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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文以2015年韩国发表的与经学有关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整

理归纳和综合分析。本文选取论文的主要途径是韩国研究财团论文发

表平台(KCI)以及各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经学相关论文选取标准是

儒学经典十三经、并集中于中韩儒学者对其进行的注释。结果表明与

本报告主题相关的论文共有29篇(核心刊物发表24篇、候选刊物发表3

篇、博士学位2篇)。

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这29篇论文、本报告将其分成了两大类、分

别是人物类别和主题类别。就人物类别而言、又将其细分为韩国儒

学者、中国儒学者、比较研究三类。就主题类别而言、将研究对象按

照经典类型予以分类。同时、各经典选取了八篇论文进行分析、并

在最后对2015年经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评价以及未来研究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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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物类别

在29篇经学相关论文中、以经典注释书为中心、探讨学者经学思想的

论文共有27篇。在探讨各人物经学思想方面、关于韩国儒学者的论文

有20篇、中国儒学者的有6篇、还有一篇是比较不同学者思想的论文。

副标题形式为“以与…相比较为中心”的论文不算在其中。因为这种

论文探讨的重心还是在特定的某一位人物而非两位及以上。另外作为

参考、2014年51篇经学论文中以经典注释书为中心、探讨学者经学思

想的论文共有45篇。在探讨各人物经学思想方面、关于韩国儒学者的

论文有36篇、中国儒学者的有5篇、比较不同学者思想的论文有4篇。

1) 韩国儒学者

在探讨韩国儒学者经学思想的20篇论文中、最受注目的人物是丁若镛

(茶山, 1762-1836)、共有5篇相关论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光洙 茶山丁若镛象数学之易学研究 韩国外国语大学
博士学位

2 金庾坤 茶山丁若镛对《大学》理解中体现
的学问观

Acta Koreana 
18-2

启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3 徐根植 关于茶山丁若镛对《大学》解释的
研究 东洋古典研究60 东洋古典学会

4 林宪圭 茶山对《书经》的理解 东洋古典研究59 东洋古典学会

5 张铉五 考察丁茶山对《大学》的认识 哲学论丛82 新韩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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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较多的人物是沈大允(白云, 1806-1872)、研究论文共有

四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卢敬姬 沈大允的《论语注说》译注 成均馆大学博士
学位

2 张炳汉 沈大允《礼记正解》研究I(以19世
纪阳明学礼学论特征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30 韩国实学学会

3 张炳汉
沈大允关于《礼记》“旧说”和“新
注”的辨正意义(以沈大允《礼记正
解》檀弓篇的分析为中心)

东洋文化研究22 东洋文化研究院

4 张炳汉
沈大允《周礼删正》和王道论的研
究(以19世纪王权·法义的强化以及
民利·国富的再建为中心)

阳明学42 韩国阳明学会

再次、研究比较多的人物是李瀷(星湖, 1681-1763)、相关论文共

有3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徐根植 星湖李瀷《论语疾书》研究(以关
于仁的解释为中心)

精 神 文 化 研 究
38-3

韩国学中央研究
院

2 徐根植 星湖李瀷的《大学疾书》研究 精 神 文 化 研 究
38-1

韩国学中央研究
院

3 徐根植
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学的成
立过程I (星湖李瀷《易经疾书》中

《周易》的解释方法)
韩国哲学论集44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此外、各有一篇论文探讨了其他8位人物、按照年代顺序排列、

他们分别是：卢守慎(苏斋, 1515-1590), 崔鸣吉(迟川, 1586-1647), 安

锡儆(霅桥, 1718-1774), 郑赫臣(性堂, 1719-1793), 崔象龙(凤村, 1786-

1849), 李震相(寒洲, 1818-1886), 薛泰熙(1875-1940), 申晟圭(逊庵, 

1905-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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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郑豪薰 苏斋卢守慎《大学集录》中的知识
世界及其影响 韩国思想史学51 韩国思想史学会

2 金润境
迟川崔鸣吉《思问录》中四书解释
上的倾向性以及思想特征I(以《论
语记疑》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47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3 杨沅锡 霅桥安锡儆的诗经论及其《诗经》
解释方法的特征 汉文古典研究31 韩国汉文古典学

