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434.大韓民國釜山廣域市南區水營路309(大淵洞)
慶星大學校12號樓304室(韓國漢字研究所/世界漢字學會)
電話: +82 51 663 4279 E-mail: hanjahkplus7@naver.com

世界漢字學會第六屆年會

“漢字認知工具與表意文字歷史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8.10.05. ～ 2018.10.08.
地點：德國紐倫堡-埃爾蘭根孔子學院 (Nürnberg)
主辦：紐倫堡-埃爾蘭根孔子學院
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
(社團法人)世界漢字學會
華東師範大學 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漢字文明硏究事業團

會議日程
日期
10月5日(五)
10月6日(六)
09:00-09:10
09:10-09:20

第一部
開幕式
第一會場

09:20-09:30
09:30-09:40

內容
全天報到
發言題目及內容
⁃ 開幕辭：臧克和(中國: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漢字

主持人

學會 會長)
⁃ 歡迎辭：徐艷(德國:紐倫堡-埃爾蘭根孔子學院)
⁃ 賀辭：Prof. Dr. Günter Leugering
(德國: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 副校長)
⁃ 賀辭：朗宓榭 Michael Lackner

河永三
(韓國:世界
漢字學會
祕書長)

(德國: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 漢學系系主任)

09:40-09:50

紀念合影

09:50-10:00

茶歇
⁃ 何莫邪(挪威:The University of Oslo )

10:00-10:20

10:20-10:40

第二部

10:40-11:00

主題發言

A Discussion of Selected Local Characters of
the Fuzhou 福州 Dialect
⁃ 臧克和(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漢字認知器的研制
⁃ 李圭甲(韓國:延世大學)
會意型異體字和類似會意型異體字的界限

茶歇

11:00-11:20

第一會場
11:20-11:40
11:40-12:00

⁃ 大形徹(日本:大阪府立大學)·董濤(日本:大阪府立大學)
工具書中的“熊貓”
⁃ 朱歧祥(臺灣:東海大學)
談《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的兩章文字校讀

午餐

12:00-13:00

①

徐時儀
(中國:上海
師範大學)

10月6日(六)

發言題目及內容

主持人

⁃ 名和敏光(日本:山梨縣立大學)
13:00-13:20

《築（二）》、《五行禁日》綴合校釋
討論:姜允玉(韓國:明知大學)
⁃ 呂佩珊(臺灣:慈濟科技大學)

13:20-13:40

楚系簡帛文獻食名研究-以蔬食類爲例
討論:湯志彪(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 姜允玉(韓國:明知大學)

13:40-14:00

試探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中的若干虛詞
討論:胡雲鳳(臺灣:海洋大學)
⁃ 湯志彪(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第三部
分組發言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雜占之六》、

14:00-14:20

中希銘刻對比研究例
討論:佐藤信彌(日本:立命館大學)
⁃ 胡雲鳳(臺灣:海洋大學)

第一會場 14:20-14:40

《殷墟文字丙編》同版異文現象研究
討論:金赫(韓國:延世大學)
⁃ 佐藤信彌(日本:立命館大學)

14:40-15:00

說“禘”―從甲骨金文的“帝”、“啻”到傳世文獻的“禘”
討論:名和敏光(日本:山梨縣立大學)
⁃ 金赫(韓國:延世大學)

15:00-15:20

甲骨文“葬”字及其相關字的考釋
討論:呂佩珊(臺灣:慈濟科技大學)

A組

15:20-15:40

茶歇

②

柳東春
(韓國:西江
大學)

10月6日(六)

發言題目及內容

主持人

⁃ Jae-seong Lee(韓國:釜山大學)
The

Buddhist

Way

of

Realizing

True

13:00-13:20 Emptiness (眞空妙有) in Link with the Western
Concept of Reason (理性)
討論:海村惟一(日本:久留米大學)
⁃ 朱葆華(中國:青島大學)
13:20-13:40

