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漢字學會第五屆年會
“漢字文化圈各表意文字類型調查整理研究報告”
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 議 日 程

時間：2017.09.15-2017.09.18
地點：中國·宜昌·三峽大學

主辦：三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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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漢字研究所

9月 15日 (星期五)
▪報到

10:00-22:00； 22:30-23:00 理事會

中餐：接待中心：自助餐（11:30-13:00）
晚餐：接待中心：自助餐（17:30-19:00）
9月 16日 (星期六)
早餐

07:0007:40

少掌櫃：自助餐
第一部：開幕典禮

內容․ 地點․ 時間

發言題目及內容

主持人

08:1008:20

•開幕宣言: 臧克和(China: 華東師範大學中
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主任/世界漢字學
會會長)
第一部: 河永三

開幕典禮

08:2008:30

•賀辭：何偉軍(China: 三峽大學校長)

圖書館

08:3008:40

第一部

昭君廳

(Korea:
慶星大學韓國漢
字研究所所長
•歡迎辭: 吳衛華(China: 三峽大學文學與傳
/世界漢字學會
媒學院院長)
祕書長)

08:4008:55

合影
第二部：大會主題發言

第二部
大會主題
發言

09:0009:15
09:2009:35
09:4009:55

圖書館
昭君廳

10:0010:15

①
②邢文(USA:美國夏威夷大學)―數理藝術史中
的漢字表意傳統
第二部: 朱歧祥
(China·Taiwan
茶息：報告廳旁咖啡吧
: 東海大學)
③大形徹(Japan:大阪府大學)―關於 “ 有朋
自遠方來”原為“友朋自遠方來”之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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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10:2010:35

④李圭甲（Korea: 延世大學）―筆畫變化
異體字生成類型考

10:4010:55

⑤阮 俊 強 (Vietnam: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
越南古文獻中漢字與喃字的雙存現象初考

11:0011:15

⑥施順生(China·Taiwan:中國文化大學)―
《異體字字典》與《漢語大字典》石部字字
形的比較和探討

11:2011:35

⑦劉志基(China:華東師範大學)―微族同文
器字体研究

11:5012:40

接待中心
第三部：分組發言

第三部

13:0013:15

①劉凌(China:華東師範大學)―民族古文獻語
料庫建設與應用——以水族水書文獻為例•討
論:朱建軍

13:2013:35

②朱建軍(China:上海外國語大學)―从文字接
触视角看汉字与彝文的关系•討論: 郭洪義

13:4013:55

③郭洪義(China:西华师范大学)―重慶梁山寨
“天書怪聯”解析•討論: 木仕华

14:0014:15

④木仕华(Chin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
类学研究所)―东亚比较文字学视野中的
“虹”字字源考——以纳西东巴文“虹”为中
心的考察•討論: 何華珍

A組:

分組發言
A組
(A-a)

圖書館

14:2014:35

(A-a)

出野文莉(Japan:
⑤ 何華珍(China:浙江財經大學)―越南漢文 国立大学法人大
阪教育大学)
寫本中的變異俗字•討論:黃芳梅

昭君聽
14:4014:55

⑥黃芳梅（Vietnam：HOANGPhuongMai越南
河內國家大學直屬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
—越南岱族喃字文獻里的一些特殊造字現
象·討論:劉凌

15:0015:15

⑦沈祖春(China:西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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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5:30

綜合討論

15:3515:50

①陳永生(China:中國海洋大學)―谈汉字与埃
及文字中的类典型义符•討論: 出野文莉

15:5516:10

②出野文莉(Japan:国立大学法人大阪教育大
学)―從白川靜博士解釋甲骨文所見祭祀的發
展過程•討論: 連登崗

16:1516:30

③連登崗(China:南通大學)―論白川靜對
“文”字系列字研究的失誤·討論: 张辉

(A-b)

16:3516:50

圖書館

16:5517:10

④张辉(China:延边大学)―朝鲜朝俗体字“质 木仕华(China:中
国社会科学院民
正”•討論: 吕浩
族学与人类学研
究所)
⑤ 吕 浩(China:上海交通大学)―宋板分段本
《玉篇》考述•討論: 金玲敬

