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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次“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圆桌会议 

“蒙古袭来与 13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 

InfopPack(会议指南) 

 

此会议指南（Infopack）内容包括；第二次“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会议议程、发表内容、住宿安排、

用餐安排、交通指引以及参观等等。 

 

 须知 请在 7月 20日之前提交以下信息。 

邮件地址：kokushi@aisf.or.jp  

１．姓名(请使用片假名记载*)与出生日期（为加入国内旅游保险） 

    *如果不方便使用片假名，请使用英文字母记载。 

２．抵达小仓车站的日期以及返回日期 

３A．乘坐飞机的人士，发送邮件时以附件形式添加电子机票以及收据复印件（照片形式）。 

３B．不乘坐飞机的人士，请通知离住址最近的新干线车站名称（主办方支付国内旅游费一万日元和新干线往返票） 

４．请持有日本的银行账户的人士通知账户信息（我们将汇款至您的账户） 

  (没有日本的银行账户的人士，我们将在现场支付现金) 

５．用餐有无忌口（过敏等） 

６．紧急联系方式（手机或手机邮件地址等） 

７． 其他任何需要通知我们的信息 

 

 

 本次会议遵循“国史对话的可能性”的宗旨，主办方将全程（8月 7日 16：00至 8月 10日早晨）提供餐饮与住宿。

希望各位尽可能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如果不需要用餐和住宿，请在 7月 20日之前联系我们。 

 

会程 

 8月 7日（星期一）：16:00会议开幕与基调讲演（北九州国际会议场），晚餐 

 8月 8日（星期二）：全天圆桌会议（北九州国际会议场），晚餐 

 8月 9日（星期三）：上午：综合讨论 、（下午）参观蒙古袭来博物馆及史迹（包含晚餐） 

 8月 10日（星期四）：用完早餐后解散 

                           ※详情请阅读下面内容 

 

 

会议地点 

北九州国际会议场二楼国际会议室 

http://convention-a.jp/kokusai-kaigi/ 

 

 

住宿地点 

JR九州宾馆小仓（JR KYUSHU HOTEL KOKURA） 

http://www.jrk-hotels.co.jp/Kokura/index.php 

  

mailto:kokushi@aisf.or.jp
http://www.jrk-hotels.co.jp/Kokura/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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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须知 

 每人发表时间限定为 20分钟。 

 因出于预先准备同声传译的需要，如果有人准备了论文以外的发表稿或 ppt 等幻灯片类资料时，请在 8 月 4 日之

前发送电子版至渥美財団事務局（aisf-office@aisf.or.jp）。逾期我们不接受任何发表资料的相关变动。谢谢各

位的理解与支持。 

 发表当天的电脑安装了 windows系统、ppt以及 acrobatPDF。使用上述以外软件的发表人请事先联系我们。 

 会议室不提供互联网。 

 会议场所没有复印机，如果有需要发布纸质文件的发表人，请事先准备好 60份资料。 

 

☆指定提问安排 

 每一位发表人需针对一次发表进行提问。 

 提问时间上限为两分钟，提问请紧扣发表内容。 

 提问安排请参照下页 8月 8日会程表。 

 发表人负责提问的论文可从以下链接下载。  

 

☆网上资料、纸质文件 

・ 可从以下链接下载有关本次会议的最新版资料和文件（中日韩三语）。 

 http://www.aisf.or.jp/sgra/research/kokushi/2017/8049/ 

・ 在签到时，我们向每一位参会人士提供本次会议的预稿论文集（中日韩三语） 

・ 在本次会议结束之后，会议内容将被辑为“SGRA 报告”，并以中日韩三语出版。发表人请在 8 月 31 日之前将论文

修改成定稿并发送至主办方。综合讨论的整理工作包括会议录音转换成文字，届时请发表人校对内容。“SGRA报告”

将在半年至一年后出版。 

 

■会程安排＜请参照资料 1会程表＞ 

 

8月 7日（星期一）签到、开会、基调演讲、晚餐会 

 

（１） 到北九州市（小仓车站） 

【从福冈机场出发】 

 乘坐高速巴士 

 直达小仓车站 

 乘车时间约为 1小时 40分钟 

 One way \1230, Round-trip or “Pair Ticket” \2210.  

