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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展品名稱 典藏編號 展覽期間

1
茶經 三卷
明弘治十四年華珵刊遞修百川學海之一

故善008211 110/03/20-06/20

2
茶錄 一卷
明刊本

故觀008075 110/06/22-09/26

3
茶錄 一卷
明弘治十四年華珵刊遞修百川學海之一

故善008200 110/09/28-12/26

4
茶具圖贊 一卷
明正德六年沈津刊欣賞編之一

平圖009750
110/12/28-
111/03/27

5 明文伯仁品茶圖　軸 故畫002209 110/03/20-6/20

6 宋錢選畫盧仝烹茶圖　軸 故畫000130 110/06/22-09/26

7 明沈周汲泉煮茗圖　軸 故畫002148 110/09/28-12/26

8 明居節品茶圖　軸 故畫000547
110/12/28-
111/03/27

9 石灣窯　陸羽像 全期

10
唐 驪山石單柄壺
蔡錦雲女士捐贈

南贈雜000001 全期

11 唐 長沙窯 綠釉單柄壺 購瓷000065 全期

12 晚唐－五代 邢窯 白瓷茶瓶 中瓷004017 全期

13 唐 邢窯 白釉璧型足茶碗 購瓷000002 全期

14 北宋－金 定窯 牙白劃花敞口茶盞 故瓷015041 全期

15 南宋 龍泉窯 青瓷敞口茶盞 故瓷009837 全期

16 南宋 官窯 青瓷葵口茶盞 故瓷017141 全期

17 宋 耀州窯 青瓷印花菊花紋茶盞 一對
故瓷013974
故瓷008726

全期

18
南宋 建窯 醬釉兔毫紋茶盞
廖寶秀女士捐贈

南贈瓷000001 全期

19
南宋 茶洋窯 醬釉茶盞
游瑞楠先生捐贈

南普贈000006 全期

20
南宋 福建 黑釉茶盞
廖寶秀女士捐贈

南贈瓷000002 全期

21 南宋 哥窯 灰青葵口茶碗 故瓷015875 全期

22 南宋 吉州窯 黑釉木葉紋茶盞 故瓷013950 全期

23 北宋 定窯 牙白劃花回紋茶托 故瓷005133 全期

24 明 永樂 甜白暗花葵花式茶鍾 故瓷017643 全期

東亞茶文化展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S202展廳

展覽期間：110/03/20〜

中國茶文化—唐風宋韻

中國茶文化—明人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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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明 永樂 甜白暗花雙龍紋茶鍾 故瓷017641 全期

26 明 永樂 青花蓮瓣紋蓮子茶鍾 故瓷013707 全期

27 明 宣德 甜白暗花蓮瓣紋蓮子茶鍾 故瓷006010 全期

28 明 宣德 青花蓮瓣紋蓮子茶鍾 故瓷006012 全期

29 明 宣德 青花松竹梅高足茶鍾 故瓷003923 全期

30 明 永樂 甜白半脫高足茶鍾 故瓷017823 全期

31 明 永樂 青花折枝靈芝紋菱花式茶鍾 故瓷011824 全期

32  明 永樂 甜白暗花折枝靈芝紋菱花式茶鍾 故瓷003350 全期

33 明 成化 青花紅彩花卉茶鍾 一對
故瓷017966
故瓷017967

全期

34 明  嘉靖 霽青茶鍾 故瓷017837 全期

35 明  嘉靖二十六年 白瓷暗龍花茶鍾 故瓷009287 全期

36 明 嘉靖 青花雲龍紋茶鍾 故瓷016268 全期

37 明  嘉靖 青花高士圖茶鍾 故瓷016265 全期

38 明 嘉靖 甜白八方茶鍾 故瓷005042 全期

39 明 宣德 青花轉枝海棠紋茶葉罐 故瓷014346 全期

40 明  萬曆 青花高士圖六稜提梁茶壺 故瓷017806 全期

41 明 萬曆 青花白地玲壠銀裡茶鍾 故瓷009170 全期

42 清  康熙  青花年年豐登茶鍾 一對
故瓷016237
故瓷016238

全期

43 清初 青花赤壁賦茶鍾 一對
故瓷002713
故瓷002714

全期

44 明  德化窯  瑩白扁圓茶壺 故瓷015656 全期

45 明 萬曆 五彩雲龍紋茶葉罐 故瓷005954 全期

46 明 嘉靖 青花雲龍紋梨形壺 故瓷000046 全期

47 明 嘉靖 霽青茶鍾 故瓷005040 全期

48 明 萬曆 甜白八方茶鍾 故瓷013188 全期

49 明 隆慶 青花雲龍紋提梁壺 故瓷017843 全期

50
越南黎朝 白瓷印花菊花鳥紋茶鍾
附凸緣玉璧茶托

故瓷017727
故瓷017727-N1

全期

51
明 宣德 寶石紅茶鍾
附凸緣玉璧茶托

故瓷017759
故瓷017759-N1

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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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明 宣德 青花轉枝海棠紋茶葉罐 故瓷010939 全期

