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

清水
三浦彥太郎（1869～1939） 發明電動製箔機

近代日本最有貢獻的偉人們

明治元年（1868）

澄（1868～1947） 明治憲法學者

加藤SEMU（1869～1956）
創辦金城女學校，盡力於女子教育

賀古殘夢（1869～1940）
電影導演，奠定了日本電影的基礎

木村 榮（1870～1943）

藤岡作太郎（1870～1910） 日本文學家

天文學者，發現Z項，文化勳章獲得者

鈴木大拙（1870～1966）
禪佛教學者，文化勳章獲得者

明治4年（1871）

西田幾多郎（1870～1945） 哲學家，文化勳章獲得者
廢藩置縣，成為金澤縣，翌年成為石川縣
井上友一（1871～1919）
地方行政，東京府知事

山本良吉（1871～1942）
教育家，武藏高校校長

德田秋聲（1871～1943） 小說家
細野燕台（1872～1961） 文人，精通茶道
山崎延吉（1873～1954）

安宅彌吉（1873～1949） 安宅產業的創始者

農業行政者，致力於振興多種農業生產和生產組合公會

野口

遵（1873～1940）

合成化學實業的先驅者

小幡酉吉（1873～1947） 外交官
泉

利用指南

鏡花（1873～1939） 小說家

桐生悠悠（1873～1941） 言論家
日置
藤本吉二（1875～1962）

謙（1873～1946） 鄉土史學的英傑

開館時間

上午9點30分至下午5點
（最後入館時間4點30分止）

休 館 日

本館將於2021年7月起，每週一休館（若逢國定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小倉正恆(1875～1961）

發明米紙、花型彈溜溜

實業家，政治家，盡力於日中交流

林

安繁（1875～1948）

發現越光水稻母株大場坊主

黑川良安（1817～1890）
金澤荷蘭學、醫學之祖

森田柿園（1823～1908） 鄉土史家
津田淳三（1824～1879） 荷蘭醫學醫生
大田美農里（1831～1909） 荷蘭醫學醫生
荷蘭醫學醫生，尾山醫院第一代院長

大屋愷敆（1839～1901） 教育家，地理學

第33代內閣總理大臣

小野慈善院創辦者

小川直子（1840～1919）
教育家，皇室公主專屬工作人員

嵯峨壽安（1840～1898）
首位橫貫西伯利亞的日本人

稻垣義方（1841～1907） 金澤市第一代市長
赤松連城（1841～1919） 真宗本院寺派僧侶
關口

開（1842～1884）

石川舜台（1842～1931） 真宗大谷派僧侶

北陸地區的西洋數學指導者

關澤明清（1843～1897）

長谷川準也（1843～1907）

改良漁具，水產傳習所第一代所長

建築家，城市規劃家

清水

誠（1845～1899）

日本火柴工業的先驅者

橫山隆興（1848～1916）
實業家，經營尾小屋銅山

長尾

藤井

研究高壓化學、氰化合物

免 費

金澤故鄕偉人館

吉田三郎（1889～1962） 雕刻家

高峰讓吉（1854～1922）
化學家，提煉腎上腺素

●しいのき迎賓館

21

信步閒遊巴士
故鄉偉人館

金澤中署●

高橋順太郎（1856～1920）
藥物學者，創制肺炎特效藥Remijin

井口在屋（1856～1923） 發明離心泵
平井晴二郎（1856～1926） 鐵道技術者
辰巳

一（1857～1931）

軍艦設計、造船的草創人

北條時敬（1858～1929）
櫻井錠二（1858～1939） 日本近代化學之父

田中鐵吉（1861～1945） 數學家

●鈴木大拙館

中橋德五郎（1861～1934） 實業家、政治家

室生犀星（1889～1962） 小說家

戶水寬人（1861～1935） 政治學、法律學者

尾山篤二郎（1889～1963）

森下八左衛門（1861～1943）
盡力於金澤市電氣、鐵道事業

加賀友禪作家，國寶級大師

明治27年（1894）

中日甲午戰爭

中西悟堂（1895～1984）
松田權六（1896～1986）
漆藝家，文化勳章獲得者，國寶級大師

冲中重雄（1902～1992）
內科醫學，文化勳章獲得者

〒920-0993 金澤市下本多町6番丁18番地4
TEL.076-220-2474 FAX.076-220-2197
http://www.kanazawa-museum.jp/ijin/

