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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刊 词

栗谷李珥先生是韩国的代表性儒学者、在文·史·哲方面都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因此被奉为东方大贤、奉祀文庙。虽然栗谷先生在世只有

短短的49载、但他的学术著述却涵盖了哲学、政治、教育、历史、军

事等各方各面。

栗谷研究院自成立以来、继承和弘扬栗谷先生的学术思想、积极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刊行相关的书籍、与时俱进的对栗谷思想进行了

再解释。

接着去年、今年也我们受命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成立了栗谷

学产品开发及社会&国际拓展事业团、以栗谷文集为基础文本开展汉

字、汉文的教育活动、积极培养具有人性化教育的指导教师、同时在

韩国和海外开展巡回演讲、向韩国一般群众和海外有志之士宣传和普

及栗谷的学术思想。

此次刊行的韩国儒家报告书系统的分析和整理了截止到目前为止

包含栗谷学在内的韩国儒教研究的现状、以此为契机希望不仅能对韩

国国内的儒学研究和宣传活动产生促进作用、更能够吸引更多外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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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参与到我们的学术研究当中。

最后、希望这些活动的开展能够成为我们对栗谷学术思想进行再

评判、再反省的契机、同时也希望提高栗谷學在国际儒学上的影响

力！

2016年12月15日

社团法人栗谷研究院理事长 尹絲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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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儒学最初传入韩国的时间并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

这个时间点一定是在三国时期以前。儒学在丽末鲜初逐渐成为主导韩

国社会的思想、特别是到了朝鲜的中期、对朱子学研究的兴起使朝鲜

性理学的理论体现逐步确立、到了17世纪士林派掌权以后、朱子学成

了统治社会的理念、进而对儒学思想开始了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可以说是《朱子大全箚疑辑补》的编撰、此书

是对《朱子大全》的注释、始于17世纪、历经160多年、直到19世纪

才在李恒老的主持下刊行、可以说是朝鲜儒学者们呕心沥血的集大成

之作。

朝鲜时代儒学思想通过激烈的论争得到了阶段性的发展、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论争是16世纪的四端七情论争、18世纪的湖洛论争、19

世纪的心说论争。论争中的主角们为了证明自己学术思想的合理性、

批判对方的观点、纷纷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文本、以朱子学的

理论体系为方法论、通过严密的分析进行再解释。正是继承了这种

理性分析的传统、现代儒学者们不断的研究创新、积累了大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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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研究成果、并且每年都有新的论文和著作刊行。

但是不得不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现有儒学研究成果的分析、批判

和整理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更不用说通过这样的分析、批判和整

理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了。刊行的论文和著作基本上都是各自刊

载、各自为营、而刊载发行之后的事几乎无人问津、读者也只是本

专业的寥寥数位学者、不管是在社会还是在学界并不能引起很大的反

响、也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为了减少上述状况的发生、本事业团从2015年开始系统的整理韩

国目前现有的儒学研究单位和研究成果、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然

后将综合分析的结果以韩文和中文两种形式集结出版。俗语有云“珍

珠三斗、成串才为宝”、本事业团正是穿针引线将每个单独的论文

和著作串成串、串成“韩国儒学”这一至宝。

前面我们也提到过韩国历来有论争的传统、因此希望本报告并不

只是停留在穿针引线的作用层面、而是能够成为学界乃至社会的热门

话题、成为开展新一轮论争的练兵场。同时也希望以本报告中文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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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行为契机、使韩国儒学现有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国际儒学的研究做出

更大的贡献。

本报告是在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在此我谨

代表事业团以及我个人向相关的人员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还要感谢

社团法人栗谷研究院的理事长尹絲淳、栗谷平生教育院院长郑文教、

感谢他们不仅在物质上、更是在精神上对本团进行了诸多的支持和

帮助。最后要感谢执笔报告的各位学者、事业团的行政主管林泰弘

和干事俞庆善。

2016年12月15日 明伦洞研究室 

栗谷学产品开发及社会&国际拓展事业团团长 崔英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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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报告作为《2015年韩国儒教文化报告》的一部分、综合分析了

2015年度在韩国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博士学位论文中与中国先秦和汉

唐相关的研究成果。论文的索引对象皆为韩国研究财团的期刊中正

式收录的论文(KCI)、以及2015年韩国各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

筛选出的论文发表时间是从2015年1月至12月一年间。首先、本报告

以22家哲学专业学术期刊作为分析研究对象。经分析、与中国先秦

和汉唐时期相关的论文共100篇。具体来说、先秦时期共94篇、占了

绝大多数、秦汉时期有4篇、汉代以后至隋唐时期共2篇。这些论文

当中、与儒学以外的老庄哲学或者道教相关的24篇论文、以及与其

他诸子百家相关的5篇论文均被排除在本次研究对象之外。本次研究

分析的对象、即与儒学思想相关的论文共计71篇。

为了一目了然地把握全部论文、笔者大致按照两种分类方式对其

进行了划分。第一是按人物进行划分、第二则是按主题划分。按人

物进行的分类中、主要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

子、其他与儒家理论相关的人物则被一起归为“其他人物”类。此

外、在按照主题的分类中、第一是经学思想、第二是哲学、第三是

政治经济、第四是宗教、第五为教育、第六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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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人物进行划分

根据人物进行的分类中、①孔子：16篇、②孟子：6篇、③荀子：11

篇、④其他人物：4篇。与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相关的论文共计33篇、与其他人物即汉代儒家思想家––陆贾、贾

谊、董仲舒、扬雄相关的论文各1篇。在2014年的研究中、与孔子相

关的论文有11篇、孟子13篇、荀子4篇、对孟子的研究相对较多。然

而2015年、对荀子的研究明显较多。并且和2014年一样、对先秦时

期以后的人物研究目前依然非常欠缺。除了有1篇和董仲舒相关的博

士学位论文之外、没有一篇与王允或者郑玄等汉代儒家代表性人物或

汉代以后的儒学家相关的研究成果。目前、在韩国学术界、几乎没有

对汉代以后至宋代新儒学出现之前的这段时期进行过研究、因此我们

亟需营造出对各个时代开展的、丰富多样的儒学进行发掘和研究的学

术环境氛围。

1) 孔子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Choi, Jeong 
Mook 孔子的学问观 《东西哲学研究》

79 韩国东西哲学会

2 Lim, Heon Gyu 《论语》中“学”的涵义 《东方学》33 韩瑞大学东洋古
典研究所

3 Jeong, Dae Hwan 
/ Yoo, Ji Woong

孔子哲学中“性”与“习”的涵
义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59 韩国儒教学会

4 Lee, Seung Mo 对孔子情义观的考察––以
“义”和“正名”为中心

《东洋哲学研究》
84 东洋哲学研究会

5 Park, Pyung Sun 孔子大同思想的实现主体与
方法

《东洋古典研究》
61 东洋古典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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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ee, Cheol Seung 孔子的“华夷”观与文化意识 《中国学报》74 韩国中国学会

7 Ahn, Hei Jin 孔子论“少正卯事件” 《中国学报》73 韩国中国学会

8 尹用男 孔子的及时雨教育法 《东洋哲学》44 韩国东洋哲学会

9 Lim, Heon Gyu 孔子的人文主义及其教育 《韩国哲学论集》
46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10 李光昭 孔子的因材施教论 《孔子学》28 韩国孔子学会

11 金载京 孔子对子路的反馈分析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1 韩国儒教学会

12 朴星奎 《论语》中孔子的委婉用语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59 韩国儒教学会

13 Lee, Gi Won
孔子的“因人施言”方法与哲
学讨论––以《论语》中出现
的孔子的问答为中心

《退溪学与儒教文
化》57

庆北大学退溪研
究所

14 李相浩 有关孔子伦理讨论的研究 《东洋哲学研究》
81 东洋哲学研究会

15 Lee, Im Chan
老子与孔子对人的理解以及

“为”的问题––以“朴”和“直”
为中心

《东西哲学研究》
76 韩国东西哲学会

16 Ahn, Choon 
Boon

孔子对《春秋》大义思想的
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与孔子以及《论语》相关的论文共16篇、略多于2014年的11篇。

其内容不仅有对孔子及《论语》宏观性的理解、也有细节性的分析、

主题颇具多样性。其中、第一种类型是对《论语》中出现的核心概

念进行分析、或者阐释孔子的主要思想中所包含的哲学意义。研究方

法方面、不仅通过分析《论语》中的“学”或“习”等细小的概念、

建立新的理论、也在正名论、大同思想、华夷观等现存理论的基础

上尝试研究孔子的思想。第二种类型则似乎反映了人们最近对人性教

育的关注、是对《论语》或孔子的思想重新进行具有现代解释。与

此相关的论文有7篇左右、占了一半。尤其是最近在韩国教育中、试

图将孔子的教育方法和备受关注的教育技法相关联、并从中寻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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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尝试正形成主流。举例来说、通过应用因材施教或者问答式教

育、教育现场教师的反馈、语言使用方法等非常具体的教育技法、展

现出孔子的教育中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同时研究者也试图将哲

学讨论或者伦理讨论等心理学相关研究领域与孔子相结合、并以此寻

找解决现代人所遭受的心理问题的头绪、这种尝试非常新颖。最后、

通过将孔子和老子进行对比、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儒学对人类的理解

特征的一些论文也十分值得关注。

2) 孟子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Lee, Ae Lan 通过分析《孟子·觳觫》看性
善与道德扩张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59 韩国儒教学会

2 Lee, Kyoung Moo 孟子对“类”的概念的认识及
活用 《孔子学》29 韩国孔子学会

3 Yi, Jong Woo
孟子的是非之心智=善的意
义：以朱熹和王守仁的解释
为中心

《孔子学》29 韩国孔子学会

4 刘清平 试析孟子“民贵”说的“尊君”
实质 《退溪学论丛》25 退溪学釜山研究

院

5 Kim, Cheol Woon 孟子的用夏变夷说 《中国学报》72 韩国中国学会

6 Seong, Dong 
Kwon 关于孟子“四端扩充”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与孟子以及《孟子》相关的论文仅有6篇。与2014年的13篇相比、

可谓大幅减少。首先是以孟子哲学的核心––性善论或者是非之心等

伦理问题为主题进行研究、进一步强化了既存理论的的一些论文。在

Lee, Ae Lan分析《觳觫》篇的论文中、她着眼于性善是感情这一点、

提出性善论不只是单纯的理论、它也是包含道德行为的概念、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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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比现存视角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对性善论的意义进行理解。此外、

研究现有研究中比较少见的孟子的政治理论的两篇论文也值得关注。

其中、在《孟子“民贵”说中“尊君”的实质》这篇论文中、虽然将

孟子的代表性政治口号––“民贵”等同于“民本”、但是它主张

“民贵”的最终目标是“尊君”、尝试着与既存理论相互区别。

3) 荀子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Chi, Chun Ho 对荀子学问观的考察 《韩国哲学论集》
46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2 Lee, Taik Yong 在《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
“礼”一开始就成立吗？

《东洋哲学研究》
82 东洋哲学研究会

3 Chang, Won Tae 通过荀子的“群”概念看欲望
和本性 《东洋哲学》44 韩国东洋哲学会

4 Yun, Tai Yang 荀子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心 《韩国哲学论集》
45 韩国哲学史研究

5 Kim, Jung Hee 荀子哲学中心，性以及礼的
关系

《东西哲学研究》
75 韩国东西哲学会

6 Kim, Jung Hee 荀子为实现“合”和“和”的
“分”思想

《东西哲学研究》
77 韩国东西哲学会

7 Gu, Yeon Sang 对荀子“恶”概念的哲学分析 《东西哲学研究》
78 韩国东西哲学会

8 Kang, Ji Yeon 《荀子》中“情”的意义 《东方学》32 韩瑞大学东洋古
典研究所

9 金相来 荀子的孟子批判及其伦理意
义

《东洋哲学研究》
84 东洋哲学研究会

10 Kim, Cheol Woon 荀子的观相批判及道德实践
根据 《退溪学报》138 退溪学研究院

11 Chi, Chun Ho 荀子的道德教育论––以化性
起伪概念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
47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与2014年的4篇相比、2015年荀子相关的论文增加了许多、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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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篇。内容方面不仅有研究荀子主要哲学思想的小范围研究、也有

教育相关研究、内容十分多样、广泛。首先有几篇论文通过分析恶、

情、心、礼等概念揭示性恶论的意义或者道德行为的实质。在研究

性恶论和礼的关系的Lee, Taik Yong的论文中、他关注人类的两种倾向

性、即同时兼具追求欲望以及追求可能性的倾向、提出礼在性恶论

的基础上有可能成立。此外、在Yun, Tai Yang研究道德行为的主体––

心的论文中、他提出荀子的道德理论是通过去除人类心灵所具有的道

德倾向性、由合理的思维主体––心以及道德规范––礼所构成的。

像这样、虽然都是研究荀子的性恶论、然而各自的论文都从不同角

度进行研究、所以将这些论文进行比较、探讨就能更加全面地理解

性恶论。最后、将荀子性恶论的核心概念、即“化性起伪”与教育

相联系的Chi, Chun Ho的论文也值得关注。他将“化性起伪”理解为

自我省察的修养及自我改变的过程、他强调通过这种教育培养社会所

需的道德领袖。

4) 其他人物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Cho, Won Il 陆贾的“逆取顺守”观念研究 《韩国学论丛》48 韩国中国文化学会

2 Cho, Won Il 贾谊的政治思想研究 《东洋哲学研究》
84 东洋哲学研究会

3 Cho, Won Il /
Park, Bok Jae 扬雄的修养论思想研究 《中国学论丛》45 韩国中国文化学会

4 An, Sung Suk 董仲舒政治思想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大邱韩医大学

与其他人物相关的论文共4篇、都是研究汉代代表思想家的论文。

2014年的6篇论文也都是研究汉代思想家的、除了2015年的论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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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四位人物、还有一篇研究郑玄的论文。有趣的是、除了一篇研

究董仲舒的博士学位论文之外、其他三篇都出自同一个研究者。为

了确保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亟需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多样化的研究