会

4 崔贞默
性堂郑赫臣的生活以及他对《大
学》的理解(以他对明德的理解为
中心)

儒学研究33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5 尹基纶 凤村崔象龙《论语》解释的特点及
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大同文化研究92 成均馆大学大同

文化研究院

6 朴仁镐 寒洲李震相的春秋学(以《春秋集
传》及《春秋翼传》为中心) 韩国学论集60 启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7 崔锡起 薛泰熙《大学》解析研究 韩国汉文研究59 韩国汉文学会

8 崔锡起 逊庵申晟圭《论语讲义》研究 退溪学和儒学文
化57

庆北大学退溪研
究所

2) 中国儒学者

探讨中国儒学者经学思想的6篇论文中、研究(晦庵, 1130-1200)的论文

有3篇、程頤(伊川, 1033-1107), 胡安国(青山, 1074-1138), 王夫之(薑齋, 

1619-1692)各一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东敏 朱子《春秋》解释方法论的研究 东洋哲学研究83 东洋哲学研究会

2 李再薰
朱熹《诗集传》《郑风》“郑”，

《缁衣》，《将仲子》，《大叔于
田》 新书传比较研究

中国语文论丛70 中国语文研究所

3 朱光镐 《周易本义》性理学性格研究 东洋哲学43 韩国东洋哲学会

4 金东敏 程颐理学对《春秋》理解的研究 儒学思想文化研
究60 韩国儒学学会

5 金东敏 通过胡安国对《春秋》的解释来看
宋代春秋学的特征 东洋哲学43 韩国东洋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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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6 林玉均 王夫之关于大学的理解(与朱熹对
大学的理解相比较)

国际版儒学文化
研究23

成均馆大学儒学
文化研究所

3) 人物比较研究(1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林宪圭 比较朱子和茶山《论语》学概念解
释 东洋古典研究 61 东洋古典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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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题分类

在主题分类下、主要有经学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及经

济思想等类别。考虑到经学思想的学问特点、将主题分类标准定位研

究对象经典。在29篇经学论文中、关于《大学》的论文有8篇、《论

语》6篇、《春秋》4篇、《诗经》3篇、《礼记》2篇、《孟子》1篇、

《书经》1篇以及《周礼》1篇。

作为参考、2014年51篇相关论文中、关于《中庸》的论文为数最

多、为15篇。《易经》12篇、《大学》6篇、《春秋》4篇、《论语》

3篇、《孟子》3篇、《尚书》3篇、以及《诗经》2篇。如果不按照

经典分类、而将个别学者的经学思想统一论述的论文有3篇。值得注

意的是2014年研究最多的《中庸》、2015年却鲜有研究成果。

1) 《大学》

就《大学》解释而言、分析韩国学者们经学思想的研究按照学者年代

顺序罗列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郑豪薰 苏斋卢守慎《大学集录》中的知识
世界及其影响 韩国思想史学51 韩国思想史学会

2 徐根植 星湖李瀷的《大学疾书》研究 精 神 文 化 研 究
38-1

韩国学中央研究
院

3 崔贞默
性堂郑赫臣的生活以及他对《大
学》的理解(以他对明德的理解为
中心)

儒学研究33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4 金庾坤 茶山丁若镛对《大学》理解中体现
的学问观

Acta Koreana 
18-2

启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5 徐根植 关于茶山丁若镛对《大学》解释的
研究 东洋古典研究60 东洋古典学会



192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6 张铉五 考察丁茶山对《大学》的认识 哲学论丛82 新韩哲学会

7 崔锡起 薛泰熙《大学》解析研究 韩国汉文研究59 韩国汉文学会

就对《大学》的解读而言、分析中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如

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林玉均 王夫之关于大学的理解(与朱熹对
大学的理解相比较)