日俄戰爭

蓮田修吾郎（1915～2010）
金屬造型作家，文化勳章獲得者

北鐵巴士……………………本多町下車 徒步2分鐘
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本多町下車 徒步2分鐘
■ 信步閒遊巴士………………………故鄉偉人館前下車
■

津田米次郎（1862～1915） 發明絹織物機械

五香屋休哉（1862～1920） 漢文學者

藤井健次郎（1866～1952）

早川千吉郎（1863～1922） 實業家

細胞遺傳學者，文化勳章獲得者

■

明治37年（1904）
建築家，文化勳章獲得者

三宅雪嶺（1860～1945）
哲學家，評論家，文化勳章獲得者

本多町

木村雨山（1891～1977）

谷口吉郎（1904～1979）

黑本稼堂（1858～1936） 漢學家

四高校長，東北大學校長

●中村紀念美術館

和歌詩人，研究日本文學

日本野鳥會的第一代會長，和歌詩人

佩里來航（黑船來航）

石黑五十二（1855～1922） 河川工程技術者

金澤 ●
歌劇院

武（1888～1930）

基督教無教會傳教士

嘉永6年（1853）

成巽閣●

創辦第四高等中學校
赤井米吉（1887～1974） 教育家

原龍三郎（1888～1968）

210日圓

●石浦神社

製作銅鑼的第一人，國寶級大師

飯盛里安（1885～1982） 放射化學家
明治20年（1887）

260日圓

広坂

魚住為樂（1886～1964）

工程師，建設台灣烏山頭水庫

310日圓

金澤 世紀
● 美術館

永井柳太郎（1881～1944） 政治家
八田與一（1886～1942）

高中生以下

●金澤市政府

香林坊

實業家，將離心泵產品化

卷（1852～1934）

日本基督教會北陸首位傳教士

65歲以上

兼六園

畠山一清（1881～1971）

致力為金澤發展振興產業

伍堂卓爾（1844～1918） 荷蘭醫學醫生

真宗大谷派僧侶，書法家

團體
（20名以上）

石川四高記念
文化交流館●

安（1876～1946）

ATRIO
●

片岡

小野太三郎（1840～1912）

全國最早開始著手整理耕地

成 人
門 票 費

林銑十郎（1876～1943）

吉本次郎兵衛（1831～1892）
創刊《開化新聞》

田中信吾（1837～1900）

第36代內閣總理大臣

高光大船（1876～1951） 近代佛教的改革者

文化、文政期

高多久兵衛（1851～1907）

換展期間

阿部信行（1875～1953）

文化元年（1804）
西川吉平（1807～1878）

北方心泉（1850～1905）

年末年初（12月29日－1月3日）

實業家，宇治川電氣社長

創建、支撐近代日本的人們
與金澤有因緣的偉人年表

金 澤 故 鄉 偉人 館

近代日本最有貢獻的偉人們

連田 修吾郎
Shugoro HASUDA
［1915〜2010］

文化
勳章

開啟﹁金屬造型﹂之創作藝術領域的金

［1895〜1984］

屬雕刻家。曾創作有北方四島歸還的祈

Godo NAKANISHI

日本近代建築的巨匠，

［1873〜1949］

中西 悟堂

對於近代漆器藝術及傳統工藝發展很有

Yakichi ATAKA

願紀念雕刻等等。文化勳章獲得者。

［1870〜1966］

安宅 彌吉
文化
勳章

文化
勳章

［1904〜1979］

20

設計出為數眾多的建築。

Daisetsu SUZUKI

文化
勳章

也在各地建立了眾多文學碑。

鈴木 大拙

17

貢獻，並致力於修復並保存中尊寺金色

追求著日本真・善・
美的代表人物

14

［1872〜1961］

堂的文化財產。文化勳章獲得者。

近代美術的巨匠們

2F

近代美術的巨匠們

明治三年（1870）的奇蹟

8

Yoshiro TANIGUCHI

被稱為野鳥之父，

11 10 9

7

谷口 吉郎

Entai HOSONO

將一生奉獻給了自然保護事業，

14 13 12

20

不斷探求美，喜愛美術又愛酒、

18 19

是佛教真宗大谷派的僧侶。

