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届东亚文化交渉学会日程表 

5月 9 日（土）主会场 A   

9：00- 9：30 开幕式 
欢迎辞：1. 开成町长  2. 南足柄市长 

开幕宣言：复旦大学 章清 教授 

9：30-10：15 主题演讲 １ 近藤诚一先生 日本文化与东亚文化～寄语东亚文化交涉学 

10：15-10：

20 
休息（5 分） 

10：20-11：

00 
主题演讲 2 顾彬先生 翻译与现代性—老子的德语翻译与德语现代文学 

11：00-11：

05 
休息（5 分） 

11：05-11：

45 
主题演讲 3 大脇良夫先生 日本的禹王（文命）遗迹与文化 

11：45-13：

00 
合影与午餐 

13：00-15：

00 

主会场 A  会场 B：团体利用角（3F） 会场 C：地域交流室（3F） 会场 D：多功能室（2F） 

小组 A1 

治水神禹王研究与 

地域间文化交流 

小组 B1 

东亚文化交渉与自我认识 

小组 C1 

近代西洋知識的传播 

小组 D1 

从出土资料看古代中国的地域性

特征与相互交流 

主持人 大脇良夫 主持人 陶德民 主持人 奥村佳代子（中） 主持人 谷中信一・大西克也 

发表者 关口康弘（日） 发表者 肖珊珊（中） 发表者 赵晓华（中） 发表者 户内俊介（日） 

 中村俊文（日）  吴光辉（中）  陈昭瑛（中）  海老根量介（日） 

 二阶堂善弘（日） 
 

陈瑶（中） 
 

王静（中）  宮岛和也（日） 

 常松木（中） 
 

王海（中） 
 

陈奉林（中）  草野友子（日） 

 植田渥雄（日） 
 

梁青（中） 
 

  中村未来（日） 

 大脇良夫（日）      曹方向（中） 

15：00-15：

15 
休息（15 分） 

15：15-17：

15 

小组 A2 

治水神禹王研究与 

地域间文化交流 

小组 B2 

文化交涉学视点的 

东亚知识史研究 

小组 C2 

二松学舎与涩泽荣一 

小组 D2 

东亚传说中的商人形象：东亚古

典小说中的商业活动与商人形象 

主持人 二阶堂善弘・大脇良夫 主持人 吾妻重二 主持人 木村昌人 主持人 高永烂・崔泰和 

发表者 于蕙清（中） 发表者 吾妻重二（日） 发表者 桐原健真（日） 发表者 高永烂（日・韩） 

 林秀珍（中）  李梁（日）  町泉寿郎（日）  崔泰和（日・韩） 

 陈亦伶（中）  蔡振丰（中）  丁世絃（日）  SHIN Jeongsoo（英・韩） 

 金丝燕（英）  林学忠（中）  任梦溪（日）  郑广薰（韩・中） 

 楼正豪（中）  胡珍子（中）  于臣（日）  朴京男（韩・中） 

   佐藤トゥイウェン（日）  滨野靖一郎（日）  TAK Wonjong（韩） 

     朴暎美（日）  金秀玹（韩・中） 

     见城悌治（日）   

 

18: 00-20: 

00 
欢迎晚宴 

＊（ ）为讲演语言 

  



 

第 7届东亚文化交渉学会日程表 

5月 10日（日） 主会场 A 会场 B：团体利用角（3F） 会场 C：地域交流室（3F） 会场 D：多功能室（2F） 

9：00-10：40 

小组 A3 

治水神禹王研究与 

地域间文化交流 

小组 B3 

东亚新文化史：书籍与人物 

小组 C3 

文化接触中的翻译与语言 

小组 D3 

“京都哲学”的他者论・感情论 

主持人 大脇良夫 主持人 王敏 主持人 沈国威 主持人 中岛优太 

发表者 井上三男（日） 发表者 张岚（日） 发表者 徐克伟（日） 发表者 髙崎和树（日） 

 水野浩（日）  殷晓星（日）   朱建荣（日）  髙田理可（日） 

 小早川のぞみ（日）  周曙光（日）   FUNG Kam-Wing（英）  八坂哲弘（英） 

 大脇良夫（日）  方阿离（日）   许智香（日）   

10：40-10：50 休息（10 分） 

10：50-12：30 

 小组 B4 

文化交渉与言語接触 

小组 C4 

东亚新文化史：书籍与人物 

小组 D4 

近代西洋知识的传播 

 

主持人 内田庆市 主持人 吾妻重二 主持人 张源哲 

发表者 吴晓丽（中） 发表者 白春岩（中） 发表者 孙知慧（日） 

 赵冬梅（中）  曹淑文（中）  杨冰（日） 

 伊伏启子（中）  李立（中）  笹川庆子（日） 

 奥村佳代子（中）  胡梦颖（中）  张琳（中） 

   黄海涛（中）   

12：30-14：00 午餐  奥村佳代子 

14：00-14：30 全体大会 主会场 A  
1.学会事务局  2. 2015 年度会长致辞（王敏/法政大学） 

3. 2016 年度承办校（内田庆市/关西大学）4. 学会英文杂志 (陶德民/关西大学) 

 

小组 A5 

东亚近代社会与民间信仰 

小组 B5 

其他与东亚文化交涉学 

相关的课题 

小组 C5 

东亚近代史观的形成及拓展 

小组 D5 

亚洲的地理与图像 

主持人 李雪涛 主持人 金光林 主持人 印藤和宽 主持人 Margaret MEHL  

发表者 李雪涛（中） 发表者 金光林（日） 发表者 刘威志（中） 发表者 Margaret MEHLl（英） 

 蓝日昌（中）  山口建治（日）  许怡龄（中）  LIM Tai Wei（英） 

 张国强（中）  程永超（日）  黄璿璋（中）  Roslyn HAMMERS（英） 

 罗乐然（中）  川边雄大（日）    铃村裕辅（英） 

 李焯然（中）      Mathias VIGOUROUX（英） 

16：10-16：20 休息（10 分） 

16：20-18: 00 

 

小组 B6 

其他与东亚文化交涉学 

相关的课题 

小组 C6 

东亚近代史观的形成及拓展 
 

 

主持人 川边雄大 主持人 印藤和宽 

 

发表者 陆敏珍（中） 发表者 印藤和宽（日） 

 江俊亿（中）  沈煕灿（日） 

 李圣杰（中）  蒋建伟（日） 

 张启彬（中）   

 

18: 30-20:30 送别晚宴 

＊（ ）为讲演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