能確定他說的是不是實話。天皇陛
下聽到木戶內大臣提案由東條中將組閣的時，據說做出了「也就是說…不入虎
穴，焉得虎子囉？」的回答。不管怎麼說，天皇陛下會下令東條中將組閣，一定
是因為天皇陛下非常信任東條中將。
據說東條中將在昭和 16 年（1941 年）10 月 17 日要前往皇居參見天皇陛下之前，
曾經跟勝子夫人說「今天我大概會被下令革職吧。」這句話。但是前往皇居參見
天皇陛下的東條中將，卻接到了組閣的命令。據說當東條中將聽到這個命令時，
因為非常意外的關係，而在原地發呆了一陣子。當時擔任陸軍省軍務局軍事課
長，待在東條中將身邊的佐藤賢了大佐（上校，當時），留下了從皇居回到陸軍
大臣官邸的東條中將臉部因為緊張而顯得僵硬、蒼白的記錄（參照文藝春秋新
社，昭和 35 年（1960 年）出版之「東條英機與太平洋戰爭」）。這時候天皇陛下
透過木戶內大臣對東條中將頒佈了所謂的「白紙還原御諚」。昭和 16 年（1941
年）9 月 6 日舉行御前會議時，政府（近衛內閣）與大本營在決心與英、美開戰
的狀況下，頒佈了記載準備開戰之等相關內容的「帝國國策遂行要領」，天皇陛

下頒佈「白紙還原御諚」就是希望撤回這個決定，努力的避開走上開戰之露。據
說離開皇居之後的東條中將，在中途前往陸軍省之後，就得知了這件事情。對當
時的軍人來說，天皇陛下是絕對的存在，無論有什麼原因，都不能不遵守天皇陛
下的命令，因此對尊皇心比別人還要強的東條中將來說，這個命令應該讓他覺得
非常重要。因此可以說東條中將是個前所未見的「忠臣」。
隔天的 18 日，東條中將晉升為陸軍大將，並且成為內閣總理大臣兼陸軍大臣兼
內務大臣。東條首相從陸軍大臣時代的「主戰派」轉為「交涉派」，努力的想達
成天皇陛下「日美不開戰」的決心。但是在當時參謀本部戰爭指導班所記載的「大
本營機密戰爭日記」中，可以看到「東條陸軍大臣成為總理之後，促使陛下改變
決心。為什麼採取跟近衛同樣的態度？東條陸軍大臣到底有沒有節操？」等等的
記述，由此可見陸軍中央（海軍也是大同小異）的想法與天皇陛下以及得知天皇
陛下決心的東條首相相違背，努力的促使戰爭爆發。另外，並不是只有軍方促使
戰爭爆發。以戰前所走的路線與現在完全不相同的朝日新聞為首的大報，幾乎每
天都寫一些壯大聲勢的報導，煽動國民的好戰意識。甚至在帝國議會中，更有議
員提出「政府到底在幹嘛？為什麼不早日開戰？」的主張，可見整個國家的想法
與天皇陛下、東條首相相違背，都在期待戰爭的爆發。這些事情、狀況，都已經
被戰後的日本人輕易的忘記了。
（七）大東亞戰爭開戰
昭和 16 年（1941 年）11 月 5 日的御前會議決定對英、美開戰，但是東條首相為
了反應天皇陛下的真正意思，而派遣來栖三郎特使前往美國再次進行交涉。這時
候距離開戰還有一個月，可見東條首相非常努力的想要避免開戰。
但是雖然日方努力的進行交涉，美國的哈爾國務卿卻在同年的 11 月 26 日提出所
謂的「哈爾備忘錄」
。
「哈爾備忘錄」實際上就是對日本的最後通牒，內容對當時
的日本來說，充滿難以接受的苛刻條件。
（美方大致上是提出（1）放棄滿州權益
（2）從支那全面撤軍（3）讓日、德、伊三國同盟流於形式化三個要求。）
當日本政府看到美國這種不認為這是兩個主權國家在進行外交工作的傲慢、無禮
的態度時，連在東條內閣中一直堅決反對開戰的東鄉茂德外務大臣（外交部長）
都認為已經沒有任何希望，日本被迫於昭和 16 年（1941 年）12 月 1 日所舉行的
御前會議中決定開戰。日本可以說是被美國逼迫開戰的。
