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足利义尚像 室町时代 15至16世纪 京都・天龙寺

107 ◉ 雪中归牧图 李迪作 南宋 12至13世纪 奈良・大和文华馆

17 108 ◎ 尉面 室町时代 1430年 奈良・天河神社

109 ◎ 尉面 室町时代 1490年 奈良・天河神社

110-1◎ 红地蜀江纹黄缎狩衣 室町时代 16世纪 山形・黑川能上座

110-2◎ 白地草花海浪纹小袖 室町时代 16世纪 山形・黑川能上座

111 ◎ 蓝红纹纱地太极图印金狩衣 室町时代 16世纪 山形・黑川能下座

第四章  战国时代的将军们——流浪的将军和室町幕府的消亡
112 ◎ 足利义材（义稙）御内书 室町时代 1493年 福冈・立花家史料馆

113 ◎ 足利义澄愿文 足利义澄作 室町时代 1502年 京都・石清水八幡宫

114 足利义晴像草稿（出自土佐派绘画资料）土佐光茂作 室町时代 (1)1550年 
(2)16世纪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 
艺术资料馆

19 115 ◎ 桑实寺缘起画卷 土佐光茂作 室町时代 1532年 滋贺・桑实寺

20 116 ◎ 洛中洛外图屏风（历博甲本） 室町时代 16世纪 千叶・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21 117 ◎ 洛中洛外图屏风（历博乙本） 安土桃山时代 16世纪 千叶・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118 ◎ 足利义辉像
土佐光吉作，
策彦周良题赞

安土桃山时代赞 1577年 千叶・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119 足利义辉像 室町至安土桃山时代 16世纪 京都・光源院

120 足利义辉像草稿（出自土佐派绘画资料）土佐光吉作 室町时代 (1)1567年 
(2)16世纪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 
艺术资料馆

121 四字“龙虎梅竹” 传足利义辉作 室町时代 16世纪 个人收藏品

122 ◎ 足利义辉御内书 室町时代 1560年左右 福冈・
立花家史料馆

123 ◉ 足利义辉御内书 室町时代 1565年 山形・
米泽市上杉博物馆

124 ◉ 足利义藤（义辉）御内书 室町时代 1550年 山形・
光泽市上杉博物馆

23 125 毛毡鞍覆 室町时代 16世纪 山形・上杉神社

22 126 ◉ 太刀　铭　长光（名物 大般若长光） 长光作 镰仓时代 13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

