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曲 左要曲 右要曲 歌管絃 童舞

年 季 主題

左方 右方 左方 右方 左方 右方 左方 右方

2019 元 秋 天皇陛下即位慶祝 萬歳楽 延喜楽 太平楽 陪臚 陵王 納曽利 御神楽 巫女舞

春 令和慶祝と楽殿完成 賀殿 地久 五常楽 陪臚 散手 国風歌舞 胡蝶

2018 30 秋 蘇合香一具 蘇合香 退走禿 北庭楽 胡飲酒 貴徳 浦安舞

春 催馬楽と新鳥蘇 喜春楽 新鳥蘇 裏頭楽 狛桙 貴徳 催馬楽（伊勢海） 陵王 納曽利

2017 29 秋 萬秋楽と新鳥蘇試演 萬秋楽 新鳥蘇 敷手 蘇莫者 納曽利 迦陵頻 豊栄舞

春 東遊一具 甘州 林歌 春庭花 還城楽 陵王 東遊一具 豊栄舞 胡蝶

2016 28 秋 石取祭ユネスコ登録 進蘇利古 承和楽 太平楽 陪臚 胡飲酒 迦陵頻 豊栄舞

春 伊勢志摩サミット 春鶯囀 綾切 桃李花 陪臚 陵王 貴徳 胡蝶

2015 27 秋 蘇合香試演 蘇合香 長保楽 五常楽 還城楽 陪臚 散手 浦安舞

春 伊勢一の鳥居奉祝 喜春楽 狛桙 打球楽 皇仁庭 還城楽 還城楽 納曽利 迦陵頻

2014 26 秋 新大鉦鼓完成 青海波 白濱 皇仁庭 打球楽 還城楽 胡飲酒 貴徳 迦陵頻

春 舞楽会１０周年 萬歳楽 地久 春庭花 貴徳 散手 陪臚 陵王 納曽利 迦陵頻 胡蝶

2013 25 秋 新大太鼓完成 賀殿 古鳥蘇 央宮楽 太平楽 還城楽 蘇莫者 貴徳 納曽利

春 古鳥蘇試演 春鶯囀 古鳥蘇 央宮楽 抜頭 埴破 陵王 納曽利 胡蝶

2012 24 秋 六華苑創建百年 登殿楽 北庭楽 狛桙 太平楽 陪臚 胡飲酒 貴徳 陵王 納曽利

春 新大太鼓の試楽 甘州 登殿楽 喜春楽 蘇利古 打球楽 陵王 貴徳 散手 胡蝶

2011 23 秋 秋の大太鼓 五常楽 萬歳楽 延喜楽 打球楽 納曽利 胡徳楽 迦陵頻 蘇莫者

春 春の大太鼓 賀殿 春庭花 仁和楽 還城楽 陪臚 胡飲酒 納曽利 管絃 胡蝶

2010 22 秋 青海波一具と安摩 青海波 白濱 安摩・二の舞 蘇莫者 陪臚 胡飲酒 還城楽 迦陵頻 抜頭

春 春鶯囀と管絃渡物 春鶯囀 綾切 桃李花 胡飲酒 陪臚 陵王 貴徳 管絃 胡蝶

2009 21 秋 天皇陛下即位２０年 長保楽 萬歳楽 延喜楽 散手 還城楽 陵王 胡徳楽 迦陵頻

春 美し国おこし三重 喜春楽 地久 承和楽 胡飲酒 還城楽 陵王 貴徳 納曽利 胡蝶

2008 20 秋 源氏物語千年紀 青海波 敷手 蘇莫者 貴徳 胡飲酒 還城楽 陵王 納曽利 迦陵頻 胡蝶

春 春の初演 春庭花 延喜楽 管絃 還城楽 陵王 納曽利 迦陵頻 胡蝶

2007 19 秋 千秋萬歳（童舞完成） 萬歳楽 延喜楽 散手 貴徳 陵王 納曽利 迦陵頻 胡蝶

2006 18 秋 林邑八楽 安摩・二の舞 胡飲酒 陪臚 陵王 迦陵頻 抜頭

2005 17 秋 日韓友情年 林歌 登殿楽 陵王 抜頭

平舞 走舞・武舞 童舞・神楽等

六華苑舞楽会の演目一覧（2005年～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