成果。其实、汉代代表性人物––董仲舒的理论是在汉初儒家思想

家––陆贾和贾谊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因此、针对他们的研究可

以说是理解汉代儒学的根基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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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主题划分

按照主题分类、有①经学思想14篇、②哲学39篇、③教育9篇、④政

治经济5篇、⑤其他4篇。与2014年相比、经学思想相关研究小幅减

少、哲学相关论文增加了10篇左右。政治经济领域也从1篇增加到了5

篇。从整体来看、因为比起研究四书五经这些经典、更多的是分析孔

子、孟子、荀子等主要思想家的理论、因此在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有

所增加。经学思想领域中主要研究对象是《论语》和《周易》等目前

研究成果丰厚的经典、对其他研究不足的经典的研究依然有所欠缺。

哲学方面以人物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26篇、除此之外、有13篇论文

以多样化的主题研究先秦思想家。既有以先秦儒学的心性论或者人类

论、伦理论等哲学理论为主题的论文、也有分析仁、恕、礼、德等核

心概念的论文。此外、也有从宏观方面研究《周易》、并分析其中所

蕴含的哲学意义的论文。

1) 经学思想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田好根
儒家哲学原典传承的文明史
意义––以《十三经注疏》的
编纂和传承为中心

《 时 代 与 哲 学 》
26-4

韩国哲学思想研
究会

2 Yoon, Hwa Joong 《中庸》费而隐的现代解释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韩国儒教学会

3 Kim, Yong Jae
通过诸注释看《论语》经文
解释学的理解[6]––以《雍
也》为中心

《东洋哲学研究》
81 东洋哲学研究会

4 Kim, Young Ho 《论语》颜渊问仁章辨释 《韩国哲学论集》
44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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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5 Park, Se Nui
《论语·子罕》第5章“子畏于
匡...”句新释––以对“兹”的解
释为中心

《中国学论丛》45 韩国中国文化学
会

6 Yi, Sun Haeng 通过《周易》中“神”字的例
子看“神”的含义

《东西哲学研究》
77 韩国东西哲学会

7 元勇準 上海博物馆初版《周易》汬
卦考察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0 韩国儒教学会

8 朴载福
《尚书》中出现的甲骨占卜
考察––以近期出土发现的资
料比较分析为中心

《东洋古典研究》
61 东洋古典学会

9 马士远, 宋海燕 《禹贡》“青茅”研究 《退溪学和儒教文
化》57

庆北大学退溪研
究所

10 Ahn, Choon 
Boon

《春秋》的中华思想和春秋
诸侯国的中心移动论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1 韩国儒教学会

11 Shin, Baek Hoon 《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
想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12 Bok , Dae 
Hyeong 《左传》的政治思想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公州大学

13 Ahn, Choon 
Boon

孔子《春秋》中的大义思想
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14 Jang, Yeong 
Dong 《周易》的性命思想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圆光大学

经学思想研究是对儒教代表性经典《四书五经》的训诂学方式的

分析或者经典解释学层面的研究、抑或是经学史方面的研究。主要

是对个别经典分别进行研究、其中《中庸》相关论文1篇、《论语》

3篇、《周易》3篇、《尚书》2篇、《春秋》2篇、《礼记》1篇。因

为研究四书主要是研究其哲学理论、因此、进行训诂学的分析或者经

典解释学方式的研究、探讨其经典史方面的意义的论文相对不足。与

去年相比、《论语》的经学研究成果明显增加。五经中、由于最新出

土资料的发掘、对《周易》、《尚书》的研究相对较多。通过比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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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经典中未呈现的新资料或者内容上有出入的资料、寻找各经典的

源流、这正发展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另一方面、在经学领域、

研究最少的《春秋》的研究论文也有3篇。其中Ahn , Choon Boon的两

篇论文指明了《春秋》大义思想的本质、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春秋》

中展现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状态、并以此试图寻找中华思想的根源。

最值得关注的论文是研究经学思想的范本、即《十三经注疏》的经

学史方面的意义的田好根所著论文。这篇论文通过梳理儒家哲学的

核心原典––《十三经注疏》的编纂和传承过程、探讨儒教经典所

具有的文明史层面的意义、并以此来说明东亚经学的诞生和展开过

程。作者认为儒家哲学原典、即经典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

件、其传承过程也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进一步来说、对

于像这样的儒教经典的编纂和传承过程研究的同时也探讨其对现代人

读经典、重新解释经典所具有的意义。

2) 哲学研究领域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Choi, Jeong 
Mook 孔子的学问观 《东西哲学研究》

79 韩国东西哲学会

2 Lim, Heon Gyu 《论语》中“学”的意义 《东方学》33 韩瑞大学东洋古
典研究所

3 丁大丸，刘志雄 孔子哲学中“性”与“习”的意
义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59 韩国儒教学会

4 Lee, Seung Mo 对孔子的情义观的考察––以
“义”和“正名”为中心

《东洋哲学研究》
84 东洋哲学研究会

5 Park, Pyung Sun 孔子大同思想的实现主体和
方法

《东洋古典研究》
61 东洋古典学会

6 Lee, Cheol Seung 孔子的“华夷”观及文化意识 《中国学报》74 韩国中国学会

7 Ahn, Hei Jin 孔子论“少正卯事件” 《中国学报》73 韩国中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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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8 Lee, Im Chan
老子与孔子对人类的理解及

“为”的问题––以“朴”与“直”
为中心

《东西哲学研究》
76 韩国东西哲学会

9 Lee, Ae Lan 通过分析《孟子·觳觫》看性
善及道德扩张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59 韩国儒教学会

10 Lee, Kyoung Moo 有关类概念孟子的认识及活
用 《孔子学》29 韩国孔子学会

11 Yi, Jong Woo
孟子的是非之心，智=善的
意义：以朱熹和王守仁的解
释为中心

《孔子学》29 韩国孔子学会

12 刘清平 试析孟子“民贵”说的“尊君”
实质 《退溪学论丛》25 退溪学釜山研究

院

13 Kim, Cheol Woon 孟子的用夏变夷说 《中国学报》72 韩国中国学会

14 Chi, Chun Ho 荀子的学问观考察 《韩国哲学论集》
46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15 Lee, Taik Yong 在《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
“礼”从一开始就能成立吗？

《东洋哲学研究》
82 东洋哲学研究会

16 Chang, Won Tae 透过荀子的“群”概念看欲望
和本性 《东洋哲学》44 韩国东洋哲学会

17 Yun, Tai Yang 荀子所认为的作为道德主体
的心

《韩国哲学论集》
45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18 Kim, Jung Hee 荀子哲学思想中心，性和礼
的关系

《东西哲学研究》
75 韩国东西哲学会

19 Kim, Jung Hee 荀子为实现“合”和“和”的
“分”思想

《东西哲学研究》
77 韩国东西哲学会

20 Gu, Yeon Sang 对荀子“恶”概念的哲学分析 《东西哲学研究》
78 韩国东西哲学会

21 Kang, Ji Yeon 《荀子》中反映的“情”的意
义 《东方学》32 韩瑞大学东洋古

典研究所

22 金相来 荀子的孟子批判及其伦理意
义

《东洋哲学研究》
84 东洋哲学研究会

23 Kim, Cheol Woon 荀子的观相批判及道德实践
根据 《退溪学报》138 退溪学研究院

24 Cho, Won Il Park, 
Bok Jae 扬雄的修养论思想研究 《中国学论丛》45 韩国中国文化学

会

25 金圣基 东亚文明起源中东夷文化的
地位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0 韩国儒教学会



第1章 先秦汉唐时期儒学研究   25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26 Kim, Sang Jun 儒教伦理的起源与普遍性 《 社 会 思 想 与 文
化》18-1

东洋社会思想学
会

27 Choi, Il Beom 儒学的心性论与心理学––以
中庸和分析心理学为中心

《退溪学和儒教文
化》57

庆北大学退溪研
究所

28 柳根声 先秦儒家人类论的自然主义
基础 《孔子学》28 韩国孔子学会

29 朴吉洙 从“性命”角度看先秦儒学的
幸福观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1 韩国儒教学会

30 Jeong, Sang 
Bong 共存与共感的根据：仁 《韩国哲学论集》

46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31 李向俊 囚犯的饭碗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2辑 韩国儒教学会

32 Kim, Ja Ckyoung 恕与囚徒的困境 《东洋哲学研究》
83 东洋哲学研究会

33 Lee, Jang Hee 礼与德 《东方学》32 韩瑞大学东洋古
典研究所

34 Lee, Chan Hee

《论语》中所反映的“乐”的
生命构造及特点分析––马丁·
海德格尔存在论在方法论方
面的应用及比较

《 时 代 与 哲 学 》
26-4

韩国哲学思想研
究会

35 Kim, Yon Jae
从“天道”的范例中看《周
易》的圣人精神及其人文主
义的世界

《中国学报》71 韩国中国学会

36 金圣基 易经哲学中“占”观念的变化
研究

《东西哲学研究》
76 韩国东西哲学会

37 Kim, Jae Hong 对《周易》中“谦逊”的哲学
的小考

《东西哲学研究》
77 韩国东西哲学会

38 Seong, Dong 
Kwon 有关孟子“四端扩充”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39 Cho, Joo Eun
阴阳五行的结合过程研究：
以天人关系论和相关论为中
心

博士学位论文 东方文化大学

哲学研究领域共39篇论文、除了1篇是汉代哲学、其他都是与先

秦时期的人物或思想相关的内容。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中心的研

究成果共26篇、其余13篇论文相对而言主题较为丰富多样。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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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基的论文是透过中国古代的东夷文化探索东亚文明的起源。这

篇论文在现有研究中的传统的华夷观的基础上、就东夷文化是与中

原文化相对立的夷狄的文化的认识提出质疑。在近期考古学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他提出东夷文化在多个方面形成了高级的文明、对中

华文化的形成也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篇论文在今后东亚文明的形成

或者古代史的发展相关研究中也会作为十分重要的基础资料加以借

鉴。另外、在研究先秦时期的伦理学或心性论、人类论的一些论文

中、尝试将儒学的心性论和现代分析心理学相互结合的Choi, Il Beom

的论文也值得一读。这篇论文关注了为了儒学的未来、能够发挥作

用的方法之一––儒学的心性论所具有的心理学层面的意义。即他

主张以分析心理学理论解释儒学的核心理论––中庸、这能够帮助

现代心理学寻找到新的视角和方法。

另一方面、还有几篇论文是对先秦儒学的核心主题––仁和恕重

新进行现代解释。Jeong,SangBong的论文认为仁的概念从先秦儒学、

经过汉唐、北宋儒学的发展、其意义已经逐渐扩大、他梳理了其哲

学史层面发展的过程。他分析道：共存与共感的根据––仁、由于形

而上学的缘故、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扩大、并随之发生变化。李向俊

和Kim, Ja Ckyoung的论文将现代伦理学的主题之一––囚徒的困境与

“恕”的概念相联系进行讨论、试探了先秦时代儒学的现代应用的可

能性。特别是在Kim, Ja Ckyoung的论文中、他将《论语》的“以德报

怨”与囚徒的困境的解决方案––TFT策略作比较、不失为一种从先

秦儒家伦理学中寻找解决现代伦理学中的困境的头绪的有趣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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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领域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尹用男 孔子的及时雨教育法 《东洋哲学》44 韩国东洋哲学会

2 Lim, Heon Gyu 孔子的人文主义及其教育 《韩国哲学论集》
46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3 李光昭 孔子的因材施教论 《孔子学》28 韩国孔子学会

4 Kim, Ja Ckyoung 孔子对子路的反馈分析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1 韩国儒教学会

5 朴星奎 《论语》中孔子的委婉用语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59 韩国儒教学会

6 Lee, Gi Won
孔子的“因人施言”方法及哲
学讨论––以《论语》中出现
的孔子的问答为中心

《退溪学和儒教文
化》57

庆北大学退溪学
研究所

7 李相浩 有关孔子伦理讨论的研究 《东洋哲学研究》
81 东洋哲学研究会

8 Chi, Chun Ho 荀子的道德教育论––以“化
性起伪”概念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
47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9 Ko, Dae Hyuk 《周易》蒙卦的象征及教育
意义

《东洋古典研究》
58 东洋古典学会

教育领域的研究中与荀子和《周易》有关的论文有2篇、除此之

外、其他7篇都是与孔子及《论语》的教育相关的论文。最近正是人

文学教育重新兴起的时期、因此Lim, Heon Gyu揭示东洋的人文主义的

源流的论文值得关注。这篇论文指出孔子编纂了以五经为代表的东

洋人文学的代表性教科书、并以此来倡导东洋人文主义精神。这篇

论文可以说对构建符合当下韩国教育的现实状况的人文学基础起着重

大的启示作用。此外、还有几篇论文尝试从孔子的教育方法中寻找当

今教育中所强调的授课技法的具体方法。其中、Kim, Ja Ckyoung在去

年发表的《作为人性教育的基础的孔子的反馈事例研究》就探讨了孔

子的教育中所蕴含的人性教育的方法论。这次、他又发表了分析更为

具体的论文、试图构建在学校能直接被应用的儒学教育理论。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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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与精神健康相关的心理治疗备受关注、因此通过分析孔子的问答

方法、寻找哲学讨论或伦理讨论的方法论的两篇论文也引人关注。这

两篇论文指出孔子的问答能够准确地把握弟子们的性格特点、这是哲

学讨论最为根本性的原理、并以此摸索将儒学应用于现代心理治疗中

的可能性。

4) 政治经济领域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Yi, Suhn Gyohng 《周易》的感应论和儒学的
共感政治

《韩国哲学论集》
46

韩国哲学是研究
会

2 Cho, Won Il 陆贾的“逆取顺守”观念研究 《中国学论丛》48 韩国中国文化学
会

3 Cho, Won Il 贾谊的政治思想研究 《东洋哲学研究》
84 东洋哲学研究会

4 郑秉善，金赫 《周易》损，益卦的经济含
意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0 韩国儒教学会