127 ◉ 一乘院觉庆（足利义昭）书信 室町时代 1565年 山形・
光泽市上杉博物馆

128 正亲町天皇宣旨案 室町时代 1568年 宫内厅书陵部 足利义荣足利义昭

129 ◎ 足利义昭御内书 安土桃山时代 1573年 日本国（文化厅保管）

24 130 ◎ 道成寺缘起画卷 卷下 室町时代 16世纪 和歌山・道成寺 展期中将更换展品

131 ◉ 太刀　铭　康次 康次作 镰仓时代 13世纪 岐阜・光博物馆

132 ◎ 上井觉兼日记 卷21 上井觉兼作 安土桃山时代 1585年 东京大学史料编篡所

133 ◎ 足利昌山（义昭）书信 足利昌山（义昭）作 安土桃山时代 1593年 日本国（文化厅保管）

25 134 足利将军坐像 室町至江户时代 15至17世纪 京都・等持院

-1  初代 足利尊氏坐像

-2  第二代 足利义诠坐像 

-3  第三代 足利义满坐像

-4  第四代 足利义持坐像

-5  第六代 足利义教坐像

-6  第七代 足利义胜坐像

-7  第八代 足利义政坐像

-8  第九代 足利义尚坐像

-9  第十代 足利义稙坐像 觉继、觉吉作 室町时代 1543年

-10 第十一代 足利义澄坐像

-11 第十二代 足利义晴坐像

-12 第十三代 足利义辉坐像

-13 第十五代 足利义昭坐像

第一章  南北朝动乱和足利尊氏
语 音 No. ※ 作品名称 作者等 时代 制作年代/世纪 收藏机构 7/13～

8/4
8/6～

8/11
8/12～8/18

8/20～

9/1
1 1 □ 足利尊氏像 南北朝至室町时代 14至15世纪 广岛・净土寺

2 日月图军扇 足利尊氏花押 南北朝时代 14世纪 九州国立博物馆

4 3 ◎
皮革包太刀（号　笹丸）　
太刀　铭□□国则宗（名物　二铭则宗）

则宗作 镰仓时代 13世纪 京都・爱宕神社

4 ◎ 用各种颜色编织的甲胄 室町时代 14至15世纪 奈良・石上神宫

1 5 ◎ 骑马武士像 南北朝时代 14世纪 京都国立博物馆

6 ◎ 足利义诠像 南北朝时代 14世纪 京都・宝筐院

7 ◎ 后醍醐天皇像 南北朝时代 14世纪 神奈川・ 
清净光寺（游行寺）

8 后醍醐天皇像模本 室町时代 1517年 神奈川・ 
清净光寺（游行寺）

9 ◎ 足利高氏（尊氏）书信 镰仓时代 1333年 福冈・立花家史料馆

10 ◎ 后醍醐天皇纶旨 南北朝时代 1336年 熊本大学附属图书馆

11 ◎ 足利尊氏御教书 南北朝时代 1336年 京都・石清水八幡宫

3 12 ◎ 丰浦宫法乐和歌 足利尊氏作 南北朝时代 1337年 山口・忌宫神社

2 13 ◎ 观世音法乐和歌 南北朝时代 1336年 广岛・净土寺

14 ◎ 等持寺绘图 南北朝时代 14世纪 京都・等持院

15 地藏菩萨像 足利尊氏作、自题 南北朝时代 1350年 枥木县立博物馆

5 16 金铜火焰宝珠形舍利容器 南北朝时代 14世纪 广岛・净土寺

17 □ 足利直义佛舍利安置状 足利义直作 南北朝时代 1340年 广岛・净土寺

18 ◎ 梦窗疏石像 无等周位作、自题 南北朝时代 14世纪 京都・妙智院

19 ◎ 梦窗疏石像 东陵永璵题赞 南北朝时代 14世纪 京都・鹿王院

20 梦窗疏石墨迹 梦窗疏石作 南北朝时代 1345年 京都・天龙寺

21 ◉ 宝积经要品
足利尊氏、足利直义、
梦窗疏石作

南北朝时代 1344年 东京・前田育德会

22 ◎
足利尊氏愿经 
实相般若波罗蜜经 中阿含经卷第12

实相：足利尊氏作
中阿：春屋妙葩作

南北朝时代 1354年 滋贺・园城寺
实相般若波罗蜜经

中阿含经卷第12

23
足利尊氏愿经 
妙法圣念处经卷第1

光文作 南北朝时代 1354年 九州国立博物馆

24 ◎ 松尾社法乐和歌 足利尊氏、义诠等作 南北朝时代 1351年 日本国（文化厅保管）

25 ◎ 足利尊氏近习马回众起义契书 南北朝时代 1355年 千叶・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第二章  室町的荣光——义满、义持与唐物庄严
6 26 ◎ 足利义满像 土佐行广作，足利义持题赞 室町时代 1408年 京都・鹿苑寺

6 27 ◎ 足利义满像 传飞鸟井雅缘题赞 室町时代 15世纪 京都・鹿苑寺

语 音 No. ※ 作品名称 作者等 时代 制作年代/世纪 收藏机构 7/13～

8/4
8/6～

8/11
8/12～8/18

8/20～

9/1

2019 年 7月13日（六）— 9月1日（日）

主 办 ：九州国立博物馆／福冈县政府，西日本报社，

TVQ九州广播，西日本电视台
开 放 时 间：

语 音 导 览：

09:30-17:00（16:30后停止进馆） 

每周五、周六开放到20:00（19:30后停止进馆）

550日元／台

展品清单

※ 文化财等级 : ◉＝国宝，◎＝重要文化财，○＝重要美术品，□＝县认定文化财，△＝市认定文化财

展期中将有展品更换。

上卷 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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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螺钿楼阁人物图梅花形食笼、盆 明 15至16世纪 爱知・德川美术馆