昭和 16 年（1941 年）12 月 8 日，日本對英、美宣戰，並且開始攻擊夏威夷、馬
來半島、菲律賓等地。在開戰後的半年內，日軍幾乎是連戰連勝。

在國內政治方面，昭和 17 年（1942 年）4 月，眾議院實施翼贊總選舉，確立了
翼贊政治會之後，於同年 6 月將政府設立的六個國民運動團體納入翼贊會的旗
下，8 月更把部落會、町內會、鄰組都納入翼贊會旗下，完成了舉國一致的政治
體制。
但是在昭和 17 年（1942 年）6 月 5 日報發的中途島海戰中，海軍引以為傲的聯
合艦隊失去主力的四艘航空母艦（赤城、加賀、飛龍、蒼龍）、約三百架戰機，
以及多數無可替代的優秀飛行員，使得日軍的海空戰鬥力大幅萎縮，這也使得日
軍在太平洋上全面的轉為守勢。後來因為海軍勉強建立機場而爆發的瓜島攻防戰
也在造成日軍嚴重損害之後以日軍戰敗收場，使得接下來日軍處於節節敗退的局
面。日軍從瓜島撤退之後，大本營設定了「絕對國防圈」。這是一條將日軍絕對
不能再後退的要地在地圖上連結出來的一條全長達一萬三千公里的長大「防衛
線」，劃定的區域為從堪察加半島南部延伸到以塞班島為中心的馬里亞納群島、
加羅林群島、西新幾內亞的黑爾賓克灣、帝汶島、蘇門答臘島、貝加爾灣到緬甸
的廣大區域。
昭和 18 年（1943 年）11 月 1 日，政府設置大東亞省、軍需省、農商務省、運輸
通信省，並且統合、重組官僚機構，還藉由訂立戰時行政特立法來強化行政權。
同年的 11 月 5、6 日，「大東亞會議」在東京舉行。雖然戰後這個會議被批評為
「傀儡政權的集會」，但是從亞洲各國的代表第一次有機會齊聚一堂這一點來
看，就可以發現這個會議非常有歷史意義。因為在之前讓為白人比較優越的世界
中，有色人種舉行國際會議根本是無法想像的事情。11 月 5 日上午十點，各國
代表進入議場，大東亞會議由東條首相的演說拉開序幕。東條首相在演說針對
英、美侵略亞洲的歷史說到「英、美兩國所擁有的征服世界之野心，才是人類的
禍害、世界的禍根」，並且詳細的述說因為英、美兩國對日本採取經濟斷交，想
迫使日本屈服，日本為了自衛與生存，只好被迫與英、美開戰的經緯。東條首相
並且還述說「大東亞各國應該要尊重各個國家的獨立自主，並且確立整體的親和
關係」與「萬邦共榮」的理想。東條首相對亞洲的有色人種能夠團結在一起這件
事情感到很高興，並且將在這個會議中通過的「大東亞宣言」，記載在自己經常
放在軍服口袋裡的「修養錄」中。
據說東條首相看到軍方奪回瓜島失敗，戰局漸漸變得對日本不利，便感到越來越
焦躁。先不論是不是首相本身下達了具體的直接指示，但東條政權開始採取一些
戰後被嘲笑為「憲兵政治」的一些嚴厲政策。可是東條首相本人是很真摯的。據
說首相有時候會親自到市區去視察，並且會去觸摸民眾所晒的衣服，並且說出「還
是木棉的衣服，沒有問題」這一類的話。

（八）統帥權獨立的弊害與兼任參謀總長
昭和 19 年（1944 年）2 月，東條首相強硬的說服了當時的參謀總長杉山大將，
讓自己兼任參謀總長。這是陸軍史上前所未見的舉動，因此遭到重臣與海軍的反
對，甚至連陸軍內部支持東條首相的人都減少了。細川護貞侯爵（近衛前首相的
女婿，細川護熙前首相的父親）等人甚至還憤怒的說出「東條想得到的是至高無
上的地位嗎？」等等的話。但是細川侯爵的見解是完全錯誤的。東條首相會做出
這種遭到周圍的人唾罵的舉動，並不是為了滿足自己的私慾，而是因為想要打贏
大東亞戰爭。據說東條英機這個人物，並不會被私慾或世間的看法限制住自己的
