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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移师日本关西大学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是 2004 年 7 月在澳门注册、以“推动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建立

汉语教育学科史并促进国外汉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增进各国汉语教育领域及本领域同

行之间的相互了解、交流与合作，发展各国人民之间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为宗旨的

国际性学术组织。现该学会拥有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

新西兰、波兰、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典、美国等国家的会员近二百名，学会成立至今已召开

两届学术年会，学会理事会每年召开工作会议 1-2 次。鉴于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抛点在近

代汉语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经学会理事大会通过，2007 年 10 月，“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

将注册地点更改为日本关西大学，学会在中国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

日本大阪（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基地）两地分设秘书处，同时展开工作。 

 

关于“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 

（一）2004 年 7 月，在澳门召开的“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应与会学者的要

求，在澳门注册成立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学会章程如下： 

 

 

世界汉语教学史研究学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会名称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属国际性民间学术组织，会址在澳门。 

第二条 本会宗旨是：推动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建立汉语教育学科史并促进国外汉学史和中

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增进各国汉语教育领域及本领域同行之间的相互了解、交流与合

作，发展各国人民之间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第三条 本会任务是根据上述宗旨举办各种学术活动，促进和组织理论研究、人员交流、项目合

作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定期出版书籍和有关中国古代对外汉语教育史研究、中国现当代

对外汉语教育史研究、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史研究、16—19 世纪西方入华传教士汉语研

究、近代各国汉语教育史研究、20 世纪各国汉语教育研究以及汉语教育史方法论研究的

资料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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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会 员 

第四条 凡从事或热心于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并赞成本会章程的各国学者均可申请加入本会。赞

成本会章程、与本会的性质和宗旨有关的图书馆、出版社、书店、广播电台、电视台等

也可申请加入本会，作为团体会员。 

第五条 凡申请入会者，由本人直接提出书面申请并附简历及主要著作目录，经本会常务理事会

全体成员半数以上通过后，即为个人会员；凡申请作为团体会员的机构，须提前书面申

请，说明该机构的业务性质和与本会有关的工作内容，经常务理事会全体成员半数以上

通过后，即为团体会员。 

第六条 本会个人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均有权参加本会组织的各种学

术活动，参加本会举办的教师培训班，参加本会组织的国际合作项目，免费获得本会出

版的刊物和资料；并享受其他优惠待遇。 

第七条 本会会员履行下列义务：遵守本会章程及其他规定，交纳会费，参加本会工作，支持本

会组织的学术活动。 

第八条 本会会员如违反本会章程，经常务理事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通过，即中止其会员资格。

连续两年不交纳会费者作为自动退会。 

 

第三章 会 费 

第九条 本会会费标准及交纳办法由常务理事会另定。 

第十条 本会会费收入用于本会活动、研究资料和成果的出版、向会员邮寄本会资料。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一条 本会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大会。 

第十二条 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会从理事中选举产生会长 1 人，副会长若干人，常务理

事若干人，秘书长 1 人，组成常务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会长均

为义务职，任用 3 年。 

第十三条 本会实行差额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第十四条 本会理事会得聘请名誉会长和顾问若干人。 

第十五条 本会常设办事机构为秘书处，秘书处由秘书长、秘书、干事组成。秘书长在会长领导下

主持日常工作。 

 

第五章 例  会 

第十六条 本会每 3 年举行一次大型学术讨论会，并协助世界各地会员不定期举行专题学术讨论会

或地区性学术讨论会。大型学术讨论会期间举行会员大会和理事会。会员大会听取并讨

论通过会长关于会务工作的报告，秘书长关于财务的报告，并进行改选理事、修改章程



                  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学会                   145 
 

及其它重要事项。大型学术讨论会、会员大会及理事会的召开，至少须在 1 年前发出通

知。 

第十七条 本会常务理事会的召开由会长决定，但至少须在 4 个月以前发出通知。 

第十八条 学术讨论会在世界各地轮流举行，由当地会员组成会议组织委员会，或与其他友好组织

联合组成会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第十九条 条  大型学术讨论会的举行由理事会决定，专题学术讨论会和地区性学会的举行由常务

理事会决定。经半数以上常务理事同意，可提前或推迟举行各类学术讨论会、常务理事

会和理事会。 

 