5 Ahn, Sung Seok 董仲舒政治思想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大邱韩医大学

政治领域的研究中、有1篇论文凭借《周易》中的理论研究儒学

的共感政治、研究汉初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陆贾、贾谊的政治

理论的论文也各有1篇。Yi, Suhn Gyohng的论文关注现代社会中沟通的

前提条件––共感、并从《周易》的感应论中寻找其理论基础。也

就是说、传统儒学的政治思想为和他人的共鸣奠定基础、这种政治

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于《周易》的感应论。作者认为儒学共感的政治原

理对现代韩国的政治具有巨大的启示性意义。同时、Cho, WonIl提出

汉初的思想家––陆贾和贾谊发展了反映当时现实状况的政治理论、

关注到了儒学政治思想所具有的时宜性。郑秉善和金赫的论文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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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包含的经济含意进行现代解释、探索了其在现代社会经济

中应用的可能性。他们尤其强调了《周易》的“损益之道”对于解决

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协助国家和企业的经济

政策等方面具有充分的价值。

5) 其他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金应鹤 儒家美育及书法的品格考察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59 韩国儒教学会

2 Park, Young Jin
春秋时代美学思想形成初
探––以《易传》，《考工
记》，《乐记》为中心

《东西哲学研究》
76 韩国东西哲学会

3 Lee, Dong A 从《周易》的变通概念看现
代领导力的倾向 《儒学研究》32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4 Kim, Ja Ckyoung 《论语》和《庄子》中的老
年认识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在其他研究领域、有2篇论文研究儒家的美学思想、1篇论文从现

代领导力的层面重新解释了《周易》的理论、还有1篇论文研究《论

语》和《庄子》中的老年认识。Park, Young Jin的论文以第一手资料为

基础、系统性地整理了春秋时期儒家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旨在构

筑研究东亚美学思想的基础资料。Lee, Dong A的论文尝试将《周易》

的“变通”概念应用于现代的领导力之中。现代领导力当中、为了

组织或团体的稳固和发展、持续性的变化及沟通被认为是重要的因

素。作者主张《周易》的“变通”概念就包含了变化与沟通这两种含

义、因此能够为现代领导力理论的确立提供重要的参考原理。另外、

Kim, Kwon Hwan的博士学位论文考察了《论语》和《庄子》中反映的

老年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摸索与现代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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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论文分析与批评

上文按人物和主题将论文进行了分类、也简单介绍了各个领域论文的

主要特征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本报告中收录的71篇论文都是

研究者们竭尽专业知识与力量的成果、是韩国学术界重要的财产。因

此、一般学术调查报告会细致地分析每一篇论文、并提炼出其核心内

容及学术价值、然而本文仅选择3篇论文进行内容的分析及学术意义

的评价。

第一篇论文是Lee, Im Chan所著《老子与孔子对人类的理解及“为”

的问题––以“朴”与“直”为中心》。最近、韩国教育界的一个

主要关注点是人性教育。在学界、学制间的融合这一现存的主题也

迅速呈现出发展成为人性的话题的趋势。事实上、人性这一主题是

东洋哲学领域一个由来已久的研究对象、只是在与教育问题结合之后

呈现出哲学接近现实问题的趋势。人性教育需要和体系化的理论以及

具体的实行项目、还有教育体系的全面改革共同推进、因此是一个需

要长期研究和试错的课题。

像这样、将其与社会现实问题相关联、从东洋哲学的视角理解人

类的这篇论文可以说将是今后建立人性教育的体系的出发点和理论

基础的重要研究。这是因为为了实行人性教育这一长期性的计划、

为人类自身的特点定性以及准确理解人类的心和行是必不可缺的前

提条件。从这一点来看、这篇论文可谓是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

相当大的启示性。

这篇论文还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其与当前东洋哲学界对人类的理解

方式不同、它从新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借作者的话来说、这篇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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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可概括为“从经验层面上对人类的理解”。它不是像“善

恶的框架”一样“抽象性的思辨”、而是从德这一经验层面理解人

类、这与描绘君子或圣人理想形象的道德论相互区别、它是理解经

验世界的人类的“事实”性问题。作者的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作为评价

者的我也非常有同感、我认为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只是

我作为评价者对该领域不甚了解、所以只能省略对论文细节性的内容

的具体议论、而只针对论文的结构及展开方式提出疑问或者对于无

法理解的部分提出质疑。

首先、作者在从经验层面上对人类的讨论这一论点下、关注老

子和论语对人类的理解、尤其是“德”的概念。包含“心”与“行”

这两个方面的“德”是老子和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两位对人类的

理解也是从“心”和“行”两个层面出发的。当从经验角度观察人

类的心和行时、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朴”和“直”、这些概念是

两位的哲学体系中对人类的理解产生分歧的开始。在此、先提出几个

疑问。

第一、是有关“德”这一概念的含义。老子和孔子所使用的“德”

的概念到底是否就是将心和行相结合产生的概念。《论语》中的

“德不孤、必有邻”、“以德报德”、“乡愿、德之贼也”等、或者

《老子》中的“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

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

而有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等使用的“德”大体上包含了“德

行”这一层意思、与行为相关、而与心无关。陈来曾说过“德的概

念在包含心这一要素之后、与人类的意识、动机、心意关联在了一

起”、所谓作为心的“德”的概念是像孟子的“四德”一样、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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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扩张意义后加以使用的。老子和孔子所使用的“德”的概念仅限于

行为层面、我希望听听作者对此的看法。

与此相关、他们所使用的“德”的概念是比孟子等人使用的“四

德”更为狭隘的概念、反而更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卓越性(德)”

的概念、我也想了解作者对此的看法。亚里士多德指出卓越性的起

源是习惯。即卓越性不是根据本性被赋予的、也不是一反本性被赋予

的。习惯是在本性允许的的可能范围之内形成的、它能使本性变得卓

越、也能使本性变得低劣。举例来说、如正义这种一卓越性、人类

是带着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保持正义或者完全非正义的所有可能性诞

生的。通过反复进行正义的或者非正义的活动养成习惯之时、将会以

正义、即卓越性或者非正义的恶德形式固定下来。正确发挥在与他人

的关系中能够兑现的人类的固有功能的品性即“卓越性(德)”、而错

误发挥的品性状态即非正义的恶德。老子和孔子所使用的“德”的

概念、比起作为人类生而有之的本性––四德这样的哲学概念、更

加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卓越性、即通过一定的努力后天获得正确的行

动、我想听听作者对此的看法。

第二、是“朴”和“直”的论证过程及对比的恰当性问题。作者

在“德”的大框架下理解人类时、断言“朴”和“直”最能代表人

类的特征。这里的问题首先是从“德”通过怎样的关联性得出“朴”

和“直”的概念的。根据作者的逻辑、“朴”和“直”是“德”的

两种形态的体现。但是、参考作者的论述、“朴”和“直”到目前

为止依然是人类未施加任何努力、本来的初始状态。而“德”是通过

一定的努力获得的状态、在现实世界当中造就人类可取的行为状态。

例如、老子所说的“朴”的状态是“无知”和“无欲”的纯粹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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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状态、这里所谓的经过“损之又损”、“弃”的积极活动过程获

得的东西才是“德”。此外、孔所说的“直”也是人类初始的本来

状态。像“直而无礼则绞”或“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只有经

历“礼”或“学”这样的积极努力、才能到达“德”的状态。因此、

就像“以直报怨、有德报德”、“直”和“德”明显是不同的、可

以说“德”是比“直”更高阶段的道德状态。因此、在“德”的框架

下理解人类时、对于作者所提出的“朴”和“直”是人类代表性特征

的观点多少有点疑问。

其次、是“朴”和“直”作为老子和孔子理解人类的代表性概念、

是否可以一并使用。“朴”在老子的哲学中是追求可取的人类面貌

的代表性概念、是通过“损”或“弃”等努力最终要实现的目的。

但是、“直”虽在《老子》中与“朴”的地位一致、它是否也是孔子

追求的人类的最终面貌、是孔子理解人类的代表性概念？

■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论语·泰伯》)

■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

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仔细观察上面这两句、可以发现老子的“直”并非像“朴”一样、

是人类最终的面貌、而是需要通过“礼”和“学”这些外部努力进行

磨砺的、像原石般的不完全的状态。这是作者自己已经提出的部分。

此外、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直”就像“恭”、“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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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仁”、“知”、“信”、“勇”、“刚”等一样、只是人类

各种行动中的一种、并非代表着人类特殊面貌的重要概念。因此、很

难将老子的“朴”作为比较对象、以此作为孔子理解人类的代表性

核心概念。同时、作者也需要提供明确的证据来解释其将“直”与

“朴”作为比较对象、并断定“直”是孔子理解人类的代表性概念的

合理性。

以上述内容为基础、若察看作者目录的构成、从逻辑的一致性方

面来说、目录是否需要进行调整？通过作者的目录、似乎很难明确把

握该论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内容。在绪论的开始部分、作者提出“如

何活下去”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决定研究老子和孔子

对于人类的理解、揭示该论文的方向。那么、与这篇论文的主题相

符的内容将限定为老子和孔子所认为的人类的本来面貌、即“朴”和

“直”、以及人类为了具备原本的面貌努力的状态、即“好学”、“为

道”等。剩下的“教”与“治国”是研究老子和孔子政治思想的内

容。如果说这些是在他们对人类的理解的基础上展开的话、虽然和前

面的内容连接得上、但和作者提出的“如何活下去”这个话题没有任

何关系、它是另外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如果想要保存原有的全部目

录、则论文的题目改为“基于对人类的理解的孔子和老子的政治思想”

更为合适。如果只想集中研究“如何活下去”这个话题、则似乎需要

将问题的焦点聚集在“老子和孔子对人类的理解”、即人类是怎样的

存在、或者该以何种方式行动这些问题上。将上述内容整理如下：

■  老子对人类的理解: 朴(人类的初始状态)→ 通过损、弃等修养的

努力→形成德(可取的行动状态、柔弱、无为等)→基于德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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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人类行为(不言之教、无为之政)

■  孔子对人类的理解: 直(人类的初始状态)→通过学、礼等修养的

努力→形成德(可取的行动状态、慈、孝、仁等)→基于德的理

想的人类行为(正名之教、德行之政)

第二篇论文是柳根声的《先秦儒家人类论的自然主义基础》。在

绪论部分、作者表明了该论文的主旨、即“旨在主张实用主义的自

然主义是先秦时期儒家人类论的基础”。此处作者所说的先秦儒家

的范围中似乎包括了孔子、孟子以及荀子。从当下学界的视角研究

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人类论时、该如何设定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作者

最好能够说明其借助对先行研究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即实用主义的

自然主义与既存研究的区别点。用作者的话来说、在研究先秦儒家

的人类论时、既存的研究是否借助超自然的实体来说明人类的活动

或者状态？通常、在研究先秦儒家理论中自然和人类的关系时、会

使用“天人合一”的概念、此时的“天”的概念中并未包含超自然

的实体这一层意思。在孔子的人类论中、可以说自然和天根本没有涉

及。在《孟子》中、也只涉及作为道德证据、抽象性的天。《荀子》

中也未出现与人类完全割裂的、作为自然的天的概念。即便没有引入

作者采用的方法论、即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概念、作者所主张的儒家

的人类论也与既存学界的普遍观点并无两样、那么这篇论文的区别

性是什么呢？

此外、作者在解读儒家人类论的方法中、主张“第一、关于人类

的存在条件––自然、先秦儒家并未认定其为超越性的存在、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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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与自然是连续性的关系。”虽然不将自然认定为超越性的存在

是先秦儒家共同的特征、然而认为人类与自然是连续性的关系、这

是否与荀子的人类论多少有些出入？据我所知、荀子主张“天人分

异”、完全断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创造出与儒家的“天人合

一”思想完全不同的人类论。因此、是否能够将孔子、孟子和荀子一

起包括在讨论的对象当中？

第2章被划分为1.从超越性的上帝到自然、2.人类与自然的连续性

两个小节。在第一节的结尾部分、作者以“总结上述讨论、先秦儒

学只是以道德的主体性作为核心主题、却绝对没有将形而上学的天作

为最崇高的概念。因此、当时孟子的道德理论中并没有形而上学的天

的思想。即形而上学的天并非是先秦儒学的核心所在。”这一劳思

光的主张作为结论。事实上、这句话已被认定为当前学界中普遍性的

认识、因此作者有必要明确说明哪一点是新的主张、以及这与作者实

用主义的自然主义方法论有何关系。

此外、第一节引入荀子的理论展开议论、第二节则以人类和自然

的连续性为题展开议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一样、荀子的理论和“人

类和自然的连续性”是相互对立的、将这两部分内容放在同一章里

面、是否能够包括在儒家的人类论这一相同的范畴之中。

另外、第二节研究“人类与自然的连续性”、同时暂时提及中庸、

只用了短短几行便介绍完汉代的自然观与人类论。汉代不仅有以阴阳

五行为中心的天人关系论、也有肯定超自然的天的存在的思维方式、

这些与作者所说的自然主义大相径庭。并且、处在汉代的天人关系中

的人类论呈现出与先秦儒家思想相区别的巨大差异性、所以很难准

确理解作者所谓的“人类与自然的连续性”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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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文是Ahn, Chun Boon的《<春秋>的中华思想与春秋诸侯

国的中心移动论》。有关《春秋》的研究成果目前在韩国国内还很

缺乏、所以这篇论文在拓宽《春秋》研究的视角、作为未来《春秋》

研究的基础资料的层面上可谓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只是、与其

说研究的主题或内容是对《春秋》思想的哲学研究、倒不如说是综

合整理并介绍《春秋》中所记录的内容中齐国、郑国、鲁国的历史。

虽然文章研究了很多内容、然而并非是围绕一个特别的论点、讨论一

个概括性的主题、而是将三国的历史分别记述。

首先、论文题目采用了“春秋诸侯国的中心移动论”、这一概念

的意义并不是很明确。内容上、整体来看、中国的霸权顺序––用作

者的话来说、人文主义的中华移动的路径是按照齐国-郑国-鲁国的顺

序设定的。如果想要这种构造成立、首先需要揭示人文主义的中华

的核心内容。并以这一内容为中心说明三国如何实现这一点的。但

是、作者只提到齐国是个强大的国家、郑国和鲁国则代表弱小的国

家、因此论文很难成立。

第二、在与《春秋》相关的研究中、中华意识、华夷观、中国与

夷狄、中华与夷狄等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主题。《春秋》相关的研究

中、“中华”并非是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作为文化或者文明的标准被

使用、一般与夷狄相区分。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作者

的论文中并未对这些先行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春秋》中提到中华

与夷狄不是固定的对象、而是根据政治的变动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

此、出现了在春秋初期、处于中华的中心的齐国和郑国等在后期被

认为是夷狄、夷狄的代表––楚国、吴国等却被列入了中华的秩序当

中的现象。联系这种华夷观、以《公羊传》、《谷梁传》为中心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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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颇丰。两本书都设定了区分“中华”和“夷狄”的标准、根据