行動，而是一個純粹、個性有條理、認真的人物。如果他不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那麼他就不會做出在當時與戰後，都被批評為「惡行」的這個行動了。
為什麼東條首相要在這個時期兼任參謀總長？這不只要提及東條首相的個性，還
要提及當時行政、統帥機智上的致命缺陷。各位必須先知道當時一般的行政權與
陸海軍的統帥權是兩個完全獨立、不同的東西。帝國陸海軍與現在的自衛隊不
同，是直接隸屬於天皇陛下（大元帥陛下）的軍隊，即使是管理行政（國務）的
內閣總理大臣與陸軍大臣（陸軍大臣只管理人事、預算、制度等「軍政事務」），
在軍令事務（作戰、部隊運用等事務）方面，完全沒有任何指揮權。軍方所進行
的作戰內容自然不在話下，連作戰的結果都不會通知掌管國務的內閣總理大臣與
陸軍大臣。東條前空將補說，據說當時東條首相前往皇居報告自己所管理的事項
時，陛下曾經偷偷的告訴他戰況等統帥相關事項。從當時東條首相兼陸軍大臣的
立場來看，實際的情況就是自己能夠控制的日本軍事事務，就只有陸軍的人事、
預算、制度等「軍政事務」，由大本營陸海軍部所訂立的作戰卻完全沒有權力控
制，更無法控制到海軍的軍政事務。對大本營到目前為止指導戰爭的方式感到失
望的東條首相，認為在這樣下去沒有希望能夠打贏戰爭，因此即使在控制海軍方
面有制度上的困難，但他認為至少應該要認自己掌握陸軍的作戰方面事務，所以
就在甘願受到批評的狀況下，決定兼任參謀總長。但即使東條首相兼任了參謀總
長，還是處於完全無法掌握海軍的狀況下，因此筆者認為戰後將東條首相視為與
希特勒同樣是「獨裁者」的看法，完全是無知、沒有常識的看法。東條首相的權
限不只比不上希特勒，甚至還比不上與日本敵對的美國總統。因此「東條=獨裁
者」這個想法，是戰後在極東國際軍事審判上製造出來（應該說是被捏造出來）
的一種虛構想法。
現在，在東條首相的兒子東條前空將補的手邊，僅留有一本戰時東條大將所記載
的記事本（也就是俗稱的「東條記事本」）。這本記事本的記載期間為昭和 18 年
（1943 年）2 月 23 日至同年 9 月 11 日，其中在 5 月 21 日的記載中，記載了一篇
「關於政府與統帥部的關係」之文章，其中記載著「耗費的心力比組閣時還要
多…」
、
「注視實行政務時，最令我頭痛的一點，有時候甚至還會偷偷感覺到「受

不了了」。」等等的字句。另外，在巢鴨拘留所裡也保管了東條大將留下的大量
資料，其中有一篇名為「關於統帥與國務之關係」的文章。從這篇文章的文句中，
就可以察覺到東條大將在平衡統帥與國務之間的關係花了多少心力。在這篇文章
的最後，還有著「在日本，國防與用兵行為，也就是統帥行為的本體，獨立存在
於制度上之政府統治責任外，並將管理職責交付給統帥機關，因此以外國的觀念
來看，帝國之中存在著兩個政府。」的記載。東條前空將補說「當時擔任總理大
臣與陸軍大臣的家父與現在的總理大臣不一樣，不只是無法掌握統帥權，甚至連
閣員的任免權都沒有。因此我認為家父在與兼任陸海空三軍的最高指揮官，可以
輕易實行政略、戰略的美國總統為敵時，一定覺得力不從心。而我認為家父兼任
參謀總長，就是因為家父認為那是改變當時那種狀況的最佳方法。家父在遺書之
中，雖然只簡單的寫到「最後我要述說一些關於軍事的問題。我國自古以來的統
帥權獨立之思想確實是個錯誤，那種思想無法讓陸海軍有統一的行動。」這些事
情，但我認為統帥權問題應該是家父碰到的一個最棘手的問題。」
（九）倒閣工作與內閣總辭
昭和 19 年（1944 年）6 月 11 日，在經過美軍艦載機的猛烈轟炸之後，美軍開始
登陸塞班島。在經過一場激戰之後，由海軍中部方面太平洋艦隊（司令官為南雲