第六章 经  费 

第二十条 举行学术讨论会的经费由会议组织委员会负责筹措。 

第二十一条 本会资料及成果的出版费用与邮费从会员交纳的会费中开支，不足部分由秘书

处负责筹集。 

第二十二条 秘书处办公经费由秘书处负责筹措。 

第二十三条 本会经费收支由负责财务的秘书办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的修改须经出席会员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会员通过，方为有效。 

 

（二） 学会组织调整 

2007 年 10 月 6 日在学会第二届年会期间召开的理事大会上，经参会全体理事通过，对学会的

组织结构做如下调整： 

1．新的组织结构 

会长：张西平 

副会长：内田庆市，马西尼，孟柱亿 郎宓谢 

秘书长：柳若梅，沈国威 

理事（排名不分先后）： 

崔明芬，崔维孝，赖少英，李树森，戚印平，马西尼，张美兰，黄端铭，张卫东，李明，许光华，

梁志桦，潘奇南，郑光，孟柱亿，沈国威，施光亨，鲁宝元，姚小平，续三义，阎国栋，鲁健骥，

邹振环，李开，王若江，顾钧，李杨，张晓慧，汤开健，王幼敏，蔡剑锋，李文潮，丁超，叶青，

游汝杰，柯彼德，白乐桑，吴伟克，叶农，崔永华，爱德华，保罗，汤翠兰，钟少华，吴丽君，

李雪涛，赖少英。 

会员： 

蔡剑锋，曹慧，曹学新，陈乃芳，陈乳燕，丛晓梅，崔永华，保罗，丁超，董海樱，董淑慧，耿



 146  或問 第 16 号 （2009） 
 

升，顾卫星，顾钧，郭丽，韩经太，韩容洙，郝颖，何高济，何一微，胡百熙，黄端铭，金琮镐，

鞠玉华，来静青，李开，李明，李申，李文潮，李扬，梁冬梅，梁志桦，刘继红，刘丽川，刘润

芳，刘正文，刘士勤，梅若梅，鲁宝元，鲁健骥，马西尼，孟柱亿，内田庆市，潘奇南，朴兴洙，

戚印平，千叶谦悟，钱婉约，沈国威，施光亨，施正宇，王若江，王晓澎，王幼敏，西山美智江，

徐文堪，徐子亮，许光华，阎国栋，严娜，严绍汤，杨爱姣，杨慧玲，叶农，叶青，叶向阳，于

捷，张方，张海英，张铠，张林涛，张美兰，张卫东，张西平，张晓慧，赵永新，郑光，朱凤，

朱勇，邹振环，（以下粉色标记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高田时雄，周振鹤，李真，盐山正纯，何群

雄，西山美智江，竹越孝，钱乃荣，赵世举，小野文，梁凤清，阮星，钟少华，吴丽君，奥村佳

代子，木津佑子，温云水。 

2．学会的注册地点变更为日本大阪。新注册的学会日常工作由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

心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同时承担，在日本关西大学和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同

设学会秘书处，日本秘书处负责学会的日常管理、组织等工作，与此相关的具体工作的筹措和落

实则由中国秘书处承担。 

3．学会日常资金筹措由日本秘书处负责，如学会每年一期的通讯的编辑等费用、学会活动的费用

等。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可由中国秘书处具体完成。本次日本会议的论文集由日本秘书处编辑并

负责出版。 

4. 学会工作的基本内容大致如下： 

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由会议承办方负责出版会议文集；学术将定期为会员的论文

评奖，并将受奖情况记入学会档案；学会将主办“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该丛书原则上为开

放式，可随时纳入新书，但出版时应按内容、成系列地推出。 

5. 学会通讯： 

北京秘书处在互联网上设立学会的网页，及时通过互联网通报学会活动。学会每年编辑学会

通讯一期，以便于会员之间增加了解和联系，沟通学术信息，促进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通讯

的编辑由学会设在北京的秘书处负责，所需经费由学会提供，向所有会员发送电子版。日本秘书

处建立一个 Mailing-List 系统，使学会会员有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6．入会及会费 

凡对本会的学术内容感兴趣的学者通过互联网网页自动注册加入学会或参加学会活动自愿入

会，本会不收取会费。 

 

三、学会大事记 

（一）2004 年 7 月 2-5 日，由澳门理工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主办、在

澳门召开了学会的首次大会——“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4 年 7 月 2-5 日，在澳门召开的“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成立了世界

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这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由澳门理工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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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举办的，来自意大利、挪威、俄罗斯、新西兰、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十个国家和中国内地、

澳门的八十多位专家，将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发表七十多篇论文，围绕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相关问