其标准评价各国的政治、褒贬是非。这篇论文要想拥有涵盖性的论文

主旨、就需要充分分析并应用这些既存的研究成果。绪论的第一部分

中说到“春秋时期的强国是齐国、秦国和楚国。本文主要考察了齐国

的‘尊王义理’和‘小国灭亡’、也以鲁国 、郑国这些弱小国家为

焦点、探讨了中心国的变化。并且比较考察鲁国的‘过小’与 ‘事

大’、郑国的‘尊周意识’和‘保国义理’、还以人文主义的价值

论为中心、比较分析中心国的实质意义。”为何要研究齐国、鲁国与

郑国？又为何将三国相联系、选择了这样的题目？揭示中心国的实

质意义对于《春秋》的研究有何学术价值？......文章还存在众多疑问

点。

其次、在本论的三部分内容中、例如在说齐国的事例时、作者在

开头提出“如果这些国家作为失败的诸侯国、企图实现中华世界的

话、可以预料到从春秋时期至今将会有更少的动乱。另一方面、了解

这些国家战败的原因可以作为今日的教训。因此、本文打算先从历

史角度考察齐国的存亡和败亡。”作者解释称研究齐国的理由是因为

可以作为今日之教训。又比如在研究鲁国时、指出“该章旨在从如果

弱国竭尽弱国的全力的话、比起强国竭尽强国的全力反而可能更加

有优势这一观点进行研究。”从尽天命的角度解释以鲁国为研究对象

的原因。研究郑国的理由是“郑国作为弱国、在应对晋国、楚国的

霸权方面有特殊的能力。”从外交能力方面进行解释。最终、三国

都不是根据作者自己提出的“中华”的特征选定的研究对象、而是作

者任意的选择、因此、本论部分无法以体系化的论文形式进展下去、

而感觉只是分别研究各国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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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依据“中华中心的意思与‘大一统’、‘大同’的意义类似”

的主张、将大一统和大同、中华混为一谈。实际上、中华的概念中

还蕴含着区分中华和夷狄的内外有别的历史观。一开始虽然从地理

意义上区分中华与夷狄、然而到了后来、根据实现中华文化的程度、

并提到从中华到夷狄、或者从夷狄到中华的变迁、明确体现了区别中

华与夷狄的意识。这种中华的概念能否看作是与大一统或者大同相同

的概念、依然存在疑问。

首先、作者认为“儒学中的‘大一’是极、同时又包含两仪和四

象。因此、《春秋》中 ‘大一统’ 之后便记录了四方”、作者尝试

对“大一统”进行新的解释。《公羊传》中“大”是动词、其解释

是“大致被认为是作为一体的统一”。与此类似的是“大居正”的

用法。作者以“大一”的概念进行解释、并涵盖《周易》的两仪和

四象的概念、这种做法的依据有必要加以说明。这是因为万一这个

理论的逻辑性依据不明确的话、接下来的议论多多少少可能出现问

题。并且在“大一统”的理念中、“中华主义”虽然也是重要的实

现目标之一、其与“大同”相互联结的逻辑根据也需要明确说明。

基本上、大同是否定差别、可以理解为与“中华主义”相区别的概

念、所以有必要明确表明将两者视为同一个概念的证据。如果没有对

以上主要概念的准确定义、对各个概念间的相互关联性先进行细致分

析的话、这篇论文的整体逻辑结构和理论展开都会出现重大问题。

此外、作者写道“‘大一统’是人们通过共享时间和空间、造就

行动的形式和动作、旨在实现正道和正行。它蕴含着伦理和哲学价

值、即仁、义、礼、智。”这似乎有些逻辑性跳跃、大一统中包含

着仁、义、礼、智、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公羊传》的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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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在统一诸侯国的理念的确立过程中、象征着皇帝或者说天王

为中心、一元化的国家体系的概念。作者需要补充说明大一统与仁、

义、礼、智的思想概念间的关联性、才能推导出“中华主义即人文主

义”这一主张。对此、作者像这样表明各自的逻辑：“中华中内含着

在实现和谐世界体系中、成为球心点的意义。并且要想接近球心点、

首先需要实现义这一品德、然后随之兑现仁。因此、中华是仁兑现后

实际的世界、中华的中心能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移动、即根据体现

人文主义的礼和义存在的地方、向着个人或者国家移动。”将前面的

主张与该理论综合来看、便形成了以下逻辑构造、即大一统的概念

中包含着仁义礼智、因此和大一统概念相同的中华是人文主义。反过

来、为了实现中华主义、需要实现人文主义的道德项目：仁义礼智。

不考虑理论证据或者逻辑、作者的推论本身只是主张的反复。

结论部分、作者写道“《春秋》是鲁国的历史书、也是历史评价

书。《春秋左传》也同样是鲁国的历史书。因此、《春秋》和《春秋

左传》中体现了尊鲁思想”。因为是鲁国的历史书、所以想当然地

认为其中包含尊鲁思想、这样的主张有待提高。事实上、尊鲁思想

是《公羊传》对《春秋》的代表性解释之一、《春秋》本身包含尊鲁

思想这一点需要进行细致的探讨。另外、《春秋左传》是鲁国的历史

书这个观点也有待提高。《左氏传》是解释《春秋》的典籍之一、说

它是鲁国的历史书还是有点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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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与展望

在分析完2015年上至中国的先秦时代、下至汉唐时代韩国国内的研究

论文71篇的基础上、我发现了国内学界在研究内容和方向方面存在以

下问题：首先、研究内容方面、在按照人物分类中、大部分是以孔子、

孟子和荀子为中心的、按主题分也无法跳出对先秦时期代表性思想家

的理论或主要经典的研究。此外、从研究方向来看、没有出现利用现

存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某个特定领域进行体系化、分析性的研究、或

者通过与其他知识领域相融合、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新的领域等尝试。

2014年的调查结果也与此类似、考虑到这一点、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

先秦时期和汉唐时期的研究的这种倾向性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固化成为

固定的研究形态。

出现这样的调查结果虽然有各种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有

限的研究人员和研究资料。除了先秦时期主要的思想家或者儒家核

心经典之外的研究领域、不仅专家少、学界现有的资料也非常缺乏、

因此研究的条件非常恶劣。但是、先秦时代之后的秦汉时代、或者

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时代也产生了反映时代环境的、独特的儒家

思想和学问、因为各个思想皆反映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它

们可以被用作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证据资料。另外、从先秦时期至

儒学的全盛期––宋代新儒学的诞生、隋唐时期的儒学可谓是在中

间扮演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所以也是必须要研究的对象。只有这种认

识在学界站稳脚跟、研究的人员和领域才有可能扩大。带着摆脱本来

的研究领域确立未来方向性的苦恼、为活跃原领域的研究、在此提

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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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儒教经典是中国哲学所有领

域的研究的基础文本、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体系化和综合性的研究。

但是、去年和今年的调查结果均显示、经学领域的研究无论从内容的

多样性还是论文的篇数上来看、一直无法摆脱原地踏步状态。韩国学

界为实现中国哲学领域的长期发展、必须牢牢地夯实基础。所以、需

要持续关注该领域、并为促进研究的活跃性作出努力。

第二、在哲学领域、为确保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和研究领域的扩大、

需要研究者保持个性。虽然说对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时期主要

代表性思想家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也非常重要、揭示他们的思想

随着时代的变化被如何并用和发展也不失为重要的研究。先秦时期

之后发展出的儒学、不是通过切断联系、而是通过继承才一脉相承

至今、因此、若没有对于中间阶段儒家思想发展过程的理解、不仅很

难把握儒学的整体、也可以说将不可能解释儒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虽然当前由于既存研究成果的缺乏以及基础资料的不足、对秦汉时

期和魏晋南北朝时代以及隋唐时代的儒学研究进展十分艰难、但是

我们仍需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波及效果将会

非常之大。

第三、目前韩国学界面临着学科融合这一新的时代要求。试分析

到目前为止的研究成果、发现虽然学科融合相关的研究正在进行、

但仍停留在初步阶段。大部分论文只是通过与其他学问进行简单比

较、强调儒学的优秀或者当下性。未来儒学也应和其他学问一样、作

为一个分支学科、寻找与其他学问共存的方法。这是因为在多种学科

共存的现代社会中、只有通过与其他学问的交流和融合、才有可能

保证儒学的生存和提高儒学的现代价值。为此、东洋哲学领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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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们不应只埋头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而应倾注努力、积极地与其

他学问进交流、并扩大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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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論文綜合分析了2015年韓國學術界有關中國朱子學的研究成果、索

引對象主要是收錄於韓國研究財團選定的登載集、後補登載集中的論

文(KCI)以及各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出處是韓國教育學術情報院學術

研究信息系統(RISS)與韓國研究情報系統(KISS)。

調查方法如下：

第一：按人物進行分類、按照時間順序調查、整理了有關北宋性

理學者邵雍(康節、1011-1077)、程顥(明道、1032-1085)、程頤(伊

川、1033-1107)以及南宋性理學家李侗(延平、1093-1163)、朱熹(晦

庵,1130-1085)的論文。

第二：按照主題分類、從1)經學(易學, 禮學)、2)理氣論、3)倫理、

修養論、4)認識論、5)比較、6)其它等方面進行了整理。

第三：選出所有論文中值得關注的部分論文、對其進行介紹與批

評。

第四：評價此階段的研究成果、並展望未來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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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人物分類

此部分主要調查整理了有關北宋性理學者邵雍(康節、1011-1077)、

程顥(明道、1032-1085)、程頤(伊川、1033-1107)以及南宋性理學家

李侗(延平、1093-1163)、朱熹(晦庵,1130-1085)的39篇論文。

關於邵雍和程顥的論文各有2篇；關於程頤的論文共2篇、一篇博

士論文、一篇一般論文；關於李侗、有1篇一般論文；關於朱熹的論

文最多、共32篇、其中、一般論文31篇、博士學問論文1篇。

1) 邵雍(康節, 1011~1077, 一般論文2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Cho, Hie Young
邵康節的易數論如何構成？ = 
How did Shao-Yong`s Number 
of I-Ching organized?

哲學論叢, 
Vol.81, [KCI
登載] 

新韓哲學會

2 Cho. Hie Young

《周易》中數理的含義—就宋
代先天易學家的觀點而言—= 
Philosophy : Implication of 
Risu(理數) contained in the 

『Book of Changes(周易)』 -with 
Song Dynasty`s a scholar of 
Sun-Chun-Yeok-Hak(先天易學) 
as the central figure

韓國思想與文
化, Vol.77,[KCI
登載]  

韓國思想文化
學會

邵雍的論文主要是關於象數易學的論文、主要探討了易數論的構

成與理數的含義。2014年雖無相關研究、但2015年發表了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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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顥(明道, 1032~1085, 一般論文2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Park, Kil-Su

程明道的”仁說“研究 (I) = A Study 
on the Ren(Benevolence) Theory 
of ChengMingDao (I) - Centering 
on i t s  Cosmolog ica l  and 
Ontological meanings

陽明學Vol.- 
No.41, [KCI
登載] 

韓國陽明學會

2 Lee, Hyun-Sun

程顥的哲學與明代儒學脫朱子學
的傾向 = Cheng Hao's Philosophy 
and the anti-trend of the Chu-
tzu's doctrine in Confucianism of 
Ming-Dynasty

陽 明 學 V o l . - 
No.42, .[KCI登
載] 

韓國陽明學會

關於程顥的論文從2014年的3篇減少到2015年的2篇。

3) 程頤(伊川, 1033~1107, 一般論文1篇, 學位論文1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Park, Ho Suk

關於程伊川“理”哲學理論體系的硏
究 = A Study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Philosophy of Cheng 
Yichuan

[國內博士] 大邱韓醫大學 
大學院[2015] 

2 Lee, Jung 
Hwan

程學傳統中的格物，致知，窮理—
二程四代初傳弟子的詮釋與朱子再
詮釋的意義= Gewu 格物, Zhizhi 
致知, and Xiongli 窮理 in the 
Cheng Learning (Cheng Xue 程學) 
Tradition ?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ur Representative Direct 
Disciples of the Cheng Brothe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Zhu Xi's 
Reinterpretation

東 洋 學 , 
Vol.60,KCI登載  

檀國大學東洋
學研究院

關於程伊川的論文、2014年雖1篇也沒有、但2015年共2篇、一篇

博士論文、1篇一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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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侗(延平, 1093~1163,一般論文1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Lee, Seung-
yeon

李侗功夫論的時代性含義= The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of 
Li-Dong(李侗)'s Kongfu-Theory(工
夫論)

韓 國 學 論 集 , 
Vol.61, .[KCI登
載]  

啟明大學韓國
學研究所

關於李侗的論文、2014年1篇都沒有、2015年有1篇。

5) 朱熹(晦庵,1130~1200, 一般論文31篇, 博士論文1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Kyun, Sang 
Woo

朱子學與伊斯蘭相互文化哲學的接
近—以以儒詮回，以回補儒，回儒
共明爲中心

社會思想與文
化, Vol.18 No.3, 

.[KCI登載]  

東洋社會思想
學會

2 Kim, Kyung 
Soo

通過天人論比較崔漢琦與朱熹的普
遍性 = Comparative study of Choi 
Han-ki and Zhu Xi "s Universality 
examined through the Theory of 
Cheonin

韓 國 學 研 究 ，
Vol.54，[KCI登
載] 