4

19

細野 燕台

也是一位和歌詩人。

6 5

Gonroku MATSUDA

精通茶道的風雅文人。

17 16 15

松田 權六
［1896〜1986］

16

綜合商社安宅產業的創始者。

EV

18

Ryokichi YAMAMOTO

大力支援過鈴木大拙，向故鄉的青少年

1

文化勳章獲得者

山本 良吉

贈送獎學金。

3 2

Shinsen KITAGATA
［1850〜1905］

［1871〜1942］

通過禪教佛教的翻譯和研究，

大廳

11

將佛教廣泛推廣到歐美地區。

向創造性技術
挑戰的人們

以松岡文庫為中心點，給世界各國的

日本近代科學的創始者們
熱愛美和
自然的人們

北方 心泉

與中國清朝的文人有著友好交流。

勳章

13

15

以其獨自的書法被稱為明治時代的書聖。

西田 幾多郎 文化

［1871〜1919］

熱愛美和自然的人們

另外還設有企劃展，選擇各種與金澤有因緣的偉人進行
表彰展示。

作為國務官僚負責地方行政，

人們的事蹟。

Tomoichi INOUE

推行實踐了新式教育的教育者。

家性業績的“支撐近代日本的偉人們”，常時展示20位偉

井上 友一

曾任舊制武藏高校校長。

此後，又加上與金澤有因緣、在各個領域作出國際性國

推動了經濟保護事業，

人的事蹟。

是日本的代表性哲學者，聞名於世界。

讓吉、三宅雪嶺、木村榮、藤岡作太郎、鈴木大拙五位偉

以︽善之研究︾為首，著有眾多

10

思想家們帶來深刻的影響。

Satoyasu IIMORI

［1870〜1910］

［1870〜1945］

放射化學之父。

飯盛 里安

Sakutaro FUJIOKA

哲學書籍。出生於宇之氣町。

金澤故鄉偉人館於平成5年（1993）對外開放，展示高峰

藤岡 作太郎

12

也曾經擔任過東京都知事。

［1860〜1945］

9

為日本近代文學的 研 究 發 展 作 出 很 大 貢 獻 。 在 風

文化
勳章

俗史、繪畫、文學 史 等 諸 多 方 面 均 頗 有 建 樹 。

Setsurei MIYAKE

明治三年︵1870︶的奇蹟

三宅 雪嶺

Tasaburo ONO

在︽日本及日本人︾雜誌上發表日

小野 太三郎

本的理想狀態，是明治 ‧
大正 ‧
昭
和時代的言論家，同時也是個哲學

家和歷史家。

在日本國內，最早以個人名義籌

辦社會福利事業的第一人。

終其一生奉獻於社會福利活動。

8

Kitaro NISHIDA

在理化學研究所設立時期就開始嶄露頭腳，進行

6

［1885〜1982］

文化
勳章

勳章

放射性礦物的探查等活動。

在台灣建造了東洋最大規模的水庫，整造出又

［1886〜1942］

長又大的農業灌溉水渠，因此開拓出廣闊的農

Yoichi HATTA

耕地。滋潤了台灣大地的八田與一被稱為﹁嘉

八田 與一

Hisashi KIMURA 文化

項﹂，對天文物理學作出貢獻。

Z

向全世界顯示日本地球物理學的高水平。

4

［1870〜1943］

人

［1840〜1912］

木村 榮

南大圳之父﹂

向創造性技術
挑戰的人們

5

追求著日本的
真與善的人們

［1858〜1939］

文化
勳章

Great People of Kanazawa Memorial Museum

7

Joji SAKURAI

發現了﹁

［1866〜1952］

奠定了日本近代科學教育的基礎。

櫻井 錠二

盡力於成立理化學研究所和日本學術會議

在植物形態學和細胞遺傳學等

2

藤井 健次郎
Kenjiro FUJII

等事業。

近代高科技之父。

3

研究上作出貢獻，

［1854〜1922］

被稱為日本遺傳學之祖。

Jokichi TAKAMINE

將澱粉脢製成藥品 ， 以 及 將 腎 上 腺 素 結 晶 化 等 ，

高峰 讓吉

對醫藥學作出貢獻 。 也 盡 力 於 日 美 兩 國 友 好 親 善

事業。

日本近代科學的創始者們

1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