题展开讨论。澳门特区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代表特区政府向研讨会致贺。他说，近年来，随着

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汉语在国际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全球范

围内学习汉语的人数激增，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有力地推动了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而世界汉语教育史的进一步研究，无疑将拓展这一领域，使该学科有

了更为深厚、更为扎实的历史根基。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原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李学勤等著名学者也向研讨会发来贺

辞。他们指出，自古以来，汉语在亚洲地区即有广泛的影响，及至中西交通发达，文化沟通，外

人学习汉语日益普遍。特别是近年，汉语教育尤见昌盛，其发展历史及所积之经验，所逢遇之问

题，极待阐发研究。澳门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是西方汉学的发源地，也是西方人最早

学习汉语的地方。在澳门召开“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具有特别意义，世界汉语教育

史研究学会的成立将有助于各国汉语教育工作者的相互了解、交流与合作。本次会议文集《世界

汉语教育史研究》于 2005 年在澳门出版。 

（二）2005 年 7 月 30-31 日，在“世界汉语大学”的“海外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设立

了“海外汉语研究”分会场，在这次会议期间，召开了理事大会。 

2005 年 7 月 23-25 日，国家汉办首届世界汉语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二——“海外汉学学术研讨

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洲 14 个国家的学者

围绕海外汉学研究和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进入了深入的讨论，使外国（族）人学习、应用、研究

汉语的历史的考察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本次研讨会上，有学者从现今欧洲所藏的早期的手稿字典，

分析传教士认识、学习汉语的历史过程和汉语语言演进的历程，令与会学者今目一新；与会学者

认为，最早入华的罗明坚和利玛窦所编的《葡汉辞典》所采用的罗马拼音方案不但反映了明末以

南京话为基础的汉语音准，也是欧洲人使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章节的先驱，同时辞典中包含的音

韵学、词汇学内容亦相当丰富，值得从汉语的角度进一步挖掘；马礼逊《华英词典》与《康熙字

典》以基本相同的中文词语，建构与迥然不同的工具思想和知识桥梁，从中可以梳理出中国近代

新词语产生的重要源头，因而应关注中国传统知识和西方近代知识在字词方面的交汇；19 世纪入

华的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以鸿篇巨制著称于世，在日语近代词汇体系建立过程中也

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与会学者研究了罗存德在汉语语法描述方面的成就以及对汉语教育所持有的

基本观点；第一部意大利语—汉语词典出版于 1939 年，这部词典具有教科书的性质和方言口语化、

宗教色彩浓厚的特点；与会学者认为，19 世纪英语资料与汉语本体研究关系紧密；《语言自迩集》

36 年间的三次修订出版也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法国的汉语教育成绩卓著，本次会议研究了法国汉

语教育史的特点和法国汉语教育史上的汉语教材，认为其中体现了教研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

的优秀传统；本次会议对于日本汉语教育的历史十分关注，对于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历史、江户时

代两个重要人物——冈岛冠山和六角恒广其人其著以及另一位出色的汉语教育家荻生徂徠都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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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朝鲜民族的汉语教育史渊源悠久，朝鲜王朝时期的汉语教育史及汉语教材同样是与会者关注

的话题，与会学者还利用《老乞大》研究汉语官话史，分析汉民族共同语形成的进程。当代汉语

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与引起了本次会议的关注，泰国、越南、哈萨克斯坦的东干族人的汉语教育以

及澳门葡萄牙政府在 20 世纪初针对澳门土生葡裔青年的汉语教育等都成为与会学者的议题。本次

研讨会关于汉语在全世界的学习与应用的研究，为汉语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拓宽了范围，同时对

于汉语史和汉语本体研究、海外汉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2007 年 10 月 5 日至 7 日，学会第二届年会——“16-19 世纪西方人的汉语研究”国际

研讨会。2007 年 10 月 5 日，学会理事大会，确定学会注册地点更改为日本大阪关西大学，确定学

会新的组织结构。 

2007 年 10 月 5 日至 7 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

研究中心、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共同主办的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第二届大会“16-19 世纪

西方人的汉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大阪关西大学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意大利 4

个国家的 100 名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会长张西平、日本关西大学学长

河田悌一、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松浦章、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内田庆市在开幕

式上致辞。会议共宣读论文 29 余篇，与会学者就欧洲早期的汉语课本、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

研究、欧洲学术界的汉语观、日本韩国早期的汉语学习与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学

者一致认为，本次会议对于海外汉学研究、汉语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 

（柳若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