高麗大學韓國
學研究所

3 Kim, Sea 
Jeong 

朱 熹 哲 學 思 想 的 生 態 論 特 征  =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Zhu 
Xi`s Philosophy

東西哲學研究, 
Vol.77, .[KCI登
載]  

韓國東西哲學
研究會

4 Kim, Won 
Hee  

朱熹與李珥的鬼神祭祀觀 = Zhu 
Xi`s and Lee Yi`s Views on 
Ghosts(Ancestors) and Ancestral 
Rites

栗谷思想研究, 
Vol.31, .[KCI登
載候補] 

栗谷研究院

5 Kim, Jeong 
Shin

朱熹的昭穆論與宗廟制的改革論= 
Zhu Xi`s Zhao-Mu Theory and the 
Royal Ancestral Shrine System

大東文化硏究, 
Vol.92, .[KCI登
載] 

大東文化研究
會

6 Kim, Jeong 
Shin

朱熹的廟數論與宗廟制的改革論
= Zhu Xi`s Theory of Ancestral 
Tablets and the Reform of the 
Royal Ancestral Shrine System

 東 方 學 志 , 
Vol.172, .[KCI登
載]  

延世大學國學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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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7 Noh, Young-
Sil

從朱熹鬼神論的觀點看知行的乖離
問題=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u Hsi's Concept 
of Spirit

道 德 敎 育 硏
究, Vol.27 No.2, 

.[KCI登載]  

韓國道德教育
學會

8 Park, Dong In 朱熹的自我觀與生死觀 
東 洋 哲 學 , 
Vol.44, [KCI登
載候補]

東洋哲學會

9 Bang, Hyun 
Joo 

朱熹的太極形而上學與氣傳承= A 
Study on Zhu-Xi's Metaphysics of 
Taiji(太極) and It's Transition

[國內博士]  建國大學 大學
院,[2015]

10 Byun, Hee-
Wook

大慧的“看話”與朱熹“格物”的哲學
差異= Philosoph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a-hui's K'an-hua and 
Zhu-xi's Ko-wo : “The Resolute 
Willingness” or “the Elaborate 
Learning”

韓 國 禪 學 , 
Vol.42,[KCI登
載]  

韓國禪學會

11 Seong, Hyun-
Chang

朱熹對顔回的理解 = Zhuxi"s 
interpretation of Yanhui

哲 學 論 叢 , 
Vol.82,[KCI登
載]  

新韓哲學會

12 Soh, Jean 
Hyoung

關於朱熹“極”解釋中出現的道
德與政治能否分離的理論考察=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of Division 
between Ethics and Politics in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ji (極)

韓 國  政 治  硏
究 ,  V o l . 2 4 
No.3,[KCI登載]  

首爾大學韓國
政治研究所

13 Shin, Myong 
Jong

有 關 朱 子 與 茶 山 筮 法 的 比 較 研
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vining Method of Zhu Xi(朱
熹) and Dasan(茶山): Focusing 
on the Probability when making 
divination with the Book of 
Changes

退 溪 學 報 , 
Vol.138, .[KCI登
載] 

退溪學研究院

14 Shin, Jeong 
Keun

中國哲學:對於朱子之“仁”與“知”的
解法—以“愚仁者”的問題爲中心—
= Zhuxi` solution to the relation 
of Ren(仁) and Zhi(知)

東洋哲學硏究, 
Vol.81, .[KCI登
載]

東洋哲學研究
會

15 Ahn, Young 
Seok  

朱子與陽明的道德教育論研究 = 
A Study on Zhu-xi`s and Yang-
ming`s Moral Education

儒 學 硏 究 , 
Vol.32 ,[KCI登
載]  

忠南大學儒學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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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6 Yun, Jea Hum 朱熹讀書論研究
中 國 學 報 , 
Vol.72 , [KCI登
載]  

韓國中國學會

17 Lee, Sang 
Don

從理一分殊論看朱子的格物致知說 
= Chu zi`s theory of gewuzhizhi(格
物致知)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yifenshu (理一分殊)

韓國哲學論叢, 
Vol.44, .[KCI登
載]  

韓國哲學史研
究會

18 Lee, Seung-
Yeon

朱子教育思想的現代解讀= Modern 
Reading of the Juja's Educational 
Thoughts

社會思想與文
化, Vol.18 No.1, 

.[KCI登載] 

東洋社會思想
學會

19 Yi, Jong Woo

孟 子 的 是 非 之 心 ， 智 = 善 的 意
義—以朱熹與王守仁的解釋爲中
心—= Mind of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and Knowledge 
of Epistemology are Good 
in Mencius:  The Focus on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 and 
Wang Shuiren

孔子學, Vol.29 
.[KCI登載]  韓國孔子學會

20
Lee, Jung 
Sang, 
Kim, Jong Du

對養生中呼吸法的考察—以胎息
法及對朱子“調息箴”的收容爲中
心 = Culture : Consideration of 
breathing in curing(Yang-Seng) - 
Focusing on the acceptance of 
Taesikbeop and Zhu Xi`s Jou-Sic-
Jam

韓國思想與文
化, Vol.79, .[KCI
登載] 

韓國思想文化
學會

21 Lee, Cheon 
Sung

透過朱子的“仁說”看基於自然的道
德規範 = Morality of Nature based 
on Zhuxi`s Ren(仁)-theory

東洋哲學硏究, 
Vol.83,[KCI登
載]  

東洋哲學研究
會

22 Lim, 
Byeongsik

朱 子 如 何 克 服 面 對 死 亡 的 不 安 
= How Zhu Xi' overcome The 
Anxiety of Death?

東 洋 哲 學 , 
Vol.43,[KCI登載
候補] 

東洋哲學會

23 Byoung 
Ok Jeon

通 過 對 “ 絜 矩 之 道 ” 的 解 釋 看
朱 子 的 共 同 體 倫 理 = Z h u x i ` s 
Community Ethics viewed from 
His Interpretaion of Xie ju zhi 
dao(The Way of Measuring 
Square)

東洋哲學硏究, 
Vol.83, .[KCI登
載]  

東洋哲學研究
會

24 Jung, Sang 
Bong

讀《天理的含義：朱子天理觀的再
解釋》(楊利華敎授)

韓中人文學論
壇發表論文集, 
Vol.2015 No.10, 
[2015]

韓中人文學論
壇



52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25 Jung, Yeong 
Keun 

朱 熹 的 職 業 思 想  =  Z h u X i ` s 
Thoughts on Occupation

韓國思想與 文
化, Vol.80,[KCI
登載] 

韓國思想文化
學會

26 Jeong, Woo 
Rak

朱子詩的文化受容與文化應用—
以《觀書有感》爲中心 = A Study 
on the Literary Acceptance and 
Cultural Application of Poetry 
by Zhu Xi -With a focus on 
<Thoughts from Reading(觀書有
感)>-

退溪學與儒教
文化, Vo l .57 , 
.[KCI登載] 

慶北大學退溪
研究所

27 Chin, Hyung 
Joon 

二元論語一元論: 西方二元論語
朱子學一元論的比較 = Resume : 
Unicisme et dualisme

佛 語 佛 文 學
硏究, Vol.101, 

.[KCI登載]  

韓國佛語佛文
學會

28 Han, Sang In

具有教育意義之人間像的君子研
究—以朱子對“君子時中”的理
解爲中心= A Study of Gunja (君
子) as an Image of Educational 
Person: Focused on Chu Hsi`s 
Understanding of Gunja Sijung 
(君子時中)

教 育 哲 學 研
究, Vol.37 No.1, 

.[KCI登載]  

韓國教育哲學
學會

29 Han, Seung Il 

對於認識主體之感情的研究—以
朱熹的“格物致知”爲中心 = A 
study on the feelings as cognitive 
subject - Mainly Zhu Xi`s Theory 
of Gewuzhizhi(格物致知) -

人 文 學 研 究 , 
Vol.50, .[KCI登
載] 

朝鮮大學人文
學研究所

30 Han, Ja 
Kyuong

未發知覺意味研究—兼論目前韓國
關於'未發'的爭論 

哲學, Vol.123, 
[KCI登載] 韓國哲學會

31 Hwang, 
In Suk 朱熹的自然主義道德觀探討 社會科學教育, 

Vol.18, .   

首爾大學綜合
教育研究院 社
會科學研究所

32 Hwang, 
Jee-Won 

漢代訓詁學與宋代朱子學對於《孟
子 》 解 釋 的 差 異 與 其 哲 學 史 意
義 =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Exegetics in Han dynasty and 
Zhu-Xi Learning in Song dynasty 
of Mengzi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 focused 
on Zhao-Qi's Mengzizhangju and 
Zhu-Xi's Mengzijizhu

東 亞 人 文 學 
Vol.31, .[KCI登
載]

東亞人文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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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朱熹的論文共計33篇、其中、一般論文32篇、博士學位論文

1篇。關於朱熹的論文居絕大多數、稱其在中國性理學論文中占有壓

倒之勢、也絕非妄言。論文主題也豐富多樣、遍布經學、易學、經

世論、理氣論、認識論、比較、其他等領域、其中、最多的是倫理

修養論部分及認識論經學理氣論等。在將其他對象與朱熹進行比較

的論文中、不僅有朱熹與佛教的比較、與王陽明的比較、與朝鮮儒

學者的比較、還有與西方一元論、政治哲學的比較、甚至還有與伊斯

蘭文化的接近與比較。還出現了既存研究中比較罕見的關於朱熹生

死觀、職業觀等的眾多論文。不僅如此、還有很多關於朱熹的立意

新穎的論文從全新的角度透析了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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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題分類

本部分分爲1)經學[易學, 禮學], 2)理氣論, 3)倫理·修養論, 4)認識論, 5)

比較, 6)其他等方面、其中經學[易學,禮學]方面論文5篇、理氣論方面4

篇、倫理·修養論方面13篇、認識論方面7篇、比較5篇、其他方面5

篇。

眾多論文的主題新穎、各具特色、範圍上難以找出一個“公分

母”、但卻出現了很多結合現代社會的現狀、基於未見於既存研究中

的問題意識而撰寫的主題豐富多樣的論文、這是具有深遠意義的。

1) 經學[易學，禮學](5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Kim, Jeong 
Shin 

朱熹的昭穆論與宗廟制改革論 = 
Zhu Xi`s Zhao-Mu Theory and the 
Royal Ancestral Shrine System

大東文化硏究, 
Vol.92, .[KCI登
載] 

成均館大學大
同文化研究院

2 Kim, Jeong 
Shin

朱 熹 的 廟 數 論 與 宗 廟 制 改 革 論 
= Zhu Xi`s Theory of Ancestral 
Tablets and the Reform of the 
Royal Ancestral Shrine System

東 方 學 志 , 
Vol.172, .[KCI登
載]  

延世大學國學
研究所

3 Cho, Hie 
Young

邵康節的易數論如何構成？ = How 
did Shao-Yong`s Number of 
I-Ching organized?

哲 學 論 叢 , 
Vol.81,[KCI登
載]  

新韓哲學會

4 Cho, Hie 
Young

《周易》中數理的含義—就宋代先天
易學家的觀點而言—=Philosophy 
:  Impl icat ion of  R isu(理數) 
contained in the 『Book of 
Changes(周易)』 -with Song 
Dynasty`s a scholar of Sun-Chun-
Yeok-Hak(先天易學) as the central 
figure

韓國思想與文
化, Vol.77, .[KCI
登載]  

韓國思想文化
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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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5 Hwang, 
Jee-Won 

漢代訓詁學與宋代朱子學對於《孟
子》解釋的差異與其哲學史意義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Exegetics in Han dynasty and 
Zhu-Xi Learning in Song dynasty 
of Mengzi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 focused 
on Zhao-Qi's Mengzizhangju and 
Zhu-Xi's Mengzijizhu

東 亞 人 文 學 , 
Vol.31, .[KCI등
재] 

東亞人文學會

關於經學的論文分爲易學和禮學兩部分、其中、禮學部分有Kim, 

Jeong Shin 的《朱熹的昭穆論與宗廟制改革論》與《朱熹的廟數論與

宗廟制改革論》2篇；易學部分有Cho,Hie Young的《邵康節的易數論

如何構成？》與《<周易>中數理的含義—就宋代先天易學家的觀點

而言—》2篇、以及Hwang, Jee-Won的《漢代訓詁學與宋代朱子學對

於<孟子>解釋的差異與其哲學史意義》。

2) 理氣論(4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Park, Ho Suk

關於程伊川“理”哲學理論體系的硏
究 = A Study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Philosophy of Cheng 
Yichuan

[國內博士] 大邱韓醫大學 
大學院,[2015] 

2 Soh, an 
Hyoung

關 於 朱 熹 “ 極 ” 解 釋 中 出 現 的 道
德與政治能否分離的理論考察=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of Division 
between Ethics and Politics in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ji (極)

韓 國  政 治  硏
究, Vol.24 No.3, 

.[KCI登載]  

首爾大學韓國
政治研究所

3 Bang, Hyun 
Joo

朱熹的太極形而上學與氣傳承   = A 
Study on Zhu-Xi's Metaphysics of 
Taiji(太極) and It's Transition

[國內博士]  建國大學 大學
院,[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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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4 Jung, Sang 
Bong

讀《天理的含義：朱子天理觀的再
解釋》(楊利華教授)

韓中人文學論
壇發表論文集, 
Vol.2015 No.10

韓中人文學論
壇

有關理氣論的論文共4篇、其中、包括Jung, Sang Bong的《讀<天

理的含義：朱子天理觀的再解釋>(楊利華教授)》、Soh, an Hyoung的

《關於朱熹“極”解釋中出現的道德與政治能否分離的理論考察》及

Park, Ho Suk的《關於程伊川“理”哲學理論體系的硏究》等。

3) 倫理·修養論(13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Lee, Seung-
yeon

李侗功夫論的時代性含義 = The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of 
Li-Dong(李侗)'s Kongfu-Theory(工
夫論)

韓 國 學 論 集 , 
Vol.61, .[KCI登
載]   

啟明大學韓國
學研究所

2 Jeon,  Byung 
Wook

通過對“絜矩之道”的解釋看朱子的
共同體倫理 = Zhuxi`s Community 
E t h i c s  v i e w e d  f r o m  H i s 
Interpretaion of Xie ju zhi dao(The 
Way of Measuring Square)