第三部
分組發言
A組

昭君廳
17:1517:30

分組發言
B組
(B-a)

圖書館

綜合討論

13:0013:15

①彭偉明(China:華南師範大學)―談《殷墟甲
骨文》的若干問題•討論: 胡雲鳳

13:2013:35

②胡雲鳳(China·Taiwan: 臺灣海洋大學)―
論花東甲骨同版異文現象•討論: 金赫

13:4013:55

③金赫(Korea:延世大學)―甲骨文札記二則•
討論: 楊軍會

14:0014:15

會議室
14:2014:35

(A-b)

⑥金玲敬；郭鉉淑(Korea: 韓國漢字研究所)—
《新撰字鏡》日部字校勘實例·討論: 陳永
生

17:3017:45

第三部

A組:

B組:
(B-a)

名和敏光(Japan:日
④楊軍會(China:三峽大學)―殷墟子卜辭研究 本山梨縣立大學)
劄記—子卜辭部分用字比較及分組分類上存在
的問題•討論: 朱歧祥
⑤朱歧祥(China·Taiwan: 東海大學)―域外
漢字的研究潛力─以韓國石刻漢字為例•討
論: 董蓮池

第 3 页 共 12 页

14:4014:55

⑥董蓮池(China:華東師範大學)―釋作冊 嗌
卣銘的“䄆”“盡”•討論: 李景遠

15:0015:15

⑦李景遠(Korea: 漢陽大學)•討論: 彭偉明

15:1515:30

綜合討論

15:3515:50

①白于藍(China:華東師範大學) — 《 釋
“賓”》·討論: 劉海宇

15:5516:10

②劉海宇(Japan:岩手大學)―從清華簡 《 子
儀》篇“馽”字構形看《莊子·馬蹄》篇的一
處異文 ·討論:汤志彪

16:1516:30

③汤志彪(China:華東師範大學)―上博藏竹书
（六）補說（三则）•討論: 袁金平

16:3516:50

④袁金平(China:三峽大學)―清華簡 （ 七 ）
《越公其事》“海江湖”臆解•討論: 樓蘭

第三部
分組發言
B組
(B-b)

圖書館

16:5517:10

⑤樓蘭(China:上海海洋大学)―戰國秦楚簡文
特異構件整理研究比較·討論: 名和敏光

17:1517:30

⑥名和敏光(Japan:日本山梨縣立大學)—馬王
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徙》、《天
地》、《女發》、《雜占之二》綴合校釋·討
論：白于藍

會議室

17:3017:45
第三部
分組發言
C組
(C-a)

行政樓一

B組:
(B-b)
李景遠(Korea:
漢陽大學)

綜合討論

13:0013:15

① 王洪涌(China:華中師範大學)―从古文字
看《说文》•討論: 申世利

13:2013:35

②申世利(Korea:韓國外國語大學)―試論朝
鮮文字學概念的範圍-以‘古文’，‘古篆’
為中心 •討論: 徐時儀

13:4013:55

③徐時儀(China:上海師範大學)―古籍俗訛字
考斠整理探略•討論: 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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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組:
(C-a)

佐藤信彌(Japan:
立命館大學白川
靜記念東洋文字
文化研究所)

樓會議室

14:0014:15

④陳燕(China:天津師範大學)―詮釋《說文》
“省形”論文摘要•討論: 韓小荊

14:2014:35

⑤韓小荊(China:武漢大學)―論“形近相亂”
對文獻語言的影響•討論: 何山

14:4014:55

⑥何山(China:西南大學)―關於汉字形近字的
幾個問題•討論: 徐志學

15:0015:15

⑦徐志學(China:三峽大學)―不作簡化偏旁用
的簡化字簡體繁體形音義非對稱現象分析•
討論:王洪涌

15:1515:30

綜合討論

15:3515:50

①佐藤信彌(Japan:立命館大學白川靜記念東
洋文字文化研究所)―商周金文中“蔑歷”之
作用•討論:陳英傑

15:5516:10

②陳英傑(China:首都師範大學)―《談唐蘭先
生“三書六技”說中的“形的分化”》提要•
討論: 羅凌

16:1516:30

③羅凌(China:三峽大學)―唐崖土司城张王庙
碑刻释文校证•討論: 周阳

(C-b)

