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簡帛醫藥文獻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Analysis of Texts from Ancient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on Chinese Medicine  

 

日  期  ： 二零壹壹年七月十五至十六日 (星期五至星期六) 

Date   ： 15-16 July 2011 (Friday to Saturday) 
地  點  ： 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聯合書院鄭棟材樓 C1 講室 

Venue   ： Lecture Hall C1, United College Campu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Organisers ： United College;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Centre for Chinese History of  
    History Department;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主辦機構  ： 香港中文大學聯合書院、中醫中藥研究所、歷史系中國歷史研究中心、 

   中醫學院 

Co-organizer ：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aichung,  
    Taiw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Hang Seng Management College, Hong Kong. 
協辦機構  ： 台灣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香港恒生管理學院中文系    

 

 
 
 
 
 
 
 
 
 
 
 
 
 
 
 
 
 
 
 
 
 
 
 
 



時 間 程 序 地 點 

2011 年 7 月 14 日(星期四)  
獲邀請外地講者嘉賓抵達香港 

2011 年 7 月 15 日(星期五) 

上午 8:30 至 9:00   登 記 

香港中文大學 
聯合書院鄭棟材樓

C1 講室 

 

上午 9:00 至 9:40 會議開幕致辭 

上午 9:40 至 10:00 茶 點 

(第一節) 主持：張光裕教授、梁榮能教授 

上午 10:00 至 11:00 

主講嘉賓(一)： 張延昌教授 
  甘肅省中醫學院 

題目：武威漢代醫簡研究及方藥臨床運用概述 

上午 11:00 至中午 12:00 
主講嘉賓(二)： 蘇奕彰教授 
  台中中國醫藥大學 
題目：秦漢醫藥文獻之科學觀及其影響 

中午 12:30 至下午 1:30 午 膳 
香港中文大學 

聯合書院文怡閣 

(第二節) 主持：馮國培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聯合書院鄭棟材樓

C1 講室 

 
 

下午 2:00 至 3:00 
主講嘉賓(三)： 郝保華教授 

 西北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題目：先秦醫藥文獻中五行體系的時空觀念及其影響 

下午 3:00 至 3:30 

講者： Prof. Peter Mayer 
台中中國醫藥大學 

題目：研究帛書導引圖與太極拳的關係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 Chi Chuan and 
the Daoyin Chart 

下午 3:30 至 4:00 

講者： 李家浩教授 
 北京大學 

題目：北京大學藏漢代醫簡 

下午 4:00 至 4:15 茶 點 

(第三節) 主持：蘇奕彰教授 

下午 4:15 至 4:45 

講者： 鄭 剛教授 
 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 

題目：出土醫藥文獻數據處理 

下午 4:45 至 5:15 

講者： 蔡忠志教授 
 台中中國醫藥大學 

題目：秦漢簡帛文獻關於五行學說研究之初探 

下午 5:15 至 5:45 

講者： 蔡璧名教授 
 國立台灣中國文學系 
題目：「守靜督」與「緣督以為經」－一條體現《老》與《莊》

之學的身體技術 

下午 5:45 至 6:15 

講者： 張連航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 

題目：張家山漢簡《引書》與傳世導引圖的對比研究 



時 間 程 序 地 點 

2011 年 7 月 16 日(星期六) 

(第四節) 主持：黎明釗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聯合書院鄭棟材樓

C1 講室 

 

上午 9:00 至 9:30 

講者： 陳偉武教授 
 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 

題目：簡帛醫藥文獻所見地名及藥物產地淺說 

上午 9:30 至 10:00 

講者： 張春龍教授 
 湖南省文物考古研究所 

題目：湖南省文物考古研究所藏簡牘中之醫藥記錄 

上午 10:00 至 10:30 

講者： 陳名婷教授 
 台中中國醫藥大學 

題目：宋代官方校正秦漢簡帛醫藥文獻工作之概述 

上午 10:30 至 11:00 

講者： 袁國華教授 
 香港恒生管理學院 

題目：出土文獻與中醫藥文獻文字互證兩則 

上午 11:00 至 11:15 茶 點 

(第五節) 主持：袁國華教授 

上午 11:15 至 11:45 

講者： 鄧佩玲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 

題目：武威漢簡「治魯氏青行解解腹方」獻疑 

上午 11:45 至中午 12:15 

講者： 林淑娟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歷史系 

題目：漢代河西地區的醫療文化 

中午 12:15 至下午 12:45 

講者： 劉碧珊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 

題目：簡帛醫藥文獻中所見中藥的藥效分析 

下午 12:45 至 1:15 

講者： 張光裕教授 
 香港恒生管理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 

題目：簡帛醫藥文用字釋義例說  

下午 1:15 至 1:30 總 結 

下午 1:30 至 2:30 午 膳 
香港中文大學 

聯合書院文怡閣 

下午 2:30 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