68 螺钿楼阁人物棱花形食笼 元 14世纪 九州国立博物馆

69 古铜鸭形香炉 元至明 14至15世纪 爱知・德川美术馆

70 ◎ 唐物肩冲茶末罐 爱称：松屋 福州窑系 南宋至元 13至14世纪 东京・根津美术馆

71 唐物肩冲茶末罐 爱称：松永 明 15至16世纪 福冈市美术馆 
(松永藏品)

72 ◎ 油滴天目 建窑 南宋 12至13世纪 九州国立博物馆

73 ◎ 灰被天目　铭　虹 元至明 14至15世纪 日本国（文化厅保管）

74 禾目天目 建窑 南宋 12至13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

第三章  将军权力的动摇以及走向成熟的文化——义教、义政时代
12 75 ◎ 足利义教像 瑞溪周凤题赞 室町时代 15世纪 爱知・妙兴寺

12 76 足利义教像 景南英文题赞 室町时代 15世纪 东京大学史料编篡所

77 ◎ 满济准后日记　第12册、第18册 满济作 室町时代 第12册1428年、
第18册1430年 京都・醍醐寺 第18册 第12册

78 □ 连歌怀纸 室町时代 1432年 爱知・圆福寺

18 79 ◎ 红线编制肩白铠 室町时代 15世纪 岛根・出云大社

80 ○ 双鸠图 传牧溪作 南宋至元 13至14世纪 个人收藏品

81 ◎ 唐绘手鉴《笔耕园》 东京国立博物馆

-1 山水图(上帖第8图) 传夏珪作 南宋 13世纪

-2 山水图(下帖第1图) 传马远作 明 15至16世纪

82 ◎ 梅花双雀图 南宋 13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

83 ◎ 誉田宗庙缘起画卷 卷下 室町时代 1433年 大阪・誉田八幡宫 展期中将更换展品

84 建内记　卷5、卷7 万里小路时房作 室町时代 1441年 宫内厅书陵部 卷7 卷5

13 85 △ 十念寺缘起画卷 卷上 室町时代
（文字内容为江户时代）

16世纪
（文字内容为18世纪） 京都・十念寺 展期中将更换展品

86 ◎ 莲图 能阿弥作、自题 室町时代 1471年 大阪・正木美术馆

87 ◎ 观瀑图
芸阿弥作，
月翁周镜等三僧题赞

室町时代 1480年 东京・根津美术馆

88 ◎ 传足利义政像 传土佐光信作 室町时代 15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

89 ◉ 足利义政御教书 足利义政作 室町时代 1467年 京都府立京都学・ 
历彩馆

16 90 ◎ 青瓷花口茶碗 爱称：马蝗绊 龙泉窑 南宋 12至13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