忠一海軍中將）與第四十三師團（師團長為齋藤義次陸軍中將）等守備隊雖然努
力奮戰，但最後還是不幸玉碎。這就意味著日本之前設定的「絕對國防圈」被攻
破了一角，而且塞班島到日本本土的距離正好在美軍的新型長程轟炸機 B29 的航
程範圍內，因此對美軍來說，空襲日本本土變成了一件輕而易舉的事情。
隨著戰局的惡化，以前支持東條首相的重臣（當時所指的「重臣」主要是形容擔
任過首相職務的人，具體的說就是若槻禮次郎、平沼騏一郎、岡田啟介、近衛文
磨等人）開始批評東條首相，陸海軍內部也形成了反對勢力，當島田海軍大臣在
海軍內部也漸漸孤立時，重臣、海軍、政治家、在野勢力等組成了反東條的協力
體制，並且陸續計畫進行暗殺或政變，甚至還開始進行倒閣工作。據說近衛前首
相正在昭和 19 年（1944 年）4 月左右，曾經對東久邇宮殿下說出「我們應該繼
續讓東條大將繼續掌政。因為目前不管換誰掌政都沒辦法讓戰局好轉，乾脆讓與
希特勒同樣成為世界公敵的東條大將背負所有的責任，直到戰爭結束為止。」這
樣的話。筆者認為這句話就說出了近衛前首相等重臣與其他勢力的人們，想把所
有關於戰爭責任推給東條首相，藉此讓自己脫罪的真心話。目前一般的看法是說
這些人為了不讓天皇陛下在戰爭結束後遭到連累，所以就把所有的責任推給東條
首相，即使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這樣…但這真的是事實嗎？
昭和 19 年（1944 年）7 月 18 日東條大將應外界要求辭去參謀總長職務，後來更
為了負起塞班島失陷的責任，以及因為重臣們的策劃，與強力推舉東條大將擔任

內閣總理大臣的木戶內大臣轉為反東條派之緣故，內閣宣佈在 22 日總辭。東條
大將在同一天被解除一切職務，並且即日編入預備役。當時重臣們打倒東條內閣
的藉口為「促進與同盟國之間的和平」，但是在決定後繼人選的重臣會議忠，卻
很少提到這件事，反而還有許多人提議徹底抗戰。即使推翻的東條內閣，還是找
不到讓國家政策轉變的方法，因此在經過一陣曲折之後，最後決定由當時擔任朝
鮮總督的小磯國昭陸軍大將（預備役）擔任內閣總理大臣。但是據說天皇陛下本
來就不太信任小磯大將與小磯內閣。
（十）天皇陛下的信賴
一般人都認為東條內閣不受歡迎，但是東條內閣能夠執政這麼久，可以說是因為
天皇陛下相當信任東條首相。之前筆者曾經描述過東條大將本來就是個充滿尊皇
心的人物，而且在擔任首相時，都把政務、軍務的要點清楚明瞭的上奏給天皇陛
下，另外東條大將還會誠心誠意的回答陛下的問題。因此對歷代的首相或參謀總
長等人那種流於表面形式，而且不得要領的上奏與回答感到厭煩的陛下，當然就
會對誠實的東條大將抱持好意，並且信賴東條大將。這可能也是造成重臣們會策
劃推翻東條內閣的原因之一。
在關於天皇陛下的信賴部份，東條前空將補有這樣的敘述（僅擷取要點）。
「我們家的家人經常會一起吃晚飯，有時候秘書官們一起前來用餐。雖然家父不
會在家人面前提起公事，但是家父有時候會在吃完飯之後，對秘書官們述說「注
意事項」等等的事情。我最有印象的是家父說過的「各位好像對我經常去拜見天
皇陛下的舉動感到很不可思議，這是因為我有以下的想法。當我去拜見陛下時，
陛下會提出一些問題，當然因為我事前已經做過徹底的研究了，因此可以馬上回
答，但我認為如果陛下還有問題，我就必須再經過徹底的研究、確認之後，再去
回答陛下的問題。我認為不能讓陛下因為我無法配合的關係，使得陛下在心中還
有疑問的狀況下做決定或發佈命令，如果做了這種事情，就跟以前的幕府政治沒