53 明 德化窯 瑩白蟠螭把壺 故瓷009586 全期

54 明 萬曆 嬌黃撇口茶碗 故瓷013186 全期

55 清 雍正 青花嬰戲圖茶壺 中瓷003350 全期

56 清 雍正 胭脂紅白裡暗龍紋茶圓 中瓷005505 全期

57 清 雍正 松石綠茶盃 故瓷002911 全期

58 清 康熙 冬青暗耳茶葉蓋罐 中瓷001287 全期

59 清 康熙 青花山水人物六方茶葉罐 中瓷005496 全期

60 清 青花瓜瓞綿綿蓋罐 一對
故瓷018386
故瓷018387

全期

61 清 康熙 五彩龍鳳紋茶葉罐 中瓷001526 全期

62 清 雍正  青花夔龍紋茶葉罐 中瓷000217 全期

63 清 康熙 磁胎畫琺瑯彩五色西番花紅地茶碗  一對
故瓷011367
故瓷011368

全期

64 清 雍正窯 茶葉末茶壺 中瓷005112 全期

65 清 雍正 鬥彩翠竹茶鍾 故瓷014190 全期

66 清 雍正 瑪瑙茶鍾 故雜000321 全期

67 清 雍正 瑪瑙茶盃 故雜000313 全期

68 清 雍正 瑪瑙茶盤 故雜000324 全期

69 清 白玉茶鍾一對
故玉001666
故玉001667

全期

70 清 白玉方壼 故玉000972 全期

71 清 乾隆 洋彩番蓮紋藍地方壺 中瓷003318 全期

72 清 乾隆 青花御製詩三清詩茶碗 一對
故瓷017594
故瓷017596

全期

73 清 乾隆七年 洋彩錦上添花紅地茶鍾 一對
故瓷017270
故瓷017271

全期

74 清 乾隆六年  洋彩番蓮紋紅地茶壺 故瓷017183 全期

75 清 青玉雕八仙茶壺 故玉000584 全期

76 清 乾隆 御製詩白玉茶碗 故玉001677 全期

77 蒙兀兒帝國 白玉雕花茶盤 故玉002755 全期

78 清 乾隆 描紅荷露烹茶詩茶壺 中瓷002976 全期

中國茶文化—清代品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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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清 乾隆 描紅荷露烹茶詩茶碗 一對
中瓷000245
中瓷000246

全期

80 清 雍正 冬青釉茶葉罐 中瓷000725 全期

81 清 雍正 琺瑯彩節節雙喜茶壺 故瓷017752 全期

82 清  雍正  琺瑯彩墨竹白地茶鍾 故瓷008767 全期

83 清 乾隆 琺瑯彩仕女四藝圖茶壺 故瓷017601 全期

84 清 乾隆 琺瑯彩紅地開光四季花卉茶鍾 故瓷017027 全期

85 清 乾隆 鬥彩白地綠龍蓋罐 中瓷004469 全期

86 清 嘉慶 描金萬福連連紅地茶葉罐 故瓷008209 全期

87 清 嘉慶 洋彩番蓮紋白地茶鍾 故瓷014749 全期

88 清 嘉慶 洋彩萬福長壽紅地茶鍾 故瓷014747 全期

89 清 嘉慶 洋彩開光御製詩文綠地茶壺 故瓷015352 全期

90 清 嘉慶 洋彩御製詩文海棠式綠地茶盤 故瓷012502 全期

91 清 嘉慶 翠玉蓋碗 故玉002138 全期

92 清 嘉慶 翠玉碗帶銀鍍金托蓋 故玉002805 全期

93 清 道光 洋彩紫藤花鳥紋藍地蓋碗 故瓷008322 全期

94 清 同治 洋彩萬壽無疆花蝶蓋碗 故瓷004667 全期

95 清 乾隆 金胎掐絲琺瑯多穆壺 中琺001457 全期

96 清 仿木紋金裡淺腹碗 故瓷004245 全期

97 清 乾隆 瓷仿拉古里木多穆壺 中瓷005262 全期

98 清 乾隆 瓷仿拉古里木紋茶碗 故瓷004207 全期

99 清 翠玉奶茶碗 故玉000968 全期

100 清 乾隆 霽青瓷僧帽壺 故瓷009925 全期

101 清 銀鍍金裡纍絲奶茶碗 中琺001476 全期

102 清 銀絲編長方形嵌螺鈿茶盤 中雜000085 全期

103 清 乾隆 金胎西洋掐絲琺瑯奶茶罐 中琺001114 全期

104 清 金嵌寶石大蓋罐 中雜000047 全期

105 清 銀貼鏤金龍紋把壺 一對
中雜000098
中雜000099

全期

蒙藏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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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日本 室町時代 牡丹花肖柏 和歌 軸 南購書000006 110/03/20-06/20