91 ◎ 莳绘花白河砚箱 室町时代 15世纪 东京・根津美术馆

92 剔红布袋香合 明 15世纪 爱知・德川美术馆

93 大砚 南北朝时代 14世纪 京都・天龙寺

94 ◎ 木印《德有邻》 室町时代 16世纪 九州国立博物馆

95

高丽版大藏经 
大庄严论经卷第10，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第16

高丽 13世纪刊 京都・建仁寺

96 水月观音图 高丽 14世纪 个人收藏品

97 ◎ 融通念佛缘起画卷 卷下 狩野正信作 室町时代 1465年左右 京都・禅林寺 展期中将更换展品

14 98 ◉ 周茂树爱莲图 狩野正信作 室町时代 15世纪 九州国立博物馆

15 99 ◎ 山水图 狩野正信作 室町时代 15世纪 九州国立博物馆

100 雪景山水图 室町时代 15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

101 ◎ 锦包插鞋 室町时代 15世纪 爱知・热田神宫

102 ◎ 黑漆连根拔除的树根形镜台 室町时代 15世纪 爱知・热田神宫

103 ◎ 莳绘菊龟甲纹冠箱 室町时代 15世纪 爱知・热田神宫

104 ◎ 莳绘格子菊折枝纹手箱 室町时代 15世纪 爱知・热田神宫

105 ◎ 盖柜布（残片）6号、16号 室町时代 15世纪 爱知・热田神宫 6号 16号

28 匾额《等持院》 足利义满作 室町时代 14至15世纪 京都・等持院

29 足利义满书信 足利义满作 南北朝时代 1382年 奈良・大和文华馆

30 ◉ 足利义满佛舍利奉请状 足利义满作 室町时代 1406年 京都府立京都学・ 
历彩馆

31 相国寺旧日的寺院境内出土品 室町时代 14至16世纪 京都・
同志社大学历史资料馆

7 32 北山大塔九轮残片
特别历史遗迹、
特别名胜鹿苑寺（金阁寺）
庭园出土

室町时代 15世纪 京都市考古资料馆

8 33 ◎ 永乐帝诏书 明 1407年 京都・相国寺

8 34 永乐帝诏书 明 1407年 爱知・德川美术馆

35 宋朝僧捧返牒记 室町时代 15世纪 宫内厅书陵部 展期中将更换展品

36 戊子入明记 策彦周良作 室町时代 16世纪临 京都・妙智院

37 ◎ 戗金云龙印盒 明 15世纪 山口・毛利博物馆

38 ◎ 木印“日本国王之印” 室町时代 16世纪 山口・毛利博物馆

39 ◎ 青瓷浮雕牡丹纹香炉 龙泉窑 南宋至元 13至14世纪 枥木・鑁阿寺

40 ◎ 青瓷浮雕牡丹纹花瓶 龙泉窑 南宋至元 13至14世纪 枥木・鑁阿寺

41 ◎ 足利义持像 履中元礼题赞 室町时代 15世纪 京都・慈济院

9 42 ◉ 瓢鲶图
如拙作，
大岳周崇等三十一僧题赞

室町时代 15世纪 京都・退藏院

43 ◎ 三教图
传如拙作，
罕謄、正宗龙统题赞

室町时代 15世纪 京都・两足院

44 ◎ 芭蕉夜雨图 太白真玄等十四名题赞 室町时代 1410年 东京国立博物馆

45 ◉ 水色峦光图
传周文作，
江西龙派等三僧题赞

室町时代 1415年赞 奈良国立博物馆

46 ◎ 布袋图 足利义持作、自题 室町时代 15世纪 福冈市美术馆 
(松永藏品)

47 ○ 寒山图 足利义持作，春作禅兴题赞 室町时代 15世纪 冈山县立美术馆

11 48 ◎ 融通念佛缘起画卷
六角寂济、粟田口隆光、
藤原光国、土佐行广、
永春、藤原行秀作

室町时代 1414年左右 京都・清凉寺
下卷

上卷

49 □ 妙音天像
土佐行广作，
后小松天皇题赞

室町时代 1407年 京都・仁和寺

50 ◎ 三十三观音图 明兆作 室町时代 1412年 京都・东福寺

10 51 君台观左右帐记 室町时代 1560年临 千叶・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10 52 小河御所并东山殿御饰图　上卷 江户时代 17世纪临 爱知・德川美术馆

53 御物御画目录 室町时代 16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

54 ◉ 出山释迦，雪景山水图
中、左幅：梁楷作
右幅：传梁楷作

中、左 :南宋
右 :南宋至元

中、左 :13世纪
右 :13至14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

55 ○ 达摩、政黄牛、郁山主图 传无准师范作、自题 南宋 13世纪 爱知・德川美术馆

56 ◎ 老子图 牧溪作 南宋 13世纪 冈山县立美术馆

57 ◎ 布袋图 传牧溪作,传简翁居敬题赞 南宋至元 13世纪 九州国立博物馆

58 ◉ 夏景山水图 传胡直夫作 南宋 12世纪 山梨・久远寺

59 ◎ 远浦归帆图 牧溪作 南宋 13世纪 京都国立博物馆

60 江天暮雪图 传牧溪作 南宋 13世纪 京都・鹿苑寺

61 ◎ 洞庭秋月图 玉涧作、自题 南宋 13世纪 日本国（文化厅保管）

62 ◎ 三具足 明 15至16世纪 奈良・唐招提寺

63 三具足 江户时代 17世纪 京都・
花道家元池坊总务所

64 雕彩漆蒲公英蜻蛉香合 南宋 13世纪 九州国立博物馆

65 青瓷贯耳花瓶 龙泉窑 南宋 12至13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

66 青瓷贯耳花瓶 龙泉窑 南宋 12至13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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