成人单程票 1230日元、往返・双人票 2210日元 

 从国际航站楼门前大巴车站 4号站乘坐高速巴士 

 乘坐地铁，JR在来线或新干线 

 ・抵达国际航班的人士请乘坐机场短驳到国内航站楼，乘车时间约 15分钟。 

 ・乘坐地铁至博多车站，转乘 JR线至小仓。 

 ・ 地铁+JR在来线乘车时间约为 80分钟，地铁+新干线约为 30分钟。 

 ・ 单程：地铁 260日元、JR1290日元、新干线（自有席）2110日元。 

【从北九州机场出发】 

 乘坐机场巴士至小仓车站，乘车时间约为 40分钟，单程 620日元 

  

mailto:aisf-office@aisf.or.jp
http://www.aisf.or.jp/sgra/research/kokushi/2017/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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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JR九州宾馆小仓 

从小仓车站东口徒步一分钟。因入住时间是 15:00，建议各位在赶往会议场之前办完入住手续。如果因航班等原因需要

提前一天入住的人士请联系我们。 

http://www.jrk-hotels.co.jp/Kokura/index.php 

 

（３） 北九州国际会议场 

从小仓车站东口徒步 5分钟。请于 16:00到二楼国际会议室 

http://convention-a.jp/kokusai-kaigi/ 

 

（４） 16:00签到（北九州国际会议场国际会议室） 

 

16:00 会议开幕[司会：李恩民（樱美林大学）] 

开幕式致辞 今西淳子（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会议宗旨 三谷博（跡见学园女子大学） 

基调演讲 葛兆光（复旦大学） 

自我介绍 所有参会人员 

 

（５） 19：00晚餐（於：小仓丽嘉皇家酒店） 

 

8月 8日（星期二） 

论文发表＠北九州国际会议场 

 

09:00 第１讨论小组 [主持人：彭浩（大阪市立大学）、村和明（三井文库）] 

 发表人 论文发表题目 提问人 

１ 四日市康博（昭和女子大学） 作为蒙古影响力一环的“蒙古的袭来” 赵  阮 

２ 朝克图（内蒙古大学） 异密阿儿浑及他在呼罗珊等地进行的两次户口调查 额尔敦巴特尔 

３ 桥本雄（北海道大学） 解读《蒙古袭来绘词》 李命美 

 

10:40 中场休息 

 

11:00 第２讨论小组 [主持人：徐静波（复旦大学）、娜荷芽（内蒙古大学）] 

4 额尔敦巴特尔（内蒙古大学） 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之取名习俗考辩 四日市 

5 向正树（同志社大学） 蒙古帝国与火药武器 朝克图 

6 孙卫国（南开大学） 朝鲜王朝所修高丽史书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金 甫桄 

 

12:40 午餐休息时间 

 

14:00 第３讨论小组 [主持人：韩承勋（高丽大学）、金 Kyongtae（高丽大学）] 

7 金甫桄（嘉泉大学） 东征日本中高丽忠烈王的政治意图 其林道尔吉 

8 李命美（首尔大学） 对蒙战争及其讲和过程与高丽政权所处环境的变化 孙  卫国 

9 其林道尔吉（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 

浅析北元与高丽关系-以禑王时期关系为中心 张  佳 

 

15:40 中场休息 

http://www.jrk-hotels.co.jp/Kokura/index.php
http://convention-a.jp/kokusai-ka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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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星期一）返回 

 

16:00 第４讨论小组 [主持人：金范洙（東京学艺大学）、李恩民（樱美林大学）] 

10 赵阮（汉阳大学） 14世纪时期蒙古帝国的饮食文化向高丽的传入与变化 桥本 

11 張佳（復旦大学） “深簷胡帽”考：一种女真帽式在蒙元及此后时代的盛衰

史 

向正树 

 自由提问   

 

18:00 晚餐（观山庄別馆） 

 

8月 9日（星期三） 

综合讨论 ＠ 北九州国际会议场，餐馆 

 

9:00 综合讨论 [主持/总结：劉杰（早稲田大学）] 

论点整理 赵珖（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综合讨论  

总结 三谷博（跡见学园女子大学） 

 

下午参观 

12:30 从会议场发车（在车上用午餐） 

  蒙古袭来博物馆 

  生松原元寇防垒筑地 

  太宰府 

  登皿倉山頂上(烧烤），观夜景 

20:40  抵达小仓车站 

 

 

 

 

 Check out of your hotel and have a safe trip back home.  