東洋哲學硏究, 
Vol.83, .[KCI登
載]  

東洋哲學研究
會

3 Park, Kil-Su

 程明道的“仁說”研究 (I) = A Study 
on the Ren(Benevolence) Theory 
of ChengMingDao (I) - Centering 
o n  i t s  C o s m o l o g i c a l  a n d 
Ontological meanings

陽明學, Vo l . - 
No.41, .[KCI登
載] 

韓國陽明學會

4 Shin, Jeong 
Keun

中國哲學:對於朱子之“仁”與“知”的
解法—以“愚仁者”的問題爲中心 = 
Zhuxi` solution to the relation of 
Ren(仁) and Zhi(知)

東洋哲學硏究, 
Vol.81, .[KCI登
載]

東洋哲學研究
會

5 Lee, Cheon 
Sung

透過朱子的“仁說”看基於自然的道
德規範 = Morality of Nature based 
on Zhuxi`s Ren(仁)-theory

東洋哲學硏究, 
Vol.83, .[KCI登
載]  

東洋哲學研究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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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6 Yi, Jong Woo

孟 子 的 是 非 之 心 ， 智 = 善 的 意
義 — 以 朱 熹 與 王 守 仁 的 解 釋 爲
中心 = Mind of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and Knowledge 
of Epistemology are Good 
in Menc ius:  The Focus on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 and Wang 
Shuiren

孔子學, Vol.29, 
[KCI登載]  韓國孔子學會

7 Lee, Tchi Eok

關於宋代性理學家仁思想的小考
= A Brief Review on Benevolence 
of Neo Confucian Scholars during 
Song dynasty

國 學 研 究 , 
Vol.28 , .[KCI登
載] 

  韓國國學振興
院

8 Park,  Dong 
In 朱熹的自我觀與生死觀 

東 洋 哲 學 , 
Vol.44 , .[KCI登
載候補]

韓國東洋哲學
會

9 Yun, Jea 
Hum 朱熹讀書論研究

中 國 學 報 , 
Vol.72, .[KCI登
載] 

韓國中國學會

10 Lee, 
SeungYeon

朱 子 教 育 思 想 的 現 代 解 讀  = 
Modern Reading of the Juja's 
Educational Thoughts

社會思想與文
化, Vol.18 No.1, 

.[KCI登載] 

東洋社會思想
學會

11 Hwang, 
In Suk 朱熹的自然主義道德觀探討 社會科學教育, 

Vol.18, 

首爾大學綜合
教育研究院 社
會科學研究所

12
Lee, Jung 
Sang / Kim,  
Jong Du

對養生中呼吸法的考察—以胎息
法及對朱子“調息箴”的收容爲中
心 = Culture : Consideration of 
breathing in curing(Yang-Seng) - 
Focusing on the acceptance of 
Taesikbeop and Zhu Xi`s Jou-Sic-
Jam

韓 國 思 想 과 
文化, Vol.79 , 
.[KCI登載] 

韓國思想文化
學會

13 Lim,  
Byeongsik

朱子如何克服面對死亡的不安？ 
= How Zhu Xi' overcome The 
Anxiety of Death?

東 洋 哲 學 , 
Vol.43,[KCI登載
候補] 

韓國東洋哲學
會

關於倫理·修養論的論文共13篇、在按主題分類部分中所占比重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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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識論(7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Lee, Jung 
Hwan  

程學傳統中的格物，致知，窮理—
二程四代初傳弟子的詮釋與朱子再
詮釋的意義 = Gewu 格物, Zhizhi 
致知, and Xiongli 窮理 in the 
Cheng Learning (Cheng Xue 程
學) Tradition ?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ur Representative Direct 
Disciples of the Cheng Brothe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Zhu Xi's 
Reinterpretation

東洋學, Vol.60 , 
.[KCI登載]  

檀國大學東洋
學研究院

2 Noh, Young-
Sil 

從朱熹鬼神論的觀點看知行的乖離
問題 =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u Hsi's Concept 
of Spirit

道 德 敎 育 硏
究, Vol.27 No.2, 

.[KCI登載]  

韓國道德教育
學會

3 Byun, Hee-
Wook

大慧的“看話”與朱熹“格物”的哲學
差異 = Philosoph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a-hui's K'an-hua and 
Zhu-xi's Ko-wo : “The Resolute 
Willingness” or “the Elaborate 
Learning”

韓 國 禪 學 , 
Vol.42 , .[KCI등
재]  

韓國禪學會

4 Lee, Sang 
Don

從理一分殊論看朱子的格物致知說 
= Chu zi`s theory of gewuzhizhi(格
物致知)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yifenshu (理一分殊)

韓國哲學論叢, 
Vol.44,[KCI登
載]  

韓國哲學史研
究會

5 Han,  
Seung Il 

對於認識主體之感情的研究—以
朱熹的“格物致知”爲中心  = A 
study on the feelings as cognitive 
subject - Mainly Zhu Xi`s Theory 
of Gewuzhizhi(格物致知) -

人 文 學 研 究 , 
Vol.50,[KCI登
載] 

朝鮮大學人文
學研究所

6 Kim, Woo 
Hyung 

從道德認識論的觀點看“智”與“知
覺”問題—性理學中關於“智"德之兩
種立場的現代解釋 = Problematics 
o f  J i  (智) and J igak (知覺)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e Epistemology: Modern 
Interpretat ion of  the Two 
Positions in Seongnihak (性理學) 
in relation to Intellectual Virtue

東西哲學研究, 
Vol.75 , .[KCI등
재]  

韓國東西哲學
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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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7 Han, 
Ja-Kyoung 

未發知覺意味研究 兼論目前韓國關
於'未發'的爭論 –

哲學, Vol.123 , 
.[KCI登載]  韓國哲學會

5) 比較(5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Shin, Myong 
Jong 

有 關 朱 子 與 茶 山 筮 法 的 比 較 研
究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vining Method of Zhu Xi(朱
熹) and Dasan(茶山): Focusing 
on the Probability when making 
divination with the Book of 
Changes

退 溪 學 報 , 
Vol.138 , .[KCI
登載] 

退溪研究院

2 Ahn, Young 
Seok  

 朱子與陽明的道德教育論研究  = 
A Study on Zhu-xi`s and Yang-
ming`s Moral Education

儒 學 硏 究 , 
Vol.32 , .[KCI登
載]  

忠南大學儒學
研究所

3 Chin, Hyung 
Joon 

二元論語一元論: 西方二元論語
朱子學一元論的比較= Resume : 
Unicisme et dualisme

佛語佛文學硏
究, Vol .101 , 

.[KCI登載]  

韓國佛語佛文
學會

4 Kim, Kyung-
soo

 通過天人論比較崔漢琦與朱熹的普
遍性 = Comparative study of Choi 
Han-ki and Zhu Xi "s Universality 
examined through the Theory of 
Cheonin

韓 國 學 研 究 ，
V o l .54  N o .， 

.[KCI登載] 

高麗大學韓國
學研究所

5 Kim, Won 
Hee  

朱熹與李珥的鬼神祭祀觀 = Zhu 
Xi`s and Lee Yi`s Views on 
Ghosts(Ancestors) and Ancestral 
Rites

栗谷思想研究, 
Vol.31 , .[KCI登
載候補] 

栗谷研究院

6) 其它(5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Seong, Hyun-
Chang

朱熹對顔回的理解 = Zhux i"s 
interpretation of Yanhui

哲 學 論 叢 , 
Vol.82 , .[KCI登
載]  

新韓哲學會

2 Jung, Yeong 
Keun

朱 熹 的 職 業 思 想  =  Z h u X i ` s 
Thoughts on Occupation

韓 國 思 想 與
文化, Vol.80 , 
.[KCI登載] 

韓國思想文化
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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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3 Jeong, Woo 
Rak

朱子詩的文化受容與文化應用—
以《觀書有感》爲中心 = A Study 
on the Literary Acceptance and 
Cultural Application of Poetry by 
Zhu Xi -With a focus on <Thoughts 
from Reading(觀書有感)>-

退 溪 學 與
儒 教 文 化 , 
Vol.57,[KCI登
載]  

慶北大學退溪
研究所

4 Lee, Hyun-
Sun

程顥的哲學與明代儒學脫朱子學的
傾向  = Cheng Hao's Philosophy 
and the anti-trend of the Chu-
tzu's doctrine in Confucianism of 
Ming-Dynasty

陽 明 學 V o l . - 
No.42, .[KCI登
載]  

韓國陽明學會

5 Kim, Sea 
Jeong  

朱 熹 哲 學 思 想 的 生 態 論 特 征  =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Zhu 
Xi`s Philosophy

東西哲學研究, 
Vol.77,[KCI登
載]   

韓國東西哲學
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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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論文分析與批評

1) 主要論文分析

1) Jeon, Byung Wook在《通過對“絜矩之道”的解釋看朱子的共同體

倫理》中、以兩種方式解釋了朱子的“絜矩之道”。其一是在揣測

他人之心時、應堅持公平的原則；其二是切實地把握他人之需、視人

如己、保證他人各得其所。這兩中立場都具備合理的論據、並且符合

“平天下”章的整體論旨。最後、我們得知絜矩之道必須綜合以上兩種

立場、也即是說、絜矩之道是指“在揣測他人之心時、要以自身之心

爲基准了解他人之心、把握他人所需、然後視他人如己、保證其各得

其所的方式”。Jeon,  Byung Wook指出、本文的首要任務是闡明以上

觀點。絜矩之道并不是通用於一切狀況的行爲規範、原則上說、絜矩

之道是在實現治國以後才要求的。所謂實現治國、是指所有人被爲政

者在家庭內部進行的道德實踐感化、從而自己也產生了試圖進行道德

生活的慾求。因此、以上所說“他人之心”是指獲得了試圖在家庭內

部進行道德實踐之欲求、與此相同、“自身之心”是指爲政者自身希

望能夠在家庭內部進行道德實踐之心。《大學》傳9章中的“恕”具

有獨特的意義、是爲政者能夠實現治國的內在條件、是爲政者試圖扮

演道德模範的姿態。本文的第二個任務是、揭明當爲政者通過“恕”

實現治國以後、才要求其實行絜矩之道這一事實。另外、本文中還說

明了君子爲了適時地履行絜矩之道、必須以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的道

德修養爲前提、並且說明了絜矩之道的具體適用對象是經濟問題和人

事問題這一事實。

2) Lee, Sang Don在《從理一分殊論看朱子的格物致知說》(Chu z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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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gewuzhizhi(格物致知)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yifenshu (理一分

殊))中說道、格物致知的關鍵在於對“理”與“知”的理解、朱子

對“理”的理解在“理一分殊”中得到充分體現。“理一分殊”具

有社會倫理的脈絡、月印萬川的意義及渾然與粲然三個層面。萬物之

中普遍存在著一個理、進而呈現爲分殊之理；未發時渾然一體、進而

發顯爲已發的粲然條理。因此、居敬不僅局限於認識理的心理准備

階段、且即物窮理不同於科學知識探求。概而言之、科學知識是難

以通過朱子的格物致知而獲得的。因此、近代科學知識的產出不僅要

轉向認識主體、而且還要轉換對於自然界的存在論的理解、這可謂

是現代格物致知研究的新方向。

3)Lee, Jung Hwan的《程學傳統中的格物、致知、窮理—二程四

代初傳弟子的詮釋與朱子再詮釋的意義》 (Gewu 格物, Zhizhi 致知, 

and Xiongli 窮理 in the Cheng Learning(Cheng Xue 程學) Tradition ?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ur Representative Direct Disciples of the Cheng 

Brothe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Zhu Xi's Reinterpretation)一文、旨在探

討程伊川的四代初傳弟子—呂大臨, 楊時, 謝良佐,遊酢對於格物、致

知、窮理的解釋、由此積極地揭明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在程學傳統中

所具有的“革命性創新”的意義。筆者認爲、朱熹並未承認《大學》

在經傳中的權威、而是在假定格物致知部分已遺失的情況下、插入

了《格物補亡章》、並主張這一解釋是以二程對於格物致知的觀點爲

根據的。就學問的延續而言、直接求學於二程的四代初傳弟子是如

何解釋格物窮理？他們的觀點與朱子的解釋有何不同？本論文比較、

探討了諸文獻中二程四代初傳弟子對於格物、致知、窮理的解釋、

闡明道各種解釋雖然存在著儼然的不同、但在根本旨趣與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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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一致的。也即是說、四代初傳弟子在解釋格物、致知、窮理時、

都基於“一理”與“合內外之道”、主張主體之本性與心的單一、普

遍之理依據天理自然發顯到外部對象的是單純地、內向的自覺與認

識。其中、相一致的內容在二程語錄中可以驗證。朱子則反對這種

徹底向內的傾向、把對外物對象的關注作爲格物致知的基本條件、

提出了對於格物、致知、窮理的全新解釋、由此試圖在二程的學問

傳統中重新確立起儒家最基本的學習方法(例如對儒家經傳的閱讀)。

4) Lee, Cheon Sung的《透過朱子的“仁說”看基於自然的道德規

範》(Morality of Nature based on Zhuxi`s Ren(仁)-theory)一文、立足於

“道德多元主義社會中、仁義禮智作爲儒家代表性的德目、能否仍然

在社會中作爲引領美好生活的指南或者超越其它德目而而成爲核心

價值？”這一問題意識而完成。爲了探明這一問題、有必要首先探討

一下朝鮮時期性理學家普遍認同的朱子學中有關“仁”的見解。朱子

有關“仁”的綜合、縝密分析、成爲了擴張與主體相關的性理學基

礎與儒學發展的契機。在基於自然性對道德本性進行省察這一層面、

把"仁"定義爲“心之德愛之理”是朱子學中對於人之本性、即對於人

性的代表性觀點。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元亨利貞這一自然界的變化一

樣、人的道德性也是基於自然所賦予的生命力的發顯。自然界所具有

的源源不斷創生萬物的生命力、在人而言、就是不忍人之痛這一最

初的感情。由此、確認了人類是能夠與天地相通的自然中的一部分。

其自然性在将元亨利貞與仁義禮智相對應的過程中得以明示、因而、

朱子主張“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心之綱”、同時把人的

道德性具體化、即仁義禮知。另外、朱子試圖明確代表愛的道德感

情及在日常中與本體相關聯的仁之精神、即試圖通過感情與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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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與差異、在人的心中確立起行爲的道德基准。這種思維一方面