107 日本 江戶時代 田中訥言 舞猿圖 軸 南購畫000104 110/06/22-09/26

108 日本 江戶時代 渡邊始興 秋景富嶽圖 軸 南購畫000103 110/09/28-12/26

109 日本 江戶時代 狩野探幽 二十四孝圖 軸 南購畫000102
110/12/28-
111/03/27

110 日本 桃山時代 備前窯花瓶 南購瓷000113 全期

111 泰國  阿瑜陀耶王朝 宋胡錄鐵繪香盒 南購瓷000106 全期

112 日本 桃山—江戶時代 和歌紋海棠形鐵茶釜 南購銅000029 全期

113 日本 桃山時代 備前窯 火襷紋水罐 南購瓷000136 全期

114 日本 桃山時代 美濃窯 志野龜甲紋茶碗 銘「春錦」 南購瓷000141 全期

115 日本 桃山時代 信樂窯 一重口水罐 南購瓷000135 全期

116 元 茶洋窯 醬釉茶盞 南購瓷000109 全期

117 日本 桃山時代 竹茶杓 千利休作 南購雕000013 110/03/20-09/26

118 日本 江戶時代 竹茶杓 千宗旦作 南購雕000014
110/09/28-
111/03/27

119 荷蘭 青花蓋置 南購瓷000117 全期

120 日本 桃山時代 美濃窯 織部龜甲紋方形香盒 南購瓷000132 全期

121 日本 桃山時代 美濃窯 志野卷草紋香盒 南購瓷000133 全期

122 明 田坑窯 素三彩鴨形香盒 南購瓷000134 全期

123 日本 桃山時代 瀨戶窯 驢蹄口茶末罐 南購瓷000138 110/03/20-09/26

124 清 如意紋漆方盤 南購漆000049 110/03/20-09/26

125 日本 江戶時代  瀨戶窯 澀紙手茶末罐 銘「老子」 南購瓷000139
110/09/28-
111/03/27

126 日本 江戶時代 黑釉茶碗 銘「寒山」 樂家三代道入作 南購瓷000111 全期

127 日本 江戶時代 曆書紋茶碗 仁阿彌道八作 南購瓷000142 全期

128 日本 江戸時代 乾山款鐵繪蔓草紋茶碗 南購瓷000118 全期

129 明 景德鎮窯 青花羅漢圖提梁方盤 南購瓷000143 全期

130 東南亞或中國 十五至十六世紀 響銅水盂 南購銅000032 全期

131 日本 江戶時代 平戶窯 青瓷太鼓形水罐 南購瓷000137 全期

日本茶文化—和敬清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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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日本 江戶時代 乳丁紋鐵茶釜 南購銅000030 全期

133 日本 江戶時代 三足銅風爐 南購銅000031 全期

134 青花蘭石詩文圖方瓶 南購瓷000161 全期

135 青花清風明月巾筒 南購瓷000159 全期

136 木方香盒 南購雜000022
110/03/20-
111/03/27

137 青花魁星梅圖方缽 南購瓷000153 全期

138 青花前赤壁圖方茶葉罐 南購瓷000154 全期

139 青花後赤壁圖方茶葉罐 南購瓷000155 全期

140 桐茶則「疏瀹滌心源」 南購雜000023
110/03/20-
111/03/27

141 青花魚藻詩文圖方水注 南購瓷000158 全期

142 青花竹詩文圖茶壺 南購瓷000156 全期

143 青花苔石詩文圖茶壺 南購瓷000157 全期

144 青花金蓮御燭圖煎茶碗（五件）
南購瓷000146-
150

全期

145 五清圖圓錫茶托（五件） 南購銅000033-37 全期

146 白陶單柄壺 南購瓷000163 全期

147 白陶竹文圖風爐 南購瓷000160 全期

148 鏤雕卍字八角彩瓷爐座 南購瓷000152 全期

149 水墨圖八角木炭盆 南購雜000016
110/03/20-
111/03/27

150 蝶圖竹爐團扇 南購扇000002
110/03/20-
111/03/27

151 「天子須嘗陽羨茶」桐器局 南購雜000015
110/03/20-
111/03/27

152 茶葉貿易圖 a.茶葉下山 南購畫000099 110/03/20-06/20

153 茶葉貿易圖 b.船運 南購畫000099 110/06/22-09/26

154 茶葉貿易圖 c.開包裝萎凋 南購畫000099 110/09/28-12/26

155 茶葉貿易圖 d.烘乾 南購畫000099
110/12/28-
111/03/27

156 白泥風爐 研14(研究品) 全期

清末民初 工夫茶器一組

日本茶文化—和敬清寂
日本　大正時代　煎茶器組　富岡鐵齋畫

臺灣工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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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白泥單柄壺 研13(研究品) 全期

158 宜興窯朱泥壺 魏志榮先生捐贈 南普贈000010 全期

159
青花花卉紋茶杯一組四件
魏志榮先生捐贈

南普贈
000011-000014

全期

160 萊菔紋茶盤 研4(研究品) 全期

161
清 道光  孟臣款紫砂壺
程國忠先生捐贈

贈瓷000512 全期

162
清 花卉款梨形紫砂壺
Mr. Sten Sjostrand 捐贈

贈瓷000537 全期

163 清末民初 錫茶葉罐 一對
南購銅000024
南購銅000025

全期

164
清末民初 「是禮」款紅磚茶櫃
魏志榮先生捐贈

南普贈000009 全期


	文物清單(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