国际版儒学文化
研究23

成均馆大学儒学
文化研究所

2) 《论语》

就论语的解释而言、分析韩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按照学者年代顺序

罗列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润境
《思问录》中四书解释上的倾向性
以及思想特征I(以《论语记疑》为
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47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2 徐根植 星湖李瀷《论语疾书》研究(以关
于仁的解释为中心)

精 神 文 化 研 究
38-3

韩国学中央研究
院

3 尹基纶 凤村崔象龙《论语》解释的特点及
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大同文化研究92 成均馆大学大同

文化研究院

4 卢敬姬 沈大允的《论语注说》译注 成均馆大学博士
学位

5 崔锡起 逊庵申晟圭《论语讲义》研究 退溪学和儒学文
化57

庆北大学退溪研
究所

就《论语》的解释而言、分析中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林宪圭 比较朱子和茶山《论语》学概念解
释 东洋古典研究61 东洋古典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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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春秋》

就《春秋》的解释而言、分析韩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朴仁镐 寒洲李震相的春秋学(以《春秋集
传》及《春秋翼传》为中心) 韩国学论集60 启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就《春秋》的解释而言、分析中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按照学者

年代顺序罗列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东敏 程颐理学对《春秋》理解的研究 儒学思想文化研
究60 韩国儒学学会

2 金东敏 通过胡安国对《春秋》的解释来看
宋代春秋学的特征 东洋哲学43 韩国东洋哲学会

3 金东敏 朱子《春秋》解释方法论的研究 东洋哲学研究83 东洋哲学研究会

4) 《诗经》

就《诗经》解释而言、分析韩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论文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卢在俊 高丽文人对《诗经》的态度 泰东古典研究35 翰林大学泰东古
典研究所

2 杨沅锡 霅桥安锡儆的诗经论及其《诗经》
解释方法的特征 汉文古典研究31 韩国汉文古典学

会

就《诗经》解释而言、分析中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论文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李再薰
朱熹《诗集传》《郑风》“郑”，

《缁衣》，《将仲子》，《大叔于
田》 新书传比较研究

中国语文论丛70 中国语文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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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易经》

就《易经》解释而言、分析韩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论文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徐根植
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学的成
立过程I (星湖李瀷《易经疾书》中

《周易》的解释方法)
韩国哲学论集44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2 金光洙 茶山丁若镛象数学之易学研究 韩国外国语大学
博士学位

就《易经》解释而言、分析中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朱光镐 《周易本义》性理学性格研究 东洋哲学43 韩国东洋哲学会

6) 《礼记》

就《礼记》解释而言、分析韩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论文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张炳汉 沈大允《礼记正解》研究I(以19世
纪阳明学礼学论特征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30 韩国实学学会

2 张炳汉
沈大允关于《礼记》“旧说”和“新
注”的辨正意义(以沈大允《礼记正
解》檀弓篇的分析为中心)

东洋文化研究22 东洋文化研究院

7) 《孟子》

就《孟子》解释而言、分析中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论文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黄志源

汉代训诂学和宋代朱子学对《孟
子》解释的差异及其哲学史上的意
义(以赵歧的《孟子章句》和朱熹
的《孟子集注》为中心)

东洋哲学43 韩国东洋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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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诗经》

就《孟子》解释而言、分析中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论文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林宪圭  茶山对《书经》的理解 东洋古典研究59 东洋古典学会

9) 《周礼》

就《周礼》解释而言、分析韩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论文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张炳汉
沈大允《周礼删正》和王道论的研
究(以19世纪王权·法义的强化以及
民利·国富的重建为中心)

阳明学42 韩国阳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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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论文内容概要

1) 《大学》

和《大学》有关的主要论文中、有一篇是关于解析薛泰熙主张的文

章、即《薛泰熙的<大学>解析研究》(崔锡起)。作者将薛泰熙的《大

学》解析观点归结为4点。①虽然薛泰熙把《大学》看作“大人之

学”、但和朱子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认为要通过修身来健全人格。②

朱子将“修己治人”作为《大学》的核心、与之不同的是、薛泰熙

将重点放在了修身上。③不照搬朱子的“三纲领说”、提出将“明

德”看作“体”、将“亲民”看作“用”、将“至善”看作“极则”