奠定了儒學所追求的實現日常道德化的深層基礎、另一方面則成爲努

力追求涵養工夫的基石。如此、在基於自然性、追求日常道德化的朱

子學中、以仁義禮智爲代表的儒學道德條目、超越了強制性及實用

性、成爲本性的自然發顯。

以上簡練地整理了幾篇論文、雖然出發點各異、但對於自身主張

的論證都極具說服力。

2) 論文批判

1)Noh,Young-Sil的《從朱熹鬼神論的觀點看知行的乖離問題》(The 

Discrepancy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u 

Hsi's Concept of Spirit)是一篇問題眾多的問題。在本論文中、筆者在缺

乏對朱子學基本理解的情況下、以教育學界某一特定集團對朱子學說

的歪曲理解爲基礎展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把理規定爲“邏

輯性原因”的部分。在朱子學中、通常認爲理是一切存在的實質性存

在基礎、是運動的主宰者。荒唐的是、本論文主張鬼神是“理”的代

行者、是引導人類存在合於理的勢力、進而主張鬼神是“氣”的代

行者、並且采取擬人化的手段、認爲鬼神即是理之能動性的發顯。因

而、暫且不看對於朱子學理解的深度、此文能否堪稱爲論文也值得商

榷。

2) Han, Seung Il的《對於認識主體之感情的研究—以朱熹的“格物

致知”爲中心》 (A study on the feelings as cognitive subject - Mainly Zhu 

Xi`s Theory of Gewuzhizhi(格物致知))一文也缺乏對於朱子學的基本理

解。其中、筆者將“情”成爲“感情”、因此、對於“無情者”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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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節出現的《大學》第四章、筆者解釋道"即使是無情者、也具有懼

怕百姓意志之情”。但依據常識、此時的“情”與“懼怕之情”並不

是相同的感情、而是“實情”、“事實”的意思。

此文從題目開始就犯了錯誤。在朱子學中、“性發爲情”的“情”

指的是心之作用的全體、其中包括了與“惻隱之心”和“羞惡之心”

相同的“感情”、與“辭讓之心”相同的“意志”、判斷是非善惡的

“理性”等。認識主要屬於“知”的領域、但認爲感情是認識主體的

主張是極其荒唐的、且喜怒哀樂之情又怎能成爲“即物而窮其理”主

體？ 

對於朱子《中庸序》中的“或生或原”、筆者認爲：“根據對於

心之所從來的知覺、將心區分爲人心和道心。… 由於人之想法各異、

因此、如若認爲我之心出於性命、即使是人心、也與道心無異。”由

此主張可易知、筆者嚴重歪曲了朱子學的基本概念與基礎理論。另

外、就其“知之窮極即格物”這一主張而言、可知筆者連作爲研究對

象的“格物致知”的基本意義都未能准確把握。

論文中處處存在著未能論清楚的主張、對於作爲致知之內容的

“理氣不離不雜”的擴充說明也未闡釋清楚。另外、將“道心是知覺

道理底”錯誤理解爲“道心知道理之底”、使得本文的可信賴度大

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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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價與展望

以上按照主題人物、主題分類整理了2015年韓國關於中國朱子學的論

文。2014年對所有的學位論文進行了整理、但2015則排除碩士論文、

僅以博士論文與一般期刊(KCI登載集、KCI登載候補集)爲對象進行了

整理。

第一、按照人物分類、整理了北宋時期的性理學家邵雍、程顥、

程頤及南宋的李侗、朱熹等5名儒學家。按人物分類中共計論文39

篇、其中一般論文38篇、博士學位論文1篇。具體來看、關於邵雍

的、程顥的論文中各有一般論文2篇；關於程頤的論文共2篇、其中

博士論文1篇、一般論文1篇；關於朱熹的論文最多、與其它人物相

比具有壓倒之勢、共計32篇、其中一般論文31篇、博士學位論文1篇。

與2014年相比、2015年出現了2014年未曾出現的關於邵雍與程

頤的論文、但卻沒有關於周敦頤、謝良佐、胡宏、陳德秀等人的論

文。2014年共計刊登期刊論文49篇、就按人物分類來看、關於周敦

頤的有3篇、張載的3篇、程顥的3篇、謝良左的1篇、胡宏的2篇、朱

熹的35篇、陳德秀的1篇；碩博士論文共計8篇(博士3篇、碩士5篇)、

其中6篇(博士2篇、碩士4篇)是關於朱熹的。

朱熹哲學經過朝鮮前期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此、關於朱熹

的論文在數量上占壓倒之勢也是理所當然的。但爲了真正理解朱熹、

理解構成朱熹思想之基礎的北宋性理學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所有論文

中、主要偏重於朱熹這一事實雖可理解、但似乎並非理想狀態。

第二、按照主題分類中、主要分爲1)經學(易學、禮學)、2)理氣

論、3)倫理、修養論、4)認識論、5)比較、6)其它等。2015年一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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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發表的有關中國朱子學的論文共計40篇、其中、各類別的論文數

量爲經學(易學, 禮學)5篇、理氣論4篇、倫理、修養論13篇、認識論7

篇、比較類5篇、其它類5篇。而2014年則爲倫理、修養論16篇、理

氣心性論12篇、經學7篇、政治社會6篇、禮學3篇、其他類5篇。就

按照主題分類來看、2014年与2015年、關於倫理、修養論部分的論

文最多。

在按人物分類中、關於朱熹的論文占了絕大多數、而在按主題分

類中、關於倫理、修養論的部分占多數。這是韓國學術界的巨大研

究成果、期待日後研究者能夠基於這些深入的研究、創造出水平高

於中國的朱子學研究論文。

最後、期待能夠出現更多有深度的論文、挖掘既存研究中還未出

現的與朱子相關的學者、並與韓國社會接軌探究出更多豐富多彩的

主題。在現代社會重新詮釋朱子學意義重大、且是日後當行之路與目

標、這也必將是韓國學術界的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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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以2015年韩国发表的与中国明清儒学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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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包

括杨先进的《探讨王阳明和亨利·伯格森的生命论以及哲学对话的运

用》(忠南大学)。

韩国研究财团论文发表平台收录的论文时间限制在2015年1月到

12月期间。本报告将采用韩国研究财团的论文分类方式对相关论文

进行分类。即、哲学类刊物25个、儒学4个、其他人文学1个、汉语

及中国文化1个、以及历史学19个。因此、包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

文以及学术论文在内、总共有23篇论文(博士论文的1篇不包括在内)。

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论文、以下按照人物类别进行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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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人物类别分类

1) 与王阳明有关的论文(9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Hwang, Gap 
Yeon

考察阳明批判朱子哲学时的
“适否”

《泛韩哲学》第79
集 泛韩哲学会

2 Kwuan, Hyang 阳明哲学中良知的体用观：
与朱子“理”之比较

《哲学论丛》第81
集第3卷 新韩哲学会

3 Kim, Hye Su
张横渠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解
读：张横渠气论中阳明学的
体现和适用

《阳明学》第41号 阳明学会

4 Lim, Hong Tae 通过比喻来认识阳明的学习
论

《韩国哲学论集》
第45辑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5 Hwang, Gap 
Yeon

通过诗情来认识王守仁的哲
学思维世界

《中国学报》第72
辑 韩国中国学会

6 An, Yeong Seok 朱子和阳明的道德教育论研
究

《儒学研究》第32
辑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7 Lee, U Jin 新儒学的儿童教育：以朱子
与王阳明为中心 《阳明学》第41号 阳明学会

8 Kim, Jun Seung
王阳明的儿童教育观的知行
合一：比较鲁道夫·斯坦纳的
华德福教育

《阳明学》第42号 阳明学会

9 Kim, Jun Seung 王阳明思想中人的潜力 《东洋哲学研究》
第82辑 东洋哲学研究会

在全部23篇论文中、关于王阳明的论文有9篇、即占百分之三十。

这与去年相比、比重和数量略有下降、去年18篇论文中关于王阳明

的论文共有10篇、即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

看出在对明清时期儒学研究的领域、关于王阳明的研究仍然占据了十

分重要的地位。虽然一年之中有9篇论文数量也并不能算多、但是就

论文主题的丰富多样性来看、却十分令人欣慰鼓舞。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各文章的主题、首先、我们将对前三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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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回顾和探讨。Hwang, Gap Yeon的论文在讨论王阳

明对朱子学进行批判之正当性的同时、揭示了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差

异性。Kwuan, Hyang的论文则主要说明了作为阳明学说核心之良知的

体用。Kim, Hye Su的论文将阳明学气论的倾向性与张载的气哲学相结

合进行了阐释。第四、五篇论文则进一步拓展我们理解阳明思想的方

式。Lim, Hong Tae通过说明阳明所使用的比喻方式来介绍阳明思想的

本质。Hwang, Gap Yeon的文章则是通过阳明的诗作来理解阳明思想

的内在。剩下的四篇文章则是从教育学的层面来理解阳明学。这也

是2015年韩国儒学研究领域十分显著的特征之一。An, Yeong Seok和

Lee,UJin的论文从现在教育学的角度对阳明和朱子思想的差异进行了

说明。Kim, Jun Seung的一篇论文主要是对阳明学重要特征之人的潜力

的部分进行了整理并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而另一篇论文则是将这一

特征代入到儿童教育中、将其与鲁道夫·斯坦纳的华德福教育相比

较、进行了具体的说明。

2) 王廷相(1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Kwuan, O Hyang 王廷相的知识论 《东洋哲学研究》
第83辑

东洋哲学研究
会

在韩国学界、关于王廷相的研究迄今为止几乎是空白。这是由于

在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的大框架下、探讨明代思想时、学者们大多会

集中探讨阳明心学。但是在中国学界、除了理学和心学之外、学者

们在为整理中国哲学史付出诸多努力的同时、也为实学的研究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而在这一过程中、王廷相的地位自然不容忽视。Kw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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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Hyang以王廷相的知识论为主题、对其思想进行了条理清晰的分析。

3) 王艮和泰州学派(3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Kim, Yeon Jae
王艮的安身立本说及其道德
上形而上学之纲领：以安身
和至善之统一为中心

《阳明学》第40号 阳明学会

2 Lee, Sang Hun 泰州学派之正己正物和工夫
的涵义

《儒学研究》第33
辑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3 Lee, Sang Hun 卓吾李贽的求道精神和实践
工夫

《阳明学》通卷 第
41号 阳明学会

这三篇论文探讨了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的思想内容。Kim, Yeon 

Jae的论文以王艮核心思想中的安心立本说为切入点、对安心立本说

中将安心和至善二者统一而论的特点做出了说明。在此基础上、作者

通过探讨其道德形而上学上的纲领的方式、进一步阐释了以王艮为

代表的泰州学派良知说所具有的思想史上的意义。Lee, Sang Hun的第

一篇文章则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泰州学派的思想进行了整理。从王

艮到李贽、作者首先对泰州学派核心人物的思想进行了叙述、进而概

括出了泰州学派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Lee, Sang 

Hun则在求道精神和实践精神的框架中、对李贽的思想特征进行了阐

述。

4) 王龙溪(2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Sun, Byeong 
Sam 王龙溪的“一念入微”工夫论 《阳明学》第40号 阳明学会



74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2 Sun, Byeong 
Sam

如何理解王龙溪的工夫论：
“无工夫中真工夫”

《东洋哲学研究》
第82辑 东洋哲学研究会

王龙溪是阳明后学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完成了对良知说

的理论研究。黄宗羲立足于对先天正心之学和后天诚意之学的区分、

在他的《明儒学案》中以本体论来说明良知形成论、以致良知工夫

论来阐释先天正心之学、从而对龙溪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概括整理。那

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先天正心之学呢？SunByeongSam在认可王龙

溪观点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工夫论进行全面地分析和理解。他的另一

篇论文则对龙溪工夫论中的“一念入微”工夫论进行了详细地探讨。

5) 王夫之(4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Kim, Jin Geun
王夫之的夷夏之辨中对边疆少
数民族的蔑视之情及他对此之
辩驳

《东洋哲学》第44
辑 韩国东洋哲学会

2 Park, Yong Tae 王夫之思想中的主器论倾向及
华夷论

《东洋哲学研究》
第78号 韩国东西哲学会

3 Cho, U Jin 王夫之对张载易学的吸收和借
鉴：从主器论的观点出发

《泛韩哲学》第79
辑 泛韩哲学会

4 Ahn, Jaeho 试论王夫之的正义观： 以“通
义”和“经”“权”关系为中心

《哲学探求》第37
辑

中央大学中央哲
学研究所

在明清时期思想研究中、就个别人物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王夫之

的研究仅次于王阳明、数量十分可观。2015年关于王夫之的研究比

2014年多出一篇、而这也恰恰反映了王夫之思想本身无论在量还是

质的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这四篇文章中、前两篇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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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论的研究。第三篇通过比较王夫之和张载的易学和气学的方式

来进行解释说明、第四篇则讨论了王夫之的正义观。KimJinGeun通过

使用历史的方法来分析王夫之的怀疑论、并通过追溯怀疑思想的历史

变迁从而肯定地评价分析王夫之怀疑论的内在线索。ParkYongTae通

过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来阐明王夫之怀疑论中出现的对边境少数民族

的蔑视之情。ChoUJin通过比较王夫之和张载的气学及易学等重要概

念、明确地说明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Ahn Jaeho通过王夫之

的正义观来反观作为当代韩国的热门话题之一的正义的概念。

6) 龚自珍和魏源(两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Noh, Byeong 
Ryeol / Chun, 
Byeong Don

关于清末龚自珍“变”思想的
研究

《儒学研究》第32
辑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2 Chun, Byeong 
Don