什麼差別。因為我認為「天皇親政」應該要是這個樣子。」這些話，秘書官們跟
跟家父說「我們聽說閣下進宮拜見陛下時，陛下都會「賜座」呢。」，我想陛下
應該是想仔細的聽家父說話吧。」
「當家父辭去參謀總長時，天皇陛下賜予了家父一些嘉勉的話。這些嘉勉的話被
寫在之前所提到的修養錄之中，也就是辭去參謀總長職務時，陛下所賜予之嘉勉
詞（昭和 19 年（1944 年）7 月 20 日上午 10 時 20 分）︰「卿以參謀總長之身分，
在此艱難的戰局之下，協助朕帷幄運籌，長久以來努力於履行職務，今卿將辭去
該職務，朕在此嘉勉卿之努力。目前時局更形重大，望卿更加努力於執行軍務，
以滿足朕對卿之期待。」」

「家父曾經在巢鴨拘留所裡寫過日記。在昭和 22 年（1947 年）2 月 7 日的日記
中記載著「透過穗積律師得知陛下對本人所說的話，本人死而無憾。」。可惜的
是家父並沒有記載陛下所說的話，但是從家父寫著「死而無憾」這句話就可以想
像當時陛下對家父說了多麼優渥的話。這對平常就非常崇敬天皇陛下的家父來
說，一定是非常的滿足，所以家父才會在日記中記載了感謝的話語。」
（十一）編入預備役後
東條前首相被編入預備役之後，據說在世田谷用賀的自宅裡渡過的時間開始變
長，除了去參加重臣會議之外，很少會離開自宅。雖然東條內閣是因為日本想「促
進與同盟國之間的和平」而被推翻的，但是戰爭還是持續下去，人員與物質的損
害持續增加，戰局甚至已經惡化到了不能再惡化的程度。海軍引以為傲的聯合艦
隊因為陸續受到損害，可以說實際上已經消滅，而且因為燃料不足的關係，幾乎
已經沒有能夠行動的艦艇。陸軍雖然還有支那派遣軍等等的部隊存在，但是被稱
為精銳部隊的關東軍部隊因為被陸續轉移到南方戰線使用，使得戰鬥力極度降
低，緬甸方面軍也因為在「印帕爾作戰」中受到嚴重損害而喪失攻擊力，太平洋
方面的各部隊狀況也非常悲慘，而且因為受到海軍的影響，被分散配置在廣大區
域裡的各部隊，都被迫在沒有充足補給的狀況下奮鬥，並且陸續玉碎或遭到擊
潰。雖然在這段時間內，東條大將還是在重臣會議等等場合持續態度強硬的發
言，但這可能是因為他身為陸軍大將，使得他必須做出這樣的發言。而且雖然東
條大將被列為重臣，但實際上幾乎無法參與戰爭指導，因此可以想見東條大將在
看到日本確實的走上戰敗之路時，心情是多麼的複雜。
昭和 20 年（1945 年）8 月 14 日，日本終於接受「波茨坦宣言」，除了北方領土
等一部份區域之外，帝國陸海軍的戰鬥都宣告停止了。
（十二）新的戰場「極東國際軍事審判」
「極東國際軍事審判」是指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以美國為中心的戰勝國在德國的
紐倫堡與日本東京市谷舉行的「國際軍事審判」
（這兩場大審其實都不能稱為「審
判」
，而是戰勝國單方面的假借「審判」的名義進行「國際公開報復」
，因此接下
來在還是會在審判兩個字上加上括號）中，在東京舉行的審判，通稱為「東京大
審」。這場「極東國際軍事審判」是在大東亞戰爭停戰後，為了審理日本戰前、
戰中的 28 名戰爭指導者（結果昭和天皇沒有被列入被告）而召開的。並且在昭
和 21 年（1946 年）4 月 29 日（不知道是不是戰勝國故意搞鬼，居然選在天長節
（天皇誕辰）起訴，這種例子在後面也會出現），根據「波茨坦宣言」第十項的
戰犯處罰規程，由十一個國家聯合起訴戰犯觸犯了被分類在「違反和平罪」
、
「殺

人與通例之戰爭犯罪」
、
「違反人道罪」等三大類內的 55 個項目之罪狀。這個「法