的“体用极则说”主张。④不照搬朱子的“八条目”说、提出“八次

序”、即将“修身”的“身”和“格物”的“格”分别作为认知的主

体和对象、提出了“八次序区别说”的主张。

关于薛对《大学》的断章和修订次序的特征、在这里归结为5

点。①以《古本大学》为原本来进行断章和修订次序。②像朱子一

样、将《大学》分为经文和传文从而进行解析。③只把前一章到前

五章进行了次序修订、剩下的和朱子的《大学章句》是一样的。④将

“释止章”放到了传文里。⑤将《听讼节》作为“格物致知”的事例。

内容上的特征在这里整理为4点、①前两章可以理解为是对“亲

民”的解析、“亲民”可以看作是“止于至善”带来的成效。②前

三章可以看作是对“至善”的解析、是在说明“明明德”和“亲民”

最终必须要达到“至善”③前四章可以看作对“止于至善”的“止”

进行解析、是对“止”的强调。④前5章是薛认为《听讼节》是“格

物致知”的例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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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新解说的主要观点主要整理为以下7点。①将“明德”的

含义看作“良知”兼“素仁”。②不像程子和朱子一样把“亲民”看

作“新”、薛将“亲民”看作“亲爱、亲近”。③将“至善”看作不

偏不倚的“正心处”。④把“格物”理解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

待任何事物、将“致知”理解为万物由心生。⑤将“格物致知”看作

是认知主体“身”在处理认知对象“物”的过程中产生的认知作用、

认为它和“知行合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⑥将重点放在“所有人

都要将修身作为根本”、对朱子将《修身齐家章》以下看作“上行下

效”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不能将所有责任都推到君主一人身上。

⑦关于《正心修身章》中“身有所忿懥”的“身”、薛没有遵循程

子的见解、即程子认为“身”是“心”的错字、而是认为“身”指的

是五官的总称。

从结论来说、该论文作者认为、薛泰熙《大学》解析的特征很大

程度上是受到王守仁《大学》解析的影响、但是又没有完全照搬王守

仁的学说、而是以他的学说为根本、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2) 《论语》

关于《论语》、有一篇论文是关于目前为止没有进行研究过的、有关

于崔鸣吉的解析的论文––《迟川崔鸣吉<思问录>中四书解释上的

倾向性以及思想特征I(以《论语记疑》为中心)》(金润境)。这篇论文

是以崔鸣吉的《思问录》中的《论语记疑》为中心、就崔鸣吉对《论

语》的解说倾向和思想特征进行了研讨。作者认为崔鸣吉的《论语》

解说倾向特征是：当时学界将朱子的经传解说当做通识学说、但崔没

有依附这种大趋势、为了能主观探索经传的本意、他对古注乃至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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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本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也不完全依靠古注和新注、展示了自

己独创性的见解。以下作为崔鸣吉引用古注进行参考的事例、《太

白》20章关于“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云云”、《里仁》18

章关于“事父母几谏云云”、《颜渊》7章关于“足食足兵民信之云

云”等进行了解说。文章不仅对朱子新注进行怀疑批判、也没有被

古注束缚、在《先进》19章“不践迹不入于室云云”、《季氏》9

章“生而知之者上云云”、《阳货》3章“上智与下愚不移云云”中

都附记展示了自己独创的见解。在那个时代、对阳明学持肯定态度是

思想界的主流倾向、崔鸣吉对《里仁》8章“朝闻道夕死可矣云云”、

《太白》4章“君子所贵者三云云”的解说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崔鸣吉的《论语》解说中出现的思想特征可以归结为、“心”和

“道”本来就无法分离、他认为学习的时候、心之上的本源学习才是

学习的本质和优先要做的事情。这样的见解虽然会使他成为肯定阳

明学的思牖倾向派、但他对阳明学接受与否、以及对他的哲学特色

的准确查明都还很不足、就此、为了更加准确地探明事实、有必要对

《思问录》的其他篇章《孟子记疑》以及《大学记疑》等解说内容进

行同时考察。

从结论来说、作者认为这篇论文的意义在于、论文中对于当时的

四书解说趋势并非是朱子学一边倒、而是作为多样性共存的例子进行

了深入研究、并考察被当作早期阳明学者热议的崔鸣吉的思想特征、

从而对韩国阳明学的发展进行重新探明有很大帮助。

3) 《春秋》

关于《春秋》、有一篇论文是关于目前为止没有正式登载的李震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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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春秋》的理解––《寒洲李震相的春秋学(以《春秋集传》及《春