漢代草書文字研究
討論:姚美玲(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 海村惟一(日本:久留米大學)·海村佳惟(日本:惟精書院)

13:40-14:00

第三部

文集》爲主
討論:鄭邵琳(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 姚美玲(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分組發言
14:00-14:20

B組
第二會場

他抄本對日本漢字字形生成的影響—以他抄本《白氏

14:20-14:40

大形徹
萬泉縣範村牛姓契約用字研究
(日本:大阪
討論:劉淩(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府立大學)
⁃ 鄭邵琳(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中古漢語名量搭配的認知分析—以魏晉南北朝石刻
文獻爲中心
討論:河永三(韓國:慶星大學)
⁃ 劉淩(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14:40-15:00

15:00-15:20

對水族水書文字性質的再思考
討論:李在晟(韓國:釜山大學)
⁃ 河永三(韓國:慶星大學)
走出權術束縛的感性力量：淺談“美”字的字源與古
代中國人的審美意識
討論:朱葆華(中國:青島大學)

15:20-15:40

茶歇

③

10月6日(六)

發言題目及內容

主持人

⁃ 張玉金(中國:華南師範大學)
15:40-16:00

殷墟甲骨文“即”字補釋
討論:徐時儀(中國:上海師範大學)
⁃ 柳東春(韓國:西江大學)

16:00-16:20

關於甲骨文“其”的句法上的特性與意義
討論:山田崇仁(日本:花園大學)
⁃ 徐時儀(中國:上海師範大學)

第四部
分組發言 16:20-16:40

A組

16:40-17:00

第一會場
17:00-17:20

“喂”與“嚇”探源

朱歧祥
討論:朴興洙(韓國:韓國外國語大學)
(臺灣:東海
⁃ 山田崇仁(日本:花園大學)
大學)
關於建構殷周金文標準字元編碼的基礎研究
討論:張美蘭(中國:清華大學)
⁃ 朴興洙(韓國:韓國外國語大學)
《说文解字》“牛”部漢字考
討論:柳東春(韓國:西江大學)
⁃ 張美蘭(香港:浸會大學)·戰浩(中國:清華大學)

17:20-17:40

明代通俗文獻用字趨向的雅俗分化及其原因
討論:張玉金(中國:華南師範大學)
⁃ Zhang Deshao(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15:40-16:00

16:00-16:20

Chinese Writing: Ideographic or Logographic
討論:出野文莉(日本:大阪教育大學)
⁃ 于宏(德國:明斯特大學)
說 「通」
討論:朱建軍(中國:上海外國語大學)
⁃ 出野文莉(日本:大阪教育大學)

第四部 16:20-16:40
分組發言

B組

日本漢字認識與教育的課題
討論:劉承峰(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 朱建軍(中國:上海外國語大學)

朴興洙

16:40-17:00

(韓國:韓國
中國自源文字的流播
討論:申世利(韓國:韓國外國語大學) 外國語大學)
⁃ 劉承峰(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17:00-17:20

非漢字圈漢語教學“漢字聯想”考察
討論:Zhang Deshao(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 申世利(韓國:韓國外國語大學)

第二會場

17:20-17:40

“ ”字補考
討論:于宏(德國:明斯特大學)

17:40-18:00

茶歇

④

10月6日(六)

18:00-18:20

發言題目及內容

主持人

⁃ 會議總結：
河永三(韓國:世界漢字學會 祕書長)

第五部
閉幕式
18:20-18:30

于宏

⁃ 公布第七屆會議籌備情況：
臧克和(中國: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漢字學會 會長)

(德國:明斯
特大學)

第一會場
⁃ 第七屆會議承辦單位代表發言：
18:30-18:40

杉橋隆夫(日本:立命館大學大學白川靜記念東洋
文字文化研究所 所長)

19:00-21:00

晚餐

10月7日(日)

文化考察

10月8日(一)

離會

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