请办理退房手续，一路平安！ 

 

＊  ＊  ＊  ＊  ＊ 

 

■与会人士须知 

 用餐 

 早餐包含在住宿费，入住时请领取早餐券。 

 用餐时请务必带好姓名卡（ID）。 

 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事先联系主办方人员。 

 

 温馨提示 

 由于天气炎热，着装以清凉舒适为主，不需要穿戴领带与西装外套。 

 酒店有 wifi覆盖。 

 北九州国际会议场的公共空间可使用免费 wifi 

 日本的电压为 100伏，插口请参考右图。 

 福冈 8月份平均气温凉爽（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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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出状况就医时必须预付医疗费，建议事先准备好现金。 

 

 发生大地震时 

在会议期间，福冈有可能发生地震，但几乎没有危险。发生地震时，请静静地等待地震的结束。 

如果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地震； 

 不要急忙跑出大楼。 

 请注意物体滑落。 

 稍安勿躁，请听从紧急通知或相关人员的指引。 

 避难时不要使用电梯，使用楼梯下楼。 

 地震发生时如果正在搭乘电梯，将操作盘上各楼层的按钮全部按下，一旦停下，迅速离开电梯，确认安全后避难。 

 预先确认避难路线图。 

 

 紧急联系方式 

8月 7日～10日的紧急联系方式：手机或手机短信：09039631855。电子邮件：kokushi@aisf.or.jp 

 

 

（公益财团法人）渥美国际交流财团事务局 

Email: aisf-office@aisf.or.jp 

Tel: +81-3-3943-7612 

Fax: +81-3-3943-1512 

mailto:aisf-office@aisf.or.jp


9:00

　发表人：四日市 康博 （提问人：赵 阮） 　主持 刘杰

　发表人：朝克图 （提问人：额尔敦巴特尔） 　论点整理 赵珖

10:00 　发表人：桥本 雄 （提问人：李 命美）

11:00

  发表人：额尔敦巴特尔 （提问人：四日市 康博）

　发表人：向 正树 （質問者：チョグト） 　总结 三谷博

12:00 　发表人：孙 卫国 （質問者：金 甫桄）

13:00

14:00

　发表人：金 甫桄 （提问人：其林道尔吉）

　发表人：李 命美 （提问人：孫 衛国）

15:00 　发表人：其林道尔吉 （提问人：张 佳）

16:00

致辞/会议宗旨 三谷博 　发表人：赵 阮 （提问人：桥本 雄）

　发表人：張 佳 （提问人：向 正树）

17:00

18:00

19:00

元寇纪念馆

↓

↓

晚餐＠观山庄 分馆

太宰府

↓

皿仓山顶上(小吃）及夜景

20：40　到达小仓站　

【開会】16:00～19:00（司会：李恩民） 生松原元寇防垒遗迹【４】16:00~18:00（主持人：金范洙、李恩民）

茶叙※参会人员请于16:00在国际会议场集合

※橘黄色部分的会议均配备有同声传译

↓

↓
基调演讲 葛兆光

↓

↓

提问与讨论

参会人自我介绍

晚餐＠丽嘉皇家酒店

准备会议 圆桌会议
2017年8月7日(星期一) 2017年8月8日(星期二)

check in time 15:00

住宿地点：JR九州宾馆小仓

http://www.jrk-hotels.co.jp/Kokura/index.php

【１】9:00～10:40（主持人：村和明、彭浩）

【２】11:00~12:40 （主持人：徐静波、娜荷芽）

【３】14:00~15:40（主持人：韩承勋、金Kyongtae）

2017年8月10日(星期四)

解散

10:00~12:00
执行委员会议＠国际会议
场　　　★仅限执行委员

早餐后退房
check out time 10:00

2017年8月9日(星期三)

综合讨论

全体讨论

【总体讨论】

↓

12:30　从会议场出发（车内用餐 盒饭）午餐＠国际会议场餐厅

休憩

【参观】

↓

http://www.jrk-hotels.co.jp/Kokura/index.php
http://www.jrk-hotels.co.jp/Kokura/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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