庭」在起訴之後的 5 月 3 日開庭審理，並在 2 年 6 個月後的昭和 23 年（1948 年）
11 月 12 日（從開庭到判決總共花了 924 天）宣判。檢察官由十一個戰勝國各推
派一名代表擔任，最後並選出澳洲的威普檢察官擔任主法官。而這個審判沒有從
瑞士等中立國選出任何一位代表擔任檢察官，就可以看出這個「審判」是多麼的
不公正。國際檢察官團的團長為基南首席檢察官，日本的辯護律師團則是由鵜澤
總明（後來擔任明治大學總長）擔任團長，清瀨一郎擔任副團長。
代表聯合國成為佔領日本之最高負責人（即統治者）來到日本的美國陸軍元帥道
格拉斯‧麥克阿瑟，據說在進駐日本的第一天就以口頭命令的方式，下令 CIC（對
敵諜報部）的索普准將「立刻逮捕東條，並且列出其他 A 級戰犯的名單。」這
條命令雖然是基於「波茨坦宣言」第十項的戰犯處罰規定發佈的，但是據說接到
命令的准將卻不知道該怎麼做。因為在當時的國際法中，所規定的戰爭犯罪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虐待俘虜或非戰鬥人員（現在一部份的美軍對伊拉克人所作的就是
這種事情。）後來由盟國想出來的「違反和平罪」
、
「違反人道罪」等的概念還不
存在。因此准將認定 A 級戰犯的定義就是「可能將戰爭當成自己政治活動道具
的人」，並且立刻下令列出戰犯的名單。當然，當時的資料缺乏，所以只好參考
開戰時的人事調查錄，所以這張名單可以說是相當模菱兩可的東西。小泉親彥前
厚生大臣（陸軍軍醫中將）與橋田邦彥前文部大臣（生理學家）等可能都不會遭
到起訴的人，都名列在「A 級戰犯」之中，導致某些自殺身亡。害怕發生連鎖反
應的 GHQ，以後就改採取先知會日本方面，請當事人前來報到再進行拘留的方
式。
但是一開始就被逮捕的東條大將並不是這樣。昭和 20 年（1945 年）9 月 11 日，
被佔領軍視為戰犯嫌疑犯，並且被指定為「A 級戰犯」的東條大將，位於東京世
田谷的自宅突然在毫無預警的狀況下，被大約 CIC 隊員與 MP 包圍。雖然東條大
將讓美軍士兵在外面等待，並且趁隙用手槍自殺，但是子彈稍微偏離了要害，使
得東條大將並沒有自殺身亡。
在前一天，東條大將被當時的陸軍大臣下村定大將召見。下村陸軍大臣從自己的
部下陸軍省高級副官美山要藏大佐（陸軍士官學校地 35 屆畢業生）口中得知當
東條大將被指名為戰犯時，變決心要自殺，因此接受了美山大佐的建議，打算說
服東條大將打消自殺的念頭。兩人在大臣辦公室裡談了約兩個小時，但是因為東
條大將的決心堅定，美山大佐打算改天請下村陸軍大臣親自說服東條大將。但是
因為下村陸軍大臣太過忙碌，使得說服東條大將的機會就這樣流失，而東條大將
也突然遭到美軍逮捕。
當時政府強烈認為即使犧牲某人，也必須要派人前往「法庭」，主張大東亞戰爭

是為了自衛與道義發動的戰爭。而從客觀的角度來看，也可以發現東條大將就是
最適合做這件事情的人。但是在 9 月 11 日，東條大將企圖自殺。雖然東條大將
在 9 月 10 日所寫的遺書從現場被扣押之後，就這樣失蹤了，但是複印的原稿後
來在美國國立公文書館被發現，並且於平成 10 年（1998 年）12 月對媒體公佈這
份文書。東條大將在遺書之中，寫著「大東亞戰爭到了今日，結果卻變得如此不
祥」
、
「本人身為開戰當時的當權者，深感其責任重大，因此決定以死謝罪」
、
「本
人相信將來的歷史將會決定帝國所做的是正確的行為，而不是由戰勝國的審判來
決定一切。本人堅決拒絕接受將本人引渡給敵方的要求」等字句，可見東條大將