秋翼传》为中心)》(朴仁镐)。这篇论文以通过李震相编纂的春秋学

著作《春秋集传》和《春秋翼传》、察看当时斥邪派儒学者们持有的

历史认知为主要目标。作者评价说道、在李震相的《春秋集传》中收

集了有关《春秋》的传文、并加以暗示说明来揭示“经世”和“尊君

父”的大义、同时也在《春秋翼传》中、通过对春秋前后的时代史编

纂、阐明了“尊周”和“大一统”的大义。并且、作者认为李震相在

事实的层面上采取了《左传》的记录、义理的层面上则采用《胡传》

的记录来进行书的编纂。对此、作者评价为这是朝鲜中后期朱子学者

以《左传》为主、同时也一定程度接受《胡传》状况的延长现象。但

需要注意的是、正祖以后从中国引入了考证学、开始进行自己的经学

研究、对《左传》的接受潮流出现于正祖及一部分维新派、但在这种

潮流中、李震相把《胡传》当作了主要研究参考。

就结论来说、作者认为李震相的伟正斥邪派行为的理论背景来自

于春秋学、其生涯末期通过《春秋集传》和《春秋翼传》来宣扬经世

意识和尊朱意识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

的学问上的对应。即、李震相将自身的斥邪立场和《春秋》义理相

连接的事实通过《春秋》研究进行自我标榜、从而在经学层面上为自

己行为的正当性进行铺垫。

4) 关于《诗经》

关于《诗经》的论文有一篇是《霅桥安锡儆的诗经论及其<诗经>解释

方法的特征》(杨沅锡)。这篇论文以通过对于安锡儆《识闻诗传》的

分析探究、考察安锡儆诗经论的主要内容以及《诗经》解说方法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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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为主要目标。这样的目标下、首先、论文讲述了对安锡儆的经传和

句子的认识及《识闻诗传》的构成和内容、然后说明了朱子注尊崇现

象和对朱子“淫诗说”的肯定现象的“诗经论”、又通过对经文解说

方法的考察、阐明了《识闻诗传》通过积极运用修辞学方法、是《诗

经》的注解书这一点。

作者认为、安锡儆在《识闻诗传》中除了朱子注以外、没有言及

其他注释、只是、通过他引用朱子注释、特别是引用《诗集传》或者

是关于它的补充说明的现象让我们可以知道、安对于朱子注解持非常

肯定的立场、而且将朱子的注释赞为“圣译”等都可以表现出他对朱

子非常尊崇的立场。并且、作者认为安锡儆虽然对朱子的“淫诗说”

基本持肯定立场、但考虑到他对朱子判定为“淫诗”的相当多诗篇

都不作发言、或者不把它称作“淫诗”等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出安

锡儆比起淫诗判定的问题、还是对诗篇的句子修辞层面赋予了更多关

注。

作者认为《识闻诗传》中可以看出经文解说的最大特征是对于修

辞学方法论的积极运用、在《艺学录》中可以看出的“篇章的修辞

学”和“字句的修辞学”被积极运用到《识闻诗传》中。

结论来说、作者认为《识闻诗传》虽然与一般的经学著作性质不

同、但使用了新的经书研究方法这一点对于经学史拥有非凡的巨大

意义。

5) 关于《易经》

关于《易经》的论文、有一篇是徐根植的《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

学的成立过程I (星湖李瀷<易经疾书>中<周易>的解释方法)》。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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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主要李瀷的《易经疾书》中对《周易》的解读方法进行考察。作

者认为、李瀷试图用各种方法来解说《易经》、这之中认为“互体”