16:3516:50

④周阳(China:西南大学)―《北魏石刻疑難字 韓小荊(China:武
漢大學)
考辨十二則》•討論: 劉本才

行政樓一
樓會議室

16:5517:10

⑤劉本才(China:南京林業大學)―唐代石刻韵
文中异调相押韵字的音读问题举隅•討論:溫敏

17:1517:30

⑥溫敏(China:鄭州大學)―民国时期古今字研
究•討論:佐藤信彌

第三部
分組發言
C組

17:3017:45
第三部

13:0013:15

C組:
(C-b)

綜合討論
①郭靜云(China·Taiwan: 中正大學)―逆字
考·討論: 藪敏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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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組:

分組發言
D組
(D-a)

行政樓二
樓會議室

13:2013:35

D組
(D-b)

行政樓二
樓會議室

(D-a)

13:4013:55

海村惟一(Japan:福
岡國際大學)
③呂佩珊(China·Taiwan:慈濟科技大學)―先
秦「既」字研究·討論: 姜允玉

14:0014:15

④姜允玉(Korea:明知大學)―传抄古文与中山
王铜器铭文互证•討論: 鄧章應

14:2014:35

⑤鄧章應(China:西南大學)―“比较文字学”
术语的早期使用·討論: 李綉玲

14:4014:55

⑥ 李綉玲(China·Taiwan: 逢甲大學)―張家
山漢簡偏旁或部件的混同現象溯源•討論:
李恆光

15:0015:15

⑦李恆光(China:浙江工業大學)―長沙尚德街
東漢簡牘劄記·討論: 郭靜云

15:1515:30

綜合討論

15:3515:50

①潘銘基(China:香港中文大學)—論古文獻
避諱與異體字之關係•討論: 臧克和

15:5516:10

②臧克和(China:華東師範大學)― 《 隋唐人
物信仰价值补论》•討論: 海村惟一

16:1516:30

③海村惟一；海村佳惟(Japan:福岡國際大學)
—《日藏唐代漢字鈔本字形表》日本漢字的音
訓研究――以平安中期抄本《憲法十七條》第
一條為主•討論: 謝國劍

16:3516:50

④謝國劍(China:廣州大學)―敦煌文献字词札
记二则·討論: 趙鑫曄

16:5517:10

⑤ 趙鑫曄(China:西南大學)―敦煌寫本文字考
釋四則 ·討論: 王泉

第三部
分組發言

②藪敏裕(Japan:岩手大學)―從“王事靡盬”
解釋看<毛傳>的訓詁態度•討論: 呂佩珊

17:1517:30

⑥ 王泉(China:浙江財經大學)―
“寫”》·討論: 潘銘基
綜合討論

17:30第 6 页 共 12 页

《

釋

D組:
(D-b)

董蓮池(China:華
東師範大學)

17:45
13:0013:15

①潘玉坤(China:華東師範大學)―报任安书三
题比較•討論: 楊作玲

13:2013:35

②楊作玲(China:三峽大學)―上古 “ 顺 ”
“训”“驯”关系辨•討論: 康惠根
E組:

第三部
分組發言
E組

13:4013:55

③康惠根(Korea:忠南大學)―對于構成聯綿詞
的形聲字之研究•討論: 安靜

14:0014:15

④安靜(China: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 隋唐
女性墓誌及其雙音婉詞研究》•討論: 潘牧
天

14:2014:35

⑤潘牧天(China:上海師範大學)—明抄本《晦
庵先生朱文公語錄》用字考•討論: 吳文文

14:4014:55

⑥吳文文(China:閩南師範大學)―同象異字、
同象異詞以及同象異義•討論: 張德劭

(E-a)

行政樓三
樓會議室

15:0015:15

⑦張德劭(China:華東師範大學)—《诗经·考

15:3515:50

分組發言

綜合討論
①倪豪士
(USA: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威斯康辛大學)
―“耕”意象在中國早期文獻中的多重運用•
討論: 金殷嬉