自殺的決心非常堅定。當時東條大將「自殺未遂事件」引起廣泛討論，眾人認為
這是武人不該有的失態，因此紛紛譴責東條大將，甚至整個國家還興起了把戰敗
的責任推給東條大將一個人承擔的風潮。
從昭和 21 年（1946 年）春天開始出庭接受「審判」的東條大將，像是已經放下
心中石頭般的平靜。但是東條大將已經非常了解這個由戰勝國舉行的「審判」之
本質，打從一開始就抱著背叛死刑的決心與檢察官們戰瞪。而他到最後都一直沒
有申請傳喚任何一個能夠讓情況變得對自己有利的證人。
基南首席檢察官，在開庭之前說「東京大審是為了將世界從破滅之中解救出來而
舉行的文明鬥爭。」可以看出這時候檢方的主張是非常抽象、曖昧且模糊的，相
對的，辯方提出從法律與歷史的觀點，都提出光明正大的正確論點反駁說將戰爭
犯罪擅自擴大成「違法和平罪」或「違反人道罪」的概念，在國際法上還沒有確
立，而且「日本本來就沒有侵略的意圖，從滿州事變（918 事變）到大東亞戰爭
為止的戰爭，全部都是為了自衛而發動的戰爭」，因此與檢方的對立非常激烈。
布魯愛德辯方證人花了兩天宣讀的東條大將之宣誓供述書，是以分成 156 個項目
的方式，按照史實，毫不隱藏的寫出從他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陸軍大臣時代到日
美交涉、就任首相與決定開戰的經緯、緬甸與菲律賓之獨立、大東亞會議的召開
與接下來的發展等等的事情。當然當時可能對內外的情勢判斷有誤，但如果真的
非常了解當時日本所處的立場，就可以發現那都是正確的供述。
後來東條大將在大部分的法官都開始極度偏向的狀況中，堂堂正正的與基南首席
檢察官等人展開戰鬥。除了沒有辦法拿到旁聽券的公審之外，幾乎旁聽了兩年半
之中所有公審的富士信夫前海軍少佐（少校），在著書「我所看到的東京大審」
（講談社學術文庫）中，提到東條大將與基南主任檢察官的論戰時，記載著「剃
刀東條的氣勢未衰」。
當時以澳洲籍的威普主法官為首的幾位法官，以及英國與蘇聯等國，都要求要追
究天皇陛下的戰爭責任，但是東條大將在與基南首級檢察官的論戰之中，所做的

「責任全在我身上」的證言，對天皇陛下沒有遭到審判具有決定性的效果。
在被當作「A 級戰犯」起訴的 28 人中，除了在審判途中死亡的 2 人（松岡洋右
前外務大臣、永野修身前元帥海軍大將）與因病而免於被起訴的 1 人（大川周明）
之外，25 位被告都被宣判「有罪」（55 個罪狀中有 10 個被認同，從滿州事變到
大東亞戰爭為止的日本之軍事行動被斷定為「侵略戰爭」，許多被告都被認定為
「共同謀議侵略戰爭」
。）
，其中 7 人被判處絞刑（東條英機前首相、板垣征四郎
陸軍大將、土肥原賢二陸軍大將、松井石根陸軍大將、木村兵太郎陸軍大將、武
藤章陸軍中將、廣田弘毅前首相）
，16 人被判處無期徒刑，1 人判處 20 年有期徒
刑，1 人被判處 7 年有期徒刑。
雖然判決是以多數表決的方式決定的，但是有五位法官的意見與其他法官不同。
威普主法官在判決書中寫到「不管是哪一位日本被告，都不應該因為謀議遂行侵
略戰爭、計畫與準備這場戰爭、發動這場戰爭或遂行戰爭而被宣判死刑」，法國
籍的貝魯納魯法官則說「既然天皇不需要負起責任，怎麼能夠審判其他身為共犯
的被告？」
。印度急得帕魯法官更主張日本「無罪」
，並且譴責美國使用原子彈。
宣判之後，辯方對同盟國軍最高司令官麥克阿瑟提出再上訴的申請，但是卻遭到
駁回，後來辯方立刻對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提出訴願，但也遭到駁回。