是最重要的方法、因为作者看来、李瀷认为通过“互体”可以将《周

易》综合起来。并且、作者认为李瀷运用的“互体”核心是六十四卦

-十六卦-四卦-阴阳、这里阴阳是乾坤、四卦是乾、坤、既济、未济、

十六卦是乾、坤、剥、复、夬、姤、颐、大过、渐、归妹、骞、解、

家人、睽、既济、未济、李瀷认为这样的互体理论可以同时说明《周

易》所有的六十四卦。但是作者认为、李瀷从16卦到64卦的演绎过程

中、由于没有使用正常的“互体”、“互体”并非像李瀷主张的那样

可以聚合《周易》全部内容、只是在后面部分为丁若镛将互体视为重

要的理论方面做了铺垫。

就结论来说、作者以丁若镛《贞轩墓志铭》上写的文章作为据、

来说明丁若镛不仅从中国《易学》著作、更从星湖学派内部的《易

学》著作中获得了影响。丁若镛的“易理四法”虽然从西河的《易

经》获得了影响、但依然可以评价为星湖学派内部长久以来深思熟

虑而诞生的完成品。

6) 关于《礼记》

关于《礼记》、研究论文有张炳汉的《沈大允<礼记正解>研究I––

以19世纪阳明学礼学论特征为中心》。作者认为、沈大允判断当时19

世纪前中半时期为危机局面、并集中关注了和他一样被当为危机起

源、以前在官学的保护下位于政治和思想中心的郑玄、孔颖达、朱

熹、陈澔的礼学说。他们的礼学说使先王的“礼”和“道”变得越

来越奇特、也使沈大允在礼法人之常情和常理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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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沈大允为了恢复先王的礼法、自觉当时的礼学说有变通的必要

性、即使只是照搬孔子的礼观、为了实现大同政治、也必须要实行君

子礼学的变通政策。另外、沈大允自己自居为时代君子。他提出当时

的危机局面的现实的解决办法、即对被崇尚为现存礼经的《礼记》和

位于传统官学中心的汉唐宋的礼学体系尝试变通。

沈大允通过对既存的程朱学礼学论的批判和分解、提出了新的礼

学观点、作者将此归于3个特征。①礼是人礼、理解为人道。②礼是

实文、理解为实利。③礼制要根据时机选择更便利的方式。沈大允

的礼学特征是、和既存的韩国统治理念和位于礼学中心的程朱学系

列的游氏和李氏、朱熹、陈澔的礼学有很多的差别、以及对实利、文

饰和便利的强调、以及重视仁的可调节性等等。另外、关于既存的郑

齐斗的阳明学礼论的特征、即从仁的“精神根干”、“从简主义”、

奢侈和文饰的拒绝、实用和实利的重视等可以看出、两者在很多部分

一脉相承。

就结论来说、作者认为可以确定19世纪沈大允的学问体系继承了

17-18世纪郑齐斗的学脉、在人民(农工商人)的礼重视、人情、事理

和公利、公益的强调、实文、实利和便利、常情、常理、多众、公

利、大同的提出等等响了韩国的实学性和近代性的价值指向的层面

上、也可以再次确定沈大允的礼学史的重要性。

7) 关于《书经》

关于《书经》的论文、有一篇是《茶山的<书经>认知》(임헌규)。这

篇论文考察了丁若镛的《书经》认知、并以展示其认知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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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丁若镛的学问课题被看作是尧-舜-周公-孔子之道的本源儒学原