E組
(E-b)

行政樓三
樓會議室

倪豪士
(USA: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威
斯康辛大學)

槃》中“考槃”新证•討論: 潘玉坤

15:1515:30

第三部

(E-a)

E組:
(E-b)

15:5516:10

②金殷嬉(Korea:誠信女子大学)―韓國語言學
界對漢字的理解•討論: 劉志富

16:1516:30

③劉志富(China:三峽大學)―宜都方言网络聊
天用字考察•討論: 徐英

16:3516:50

④徐英(China:三峽大學)―罗田方言双宾句的
介引成分·討論: 郭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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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惠根(Korea:忠
南大學)

16:5517:10

⑤郭瑞(China:華東師範大學)―“唐宋楷字數
據庫”的研發與介紹•倪豪士

17:1517:30

⑥冷衛國(China:首都師範大學)

17:3017:45

第三部

綜合討論

13:0013:15

①呂菁華；金和英(Korea:韓國漢字研究所)
―韓國漢字使用現狀及其對策· 討論: 蔡夢
麒

13:2013:35

②蔡夢麒(China:湖南師範大學)―《新华字
典》《现代汉语词典》“旧读”讨论•討論: 河
永三

13:4013:55

③河永三(Korea:韓國漢字研究所)―中日韓越
漢字詞的文化史研究式論•討論: 山田崇仁

分組發言
F組
(F-a)

行政樓四
樓會議室

F組:
14:0014:15

④山田崇仁(Japan: 花園大學文學部（日本
・京都）)―關于在中華文明的“文字”含意
的詞的歷史的變遷·討論: 朴興洙

14:2014:35

⑤朴興洙；闫慧娟(Korea: 韓國外國語大 王漢衛(China:暨
南大學)
學 ) — 《说文解字》“羊”部字与相关文
化·討論: 金和英

14:4014:55

⑥羅度垣(Korea:韓國漢字研究所)―以結構
主義觀點試析《釋名》·討論: 呂菁華

15:0015:15

⑦朱葆華(China: 青島大學)

15:1515:30
第三部

15:3515:50

綜合討論
①李在赫(Korea:首爾大學)―以函數試析《說
文解字》討論: 王漢衛

分組發言
F組

(F-a)

F組:
(F-b)

15:5516:10

②王漢衛(China:暨南大學)―國際漢語教學
背景下的繁簡觀·討論: 张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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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16:1516:30

③张恩荣(Korea:韓國外國語大學)―運用PBL
的漢字教學方案研究·討論: 徐新偉

行政樓四
樓會議室

16:3516:50

④徐新偉(China:暨南大學)―东南亚主要华
文媒体分国别用字情况调查及文字政策的思考
•討論: 張芹

16:5517:10

⑤張芹(China:三峽大學)―鏈接與消費：場景
時代網絡語象的新變革 ·討論: 羅海東

17:1517:30

蔡夢麒(China:湖
南師範大學)

⑥羅海東(China:三峽大學)―论汉字与中国书
法的交互作用·討論: 李在赫
⑦陳黎明(China:聊城大學)

17:3017:45

綜合討論
第四部：閉幕式

第四部
閉幕式
圖書館

18:0018:40

昭君廳
歡迎晩餐

會議總結：河永三(Korea:世界漢字學會秘書
長)

第四部: 吳衛華

(China: 三峽大學文
各國各地區會長會議關於下屆會議的籌備情
學與傳媒學院院長)
況：臧克和(China: 世界漢字學會會長)

19:0020:50

接待中心
9月 17日 (星期日)

早餐

06:4007:10

少掌櫃

▪三峽文化考古

07:30-12:00 三峽大壩；12:30-13:30 午餐；14:00-16:30 屈原故里（屈原祠）
18:30 晚餐：接待中心
9月 18日 (星期一)
早餐

07:0007:40

少掌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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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會8:00機場大巴

會議期間聯繫方式：徐志學 15997682328 微信號：xuzhixue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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