死刑在昭和 23 年（1948 年）12 月 23 日，也就是皇太子殿下（現在的今上天皇）
誕辰日執行。東條大將享年 64 歲，辭世的詩句為「即使逝去，也需再回到這個
土地為國家效勞」。當時執行「死刑」的地方位於目前的東池袋中央公園內，該
地建有一個慰靈碑。
當初本來預定要對沒有被起訴的「A 級戰犯」嫌疑犯進行第二次起訴，但因為美
蘇冷戰激化而沒有進行。被當成戰犯收監，到最後（昭和 23 年（1948 年）12 月
24 日）都一直沒有被判決的就是後來成為內閣總理大臣，並且進行日美安保條
約改訂（60 年安保）的岸信介、在發生了洛克希德事件之後，在病床上遭到審
問的兒玉譽士夫與笹川良一、後藤文夫、天羽英二、須磨彌吉郎等 17 人（其中
岸信介與兒玉譽士夫已經預定要被當成第二批 A 級戰犯起訴）
。另外被命令到案
說明的「A 級戰犯」嫌疑犯高達 100 人以上（杉山元前第一總軍司令官、小泉親
彥前厚生大臣、近衛文磨前首相等人拒絕到案說明，並自殺身亡）。
另外，在「極東國際軍事審判」中，18 名被判處有期徒刑與無期徒刑的「A 級
戰犯」除了於獄中並死的梅津美治郎、白鳥敏夫、東鄉茂德、小磯國昭 4 人之外，
後來都陸續被假釋出獄，並且在昭和 33 年（1958 年）4 月，由聯合國通知免除
刑責。結果他們在昭和 23 年（1948 年）11 月被判處「無期、有期徒刑」之後，

還沒有經過十年就出獄了。有的人被判處絞刑，有的人卻提早釋放，可見同盟國
多麼缺乏一貫性，做法也非常隨便。
後來，包含以「A 級戰犯」的身分被判處「絞刑」的東條大將等 7 人在內的 14
人，從昭和 53 年（1978 年）10 月開始，便以「昭和受難者」的身分合祀在靖國
神社內。另外，可能有許多人不知道在國內法之中，並沒有將東條大將等被判處
「絞刑」的 7 人定義為「刑死」，而是被定義為「因公殉職」，昭和 26 年（1951
年）以後，遺族便依照國內法的規定可以領取遺族年金，或者是被列為恩給的支
給對象。而被判處 7 年有期徒刑的重光葵前外務大臣，戰後成為鳩山內閣的副總
理兼外務大臣。另外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賀屋興宣前大藏大臣，則是擔任了池田內
閣的法務大臣。從這一點也可以發現當時在「極東國際軍事審判」中，日本政府
並沒有任何權威與正當性，也沒有獲得完全的正式承認。
（十三）結語
東條大將在「極東國際軍事審判」的宣誓供述書中，以以下的文章結尾。筆者認
為這些文章已經被全部找出來了，所以最後想做個介紹。
「從國際法觀點來看到底是不是正當之戰爭的問題，以及戰爭的責任該如何釐清
的問題，是兩個明顯不同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該國家與外國之間的問題，而且
也是法律性質的問題。我到最後都要主張這場戰爭是一場自衛戰，而且是一場沒
有違反現今國際法的戰爭。我從來沒有想過我國會因為發動這場戰爭而被視為國
際犯罪，且遭到戰勝國的審判，也沒有想過戰敗國的合法官員會被當成國際法上
的個別之犯人，更沒有想過會因為違法條約而遭到糾彈。第二個問題，也就是戰
敗的責任，這個責任是在當時擔任總理大臣的本人身上。這意味著我不只願意承
擔任何責任，也意味著我希望能夠將這個責任一肩扛起。」
（筆‧大日本帝國陸海軍史料館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