型和精神、作者证实了这一点并且认为通过丁若镛、学问上很大程度

克服了桎梏的现实、丁若镛对《书经》的关注和解析正是来自于此。

还有一点、丁若镛对六书五经有庞大见解、也有清朝考证学的倾向、

甚至精通日本的儒学研究、由此、他不仅在《书经》中单纯地提出质

疑、还认为了解整个学问体系才是关键。所以丁若镛不仅证明了被看

作后世巨作的古文经义、还在遍阅庞大的资料后、通过对原资料的收

集和采录、试图恢复《书经》的本来面貌。

在作者看来、丁若镛认为《书经》是这样一本书：讲述把《书

经》当作政治标准的古代圣人的政治见解的历史书、并认为只要真正

了解了这样的政治标准、就能马上运用于现实。丁若镛为了了解《书

经》、选择优先逐字逐句训诂、但如果要训诂字句、就要先整理经

文。但《书经》是最残缺不全的经传、他强调需要首先在当时通行的

《上书》中辨别出后世伪造的部分、然后再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丁若

镛打算复原的《尚书》的原型是据说孔子亲自核定并且写了序言的

100篇文章(《虞书》20篇、《夏书》40篇、《周书》40篇)、100篇

的原型恢复作业事实上由于原本丢失、丁若镛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丁若镛首先广泛阅览了浩繁的文献知识、采录了汉代以前的经

传中值得信赖的部分并进行排序后、聚集各路学说(《尚书古训蒐

略》)、一边对比各种古训的异同、一边在书中加入自己的见解(《尚

书知远录》)并整理成集(《尚书古训》)。

就结论而言、作者认为丁若镛的努力目标是、比起是解析《尚

书》、更多的是对古代原本的保存、从而制成使世人了解《尚书》的

本来或是大概面貌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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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礼》

关于《周礼》的论文是张炳汉的《沈大允<周礼删正>和王道论的研

究––以19世纪王权·法义的强化以及民利·国富的再建为中心》。

作者认为、 15-16世纪以李滉和李珥为首的性理学者倾向于修己的心

性论、不太注重明物制度的《周礼》性质的王道论、另外17-18世纪

性理学者派的老论和少论学派也对《周礼》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或

者没有进行过多的研究进展、《周礼》研究和政治运用方面、大体上

是朝鲜建国初期以郑道传为开端、从17世纪南人系改革倾向的实学者

李睟光、尹鑴、柳馨远、一直到19世纪丁若镛、都对之进行了一脉传

承。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为沈大允的《周礼》观在3个方

面与之前学者或学派有明显的不同之处。①以前大多数学者们将

《周礼》假象化为周公的真书、而沈大允强调并非如此。②既存的

17-18世纪老论少论学派中、都没有对《周礼》有特别兴趣或做研究、

比起这种情况、沈大允在少论的党脉和河谷的阳明学世界观的气脉影

响下、完成了《周礼删正》、《礼记正解》、《仪礼正论》、并提议

将此作为未来王道论的指南书。③朝鲜建国初期以郑道传为首、到

17世纪南人系改革倾向的实学者们、都以《周礼》的理念和制度为

基础进行了现实改革。比起对过去《周礼》的取古酌今、沈大允不盲

目迷信古经传《周礼》的价值观、而是以先王的易简主义和现实国家

及百姓的实益性为基准、通过对之再次删除改正、希望制成对古今经

世济民都可以适用的、即19世纪的新儒家《周礼》。

就结论来说、作者认为、《周礼删正》中出现的沈大允的19世纪

经世王道论改善了当时陈腐的封建结构政治社会矛盾、并通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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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并实现实现更加适用的朝鲜近代儒家王道论。这一点在韩国儒学

的近代思想史上有巨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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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与展望

笔者认为未来韩国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应当是按照经典类别来叙

述经学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从而对具体地韩国经学史进行叙

述。因此就需要另辟新路、发现那些尚未被发掘出的经学家。从这个

角度来看、2015年经学研究可谓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进展。在经学领

域、很多研究是关于那些至今尚未被研究的学者们的思想、如卢守

慎、郑赫臣和薛泰熙的《大学》、崔鸣吉、崔象龙和申晟圭的《论

语》、李震相的《春秋》、安锡儆的《诗经》、以及沈大允的《礼

记》和《周礼》等、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也期待未来这一

良好的学术趋势能够得以维持。

另一方面《关于茶山丁若镛<大学>解释的研究》、《关于丁茶山

<大学>的考察》等论文却与业已发表的、有关丁若镛《大学》的研

究较为相似、缺乏新意。因此在研究前人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的主题

时、应当在详细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开展研究、以确保新的研究

能够发现前人未能发现的事实或者新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