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东亚文化交渉学会日程表 

5月 8 日（周四） 
 

9：00-9：30 开幕式 
1：复旦大学校长  致欢迎辞 

2：香港城市大学  郑培凯教授致祝辞  
主会场 

9：30-10：30 主题演讲  1  马敏教授 马士曼与近代最早的铅印中文书 主会场 

10：30-10：40 休息 

10：40-11：40 主题演讲  2  内田庆市教授 伊索东渐——《伊索寓言》汉译史 主会场 

11：40-12：40 拍照留念・午餐 

 会场 A 会场 B 会场 C 会场 D 

12：40-14：20 

小组讨论 1 

东亚的书院与知识的传递 

小组讨论 2 

东亚的出版与知识的建构 

小组讨论 3 

东亚地区的教科书编纂与刊行 

小组讨论 6 

东亚的图象文献解说 

主持人 陶德民 主持人 内田庆市 主持人 藤田高夫 主持人 沈国威 

发言人 傅锡洪（中） 发言人 李威成（中） 发言人 王广超（中・英） 发言人 张高元（中） 

 陈捷（中）  林学忠（中）  黄以琳（英）  二阶堂善弘（中） 

 沈弘（中） 
 

黄海涛（中） 
 

山口荣铁（英）  徐勇民（中） 

 钱明（中） 
 

区显锋（中） 
 

Daniela KATO（英）  夏小双（中） 

  
 

张西平（中） 
 

LIM Tai Wei（英）  张启彬（中） 

14：20-14：30 休息 

14：30-16：10 

小组讨论 1 

东亚的书院与知识的传递 

小组讨论 2 

东亚的出版与知识的建构 

小组讨论 3 

东亚地区的教科书编纂与刊行 

小组讨论 7 

新文化史与东亚知识史研究 

主持人 篠原启方 主持人 刘岳兵 主持人 王  敏 主持人 奥村佳代子 

发言人 佐藤ﾄｳｲｳｴﾝ（日） 发言人 刘岳兵（中） 发言人 王  敏（日） 发言人 蓝日昌（中） 

 李晓辰（日）  顾  春（中）  周曙光（日）  赵艾东（中） 

 中岛英介（日）  周晓霞（中）  丁世弦（日・韩）  周维宏（中） 

 永富青地（日）  刘晓军（中）  刘  霁（中）  叶杨曦（中） 

   荣  元（日）  赵冬梅（中）  承红磊（中） 

16：10-16：20 休息 

16：20-18：00 

小组讨论 5 

东亚的地理文献与地理新词汇 

小组讨论 2 

东亚的出版与知识的建构 

分科会 

主题：近代东亚的宗教与教育 

（日语・中文） 

小组讨论 7 

新文化史与东亚知识史研究 

主持人 邹振环 主持人 孙青 主持人 川边雄大 主持人 朱凤 

发言人 崔溶澈（中） 发言人 榧木亨（中） 发言人 川边雄大 发言人 笹川庆子（日・英） 

 魏  毅（中）  殷晓星（日・中）  町泉寿郎  方阿离（中） 

 馮錦栄（中）  孙若圣（日・中）  邹振环  白春岩（日） 

 崔文东（中）  森新之介（日・中）  章宏伟  Roslyn HAMMERS（英） 

 郝祥满（中）  李俄宪（中）     

 

18：00-20：00 欢迎晚宴   

＊（ ）为讲演语言 

  



第六届东亚文化交渉学会日程表 

5月 9 日 

（周五） 
会场 A 会场 B 会场 C 会场 D 

9：00-10：40 

小组讨论 8 

东亚知识史研究的其他问题 

分科会 B1 

主题：Late Sixteenth-Century  

East Asia in Motion I & II 

（日语・中文） 

分科会 C1 

主题：近世近代东亚海域交流 

（前半部分） 

（日语・中文） 

分科会 D1 

主题：日本思想史  

（前半部分） 

（中文） 

主持人 金光林 主持人 许南麟 主持人 松浦章 主持人 吴光辉 

发言人 金光林（日・中・英） 发言人 佐岛显子 发言人 松浦章 发言人 朱人求 陶德民 

 LAM Wing-keung（英）  孙卫国  马成芬 王竹敏  聂长顺 贺  雷 

 三浦节夫（日）  曾根勇二  岑  玲 谢  薇  张凌云 王  海 

 李培德(中)  堀新  杨  蕾  朱坤容 钱昕怡 

   植野かおり     

10：40-10：50 休息 

10：50-12：30 

小组讨论 8 

东亚知识史研究的其他问题 

分科会 B2 

主题：近代外语辞书与知识传播 

（日语・中文） 

分科会 C2 

主题：近世近代东亚海域交流 

（后半部分） 

（日语・中文） 

分科会 D2 

主题：日本思想史  

（后半部分） 

（中文） 

主持人 二阶堂善弘 主持人 王宏志 主持人 松浦章 主持人 吴光辉 

发言人 魏志江（中） 发言人 王铭宇 发言人 松浦章 发言人 朱人求 陶德民 

 罗乐然（中）  李汉燮  马成芬 王竹敏  聂长顺 贺  雷 

 张为群（中）  李雪涛  岑  玲 谢  薇  张凌云 王  海 

 李真（中）  沈国威  杨  蕾  朱坤容 钱昕怡 

12：30-13：3 0 午餐 

13：30-14：10 全体大会  主会场  
1：学会事务局 2：2014 年度会长致辞（章清/复旦大学）3：2015 年度举办学校（王敏/法政大学） 

4：2016 年度举办学校（内田庆市/关西大学）5：学会论文集编辑与投稿事宜（藤田高夫/关西大学） 

14：10-14：20 休息 

14：20-16：00 

分科会 A3 

主题：汉译圣经研究的新进展 

（日语・中文） 

分科会 B3 

主题：“京都哲学”与“国际化”  

（日语・英语） 

分科会 C3 

主题：怀德堂研究 

（日语・中文） 

小组讨论 4 

东亚地区流传的新词汇与 

文化交流 

主持人 内田庆市 主持人 水野友晴  主持人 竹田健二 主持人 藤田高夫 

发言人 朱凤 发言人 太田裕信 发言人 竹田健二 发言人 王晓雨（中） 

 盐山正纯  八坂哲弘  寺门日出男  许智香（日） 

 宋刚  小岛千鹤  藤居岳人  杨冰（日） 

 奥村佳代子  高崎和树  黒田秀教  孙建军（中） 

 内田庆市       

16：00-16：10 休息 

16：10-17：50 

分科会 A4 

主题：东亚学术界的知识•技术 

交流 

（日语・中文） 

分科会 B4 

主题：日本思想在近现代东亚圈中

的位置研究 

（日语） 

分科会 C4 

主题：Differing Notions of  

Economy and Morality 

（英语） 

分科会 D4 

主题：日本古典与智慧 

（韩语） 

主持人 张岚 主持人 井上克人 主持人 橘川武朗 主持人 高永烂 

发言人 见城悌治 发言人 喜多源典 发言人 木村昌人 发言人 高永烂 

 陈祖恩  末村正代  明旭  崔泰和 

 田远  小田直寿  金明洙  金津日出美 

 三村达也  位田佳永 评论人 Janet HUNTER   

   杉本耕一  Melissa WILLIAMS   

 

18：00-20：00 闭幕晚宴   

＊（ ）为讲演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