通过清末春秋公羊学来看
待近代思想的萌芽：以龚
自珍和魏源的思想为例

《东洋哲学研究》
第83辑 东洋哲学研究会

这两篇论文集中说明了清末时期出现的对社会改革论造成重要影

响的春秋公羊学派的魏源和龚自珍的思想。公羊学派以春秋公羊学为

基础、试图寻求一种从以亘古不变之“理”为中心的思考、向公羊

学强调的以变易为中心的思考进行的转变。龚自珍和魏源主张正如万

物变迁一般、社会制度也是一定要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应当向西

方文明学习。他们所提倡的社会改革论、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要求从以

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向以个人为中心的近代社会进行改革。同时

他们也肯定西方文明的价值、强调对西方文明进行学习和借鉴。这两

篇论文正是反映了上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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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两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Lee, Hyeon Seon 程颢的哲学和明代儒学的脱
朱子学倾向 《阳明学》第42号 阳明学会

2 Sun, Byeong 
Sam

当代中国阳明学派研究现状
考察：从近代到现代

《东洋古典研究》
第58辑 东洋古典学会

关于程颢和程颐哲学思想是否相同、直到今日在新儒学思想领域

仍是备受争议的话题。而Lee, Hyeon Seon则主要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

明。与此同时、因二程兄弟在学问上的差异是新儒学思想中所强调

的重要话题、所以他也同时考察了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脱

朱子学思想倾向十分明显的明代儒学中、Lee, Hyeon Seon将程颢的哲

学思想与程颐及朱熹的哲学思想区分看待、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和叙述。Sun, Byeong Sam按照时间顺序概括了中国阳明学派的相关研

究成果、对阳明学(阳明后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这篇论文反映了

2008年以后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进一

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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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论文分析和评价

提到宋明理学、我们通常指的是宋代的理学和明代的心学、由此我们

也可以看出阳明学是理学的一个分支。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朱子学

和阳明学之间存在着互不让步的论战。虽然这是由于狭隘的学术观造

成的、但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出在当时以儒学作为社会主导思想的背

景下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的教派论战是无法避免的。在当代韩国的基

督教派中、不同教派之间的论战也与此类似。虽然不相信基督教的一

般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基督教派、他们之间为什么会

存在如此强烈的异端论战。但是你只要稍稍了解基督教的话、就能够

理解为何会存在对这种异端的争论。Hwang, Gap Yeon在《考察阳明

批判朱子哲学时的“适否”》中、探讨了阳明学中对朱子学批判的合

适与否。他为何要做这样的研究呢？他这样说道：“朱陆之辩和明代

产生的阳明和朱子学者之间展开的学术争论、恰恰就是一直延续至今

的理学和心学的争论根源。虽然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

积极评价这种论战、但是这种论战的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朱陆

的后学之间相互全面否定对方的学术价值、并将对方的思想判定为异

端、甚至于对其进行政治迫害。一般来说、在理学和心学的论战中、

因为理学更加广为人知、所以人们总是认为理学总是攻击的一方而心

学为防御的一方、但与此相反、在明代中后期的王阳明、却对理学产

生了一种攻击性的姿态、掌握了对学术圈的主动权。王阳明对朱子哲

学的批判、虽然在一方面使朱子学派的学者们得以警戒、但其实这也

是源于对朱子哲学缺乏深刻的理解而导致的。这篇论文恰恰指出了王

阳明对朱子哲学进行批判的不恰当性的一面。作者在文中指出、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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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学说大多是对阳明学进行辩护、为了保证这种评价的客观性、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朱子学进行了辩护。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

王阳明对朱子学的批判缺乏合理性。一是性即理、二是格物穷理、三

是知行论、四是朱子晚年定论。鉴于第四点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义理

规定并没有明显关系、所以笔者在此篇报告中予以省略。就性即理而

言、王阳明的批判在哪一方面缺乏合理性呢？王阳明对朱子哲学之性

理学最具代表性的误解在于把它视为了与告子义外说相同的学说。为

什么王阳明将觉朱子义说与告子义外视为相同的学说呢？虽然说对于

告子义外说的解释众说纷纭、但朱子真的像告子一样认为关于道德是

非善恶的判断和行为的正当性及其倾向完全是由行为对象决定的吗？

朱子只是在探求行为主体及对象之间一定存在的原理、其次认识之理

和心自身之理相互认可、从而使情感活动为善。告子则只是强调外在

的标准而忽略了内在主体的自律性理念、但是在朱子哲学中、心对理

的认识是来源于心自身的喜悦。此外、因为通过格物穷理而实现的心

具理、并不是后天的当具、而是先天的本具、所以心对理的自律、虽

是根据法则而产生的意志的立法性自律的其它形态(心即理)、但同时

也肯定了作为其他形态的新的自律性。事实上、Hwang, Gap Yeon所想

要强调的观点如下：“笔者认为、以朱子和阳明的性即理和心即理

为依据的道德论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更不存在谁为异端谁为正

统。”儒学的道德论既可以用心即理来解释、也可以用性即理来予以

说明、但核心在于本体论、学习论以及宇宙论三者之间的一致性问题。

理学和心学只是在对道德论的说明方式上不同而已、二者所追求的目

标、价值观是一致的。虽然说他们对于本体的认识、以及在内圣外王

追求上采取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判断孰优孰劣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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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朱子学和阳明学在道德主义问题上持有相同的态度。二者只是

在如何实现这一道德问题上拥有不同的主张。朱子着力于客观地确立

与老子和释迦牟尼不同的儒学普遍道德、而阳明则是以朱子确立的普

遍道德为客观基础、追寻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类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等

关于道德主体建立的问题。

Hwang, Gap Yeon从三点解释了王阳明对朱子格物穷理的看法是错

误的。“笔者将从三方面来解释为什么王阳明对朱子格物穷理的看

法是错误的。一是在格物一词上对“格”字意义阐释的错误；其次、

阳明认为、朱子的致知学习是缺乏根本的学习、此时王阳明所说的

“根本”的含义是十分主观的；最后、将穷理规定为在万事万物上追

求理、从而将事物的存在性问题和理的存在性问题同一而视。虽然

朱子和阳明都将大学的格物致知作为基本框架来表达个人的义理观、

但事实上格物和致知的含义相差极为迥异。”

朱子在实现“格”的含义问题上、认为它不仅包括对事物的接物

含义、还包括知至含义。而王阳明则认为只有接物的含义、因此认

为朱子所主张的即物穷理是错误的。同时批判阳明所说的朱子学缺

乏根本、与事实是不相符合的。“换言之、正如王阳明所说、虽然

不能从心上来寻找性、但是、在根本意义上致知与心性是合一的。因

此、朱子的致知活动即有根本、也就清晰地表明了自身人格发展的

过程。”最后、他在批判阳明关于朱子即物穷理观点的同时、借用

石亭李定稷之口来揭示阳明学所主张的事物的存在性和理的存在性相

同的观点是错误的。“孝理永远珍藏在我心中、换言之、作为孝的

实践对象的父母的存在性和孝理的存在性是完全不同的。”在知行

合一的问题上、他一方面对于朱子的知行论作出了如下解释：“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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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肯定了知轻行重和知行并进的重要性、但是先知后行才是义理的

根本。”与此同时、他对于朱子这种论述的正确与否作出如下评价：

“笔者也认为、在致良知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知行是无法合一的。但

是笔者却无法同意、用朱子学的义理、即严格区分心和理、来解释

知行无法合一。如上所述、知行无法合一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善

的认知无法得到强有力的实践。虽然在朱子哲学中、作为认识结果

的致知和诚意是相异的结合、但是对于性理的认知、即因为承认了

性理是心自身的品德、所以即使不能说是一者的延续、但说是它的

结合也并不为过。”

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义理区分一直以来都是理学和心学长久的论战、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十分关注阳明学的气学要素。为何阳明学的气学要

素在现代学者中仍然十分瞩目？笔者将用Kim, Yeon Jae的《王艮的安

身立本说及其道德上形而上学之纲领：以安身和至善之统一为中心》

来解释其中存在的原因。

这里笔者将分析被评价为主观唯心论的阳明学和张载的气学是否

存在相同之处、并用Kim, Hye Su的《张横渠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解读：

张横渠气论中阳明学的体现和适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本研

究以张横渠的气论和王阳明的良知说结构上的相似性为基础、集中

阐释阳明学对张横渠气论的借鉴。笔者认为、宋明儒学的本质在于

构建道德上的形而上学。因此、王阳明的良知说是以张横渠气论为

基础而发展出来的理论。”下文将对此进行具体阐述。Kim, Hye Su

试图从道德形而上学构建的角度来解释张载和王阳明思想的相似性。

“张横渠气论以构成客观现象世界的气学为基础、来说明人类的本性、

并尝试揭示其中的道德上的意义。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则强调作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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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实践主体的人的道德本心、来说明良知理论以及通过良知来试图

构建实现万物一体的道德理论。这一点上充分体现了张横渠和王阳

明的学术体系中方法论的差异。但是、从宋明儒学的本质以及道德

形而上学构建的角度来看……张横渠和王阳明对宋明儒学本质的看

法是一致的。”这一点对于那些对宋明理学缺乏基本了解的读者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说明。但是、对于相关研究人士来说、却并不是什么

新的内容。如果说道德的形而上学的构建的话、为什么偏偏只说到

张横渠、难道王阳明所批判的程颐或朱子不应该是道德形而上学构

建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吗？

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并

不能算是充分的论据。那么、Kim, Hye Su主张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王阳明在建立起良知说时、也借鉴了张横渠的太虚、气

以及体用关系的理论结构。所以、王阳明的良知说可以被看做是张横

渠气论的王阳明学式的化用。因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在建立自己独

创性的良知说的时候、张横渠的气论对王阳明产生了相当大的思想

上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Kim, Hye Su的如上论述。Kim, 

Hye Su在其论述中进一步指出、对于张横渠气论思想上的展开、大致

可以分为两个方向来进行说明：一是朱子理气论的展开、二是王阳明

良知说的展开。如果这一主张正确的话、现有的哲学史叙述中关于王

阳明学的内容就有必要进行新的更改、因此其影响将非常深远。另一

方面、这里也可以看出、Kim, Hye Su采取的方法是、比较王阳明的良

知论和张横渠的气论。

他在王阳明将良知解释为太虚的部分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证。“这

种良知被张横渠解释为太虚、与总体性的气之意义相应。”“即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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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造化之精灵的良知与张横渠所说的太和不同之处只在于我的心离开

了良知。我心中的良知一旦失去、宇宙自然的秩序和万物的创造将变

得不再可能。”尽管如此、Kim, Hye Su仍然把这种不一致视为一种

进步。“虽然宇宙自然的秩序和创造天地万物的天道有行是由我心中

的良知实现的、而张横渠则将客观天道有行的总体解释为太虚、由

此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但是其理论的逻辑结构

却和张横渠的太虚相一致。同时、王阳明强调、我的心对天道实体

的吸引作用以及自发性的人类道德的主体性。这其实是对张横渠太

虚所进行的王阳明学式的化用。”

尽管如此、因为无法忽视王阳明思想中关于太虚论据的缺乏、他

这样辩解道“虽然王阳明将良知和太虚结合在一起进行说明、在内

容上有一定的不足、但是从他对张横渠太虚的逻辑结构到良知的本

质意义的说明却是充分的。”Kim, Hye Su的这种主张仍然缺乏能够

让人充分信服的论据。

同时、Kim, Hye Su比较了张载气一元论的结构和阳明的“理者、

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的论述、还探讨了它们的相似之处。毋

庸置疑的是、对于除了王阳明之外的明代理学家来说、朱子所确立

的无造作、无情义、无计度之理的概念是不必要的。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不受经验世界制约的、作为形而上学绝对普遍实体的理、并不

是其思考的重点。在明代的儒者看来、无造作、无情义、无计度之

理可能是于现实相脱离的形式上的虚无之理。因此、连批评王阳明

心性论的罗整庵都主张理气一物说。阳明所说的条理之理与朱子所言

的作为实体的理是明显不同的。正如明代的其他儒者一样、他也否

定了脱离于经验世界的所谓实体之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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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提到变化之理时、就一定需要提到气之媒介。这里我们至

少可以把它和张载的气论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想要主张阳明的良

知论是来源于张载的气论的话、就必须给予上述的论据。这就是说、

阳明在赞同心本体之良知的活动性的基础上、阐明了作为气之条理

的理、这实际上应该说是以孟子的心性论为基础的、而非张载的气

论。

关于阳明学的哲学性论述就先谈到此处。接下来笔者将探讨教育

哲学的论述。无论是朱子学还是阳明学、他们都是宋明理学、因而都

拥有理学的共同特征––圣人之学。在如何发展圣人之学方面、他

们创造了各自不同的教育哲学。尽管朱子的哲学十分严格、客观、

但却并不能被认为是恰当的圣人之学。而阳明的哲学尽管十分简易和

有吸引力、同样不能被认作是恰当的圣人之学、也无法被承认为新儒

学(理学)。

Lee, U Jin的论文《新儒学的儿童教育：以朱子与王阳明为中心》

可以被视作是学习朱子和阳明儿童论的入门之作、作者在文中探讨了

朱子和王阳明的一般教育观、并主张在教育问题上、二者既有共同之

处、也有不同之处。

那么二者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呢？”他们都相信人的天性、并认

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回复到原来的本真状态、即“复初的教育

观””。从根本上来看、这种教育哲学与成为近代西方教育理念根

基的两大模型、即铸型模型和成长模型、所主张的观点有很大的不

同。这两种模型都将教育视作是“为有所缺乏、未成熟的存在提供智

力和道德等方面的帮助、使其得以完善、从而成长和发展为更加完美

的存在。”相反、朱子和王阳明则以性本善的理念为基础来阐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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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其教育观。但是他们的性善说却又区别于孟子的性善说。他们所

说的性善说是新儒学所构建的性善说、即主张“人类的本性在道德上

处于完善且纯粹的状态”。在新儒学中、人类本来的面目被认为是

“完美者、即圣人”。因此、教育并不是”使不完美的存在得以成长、

成熟和发展的活动”、而是“使其恢复、复原到原有的完美状态”。

简略地对新儒学教育观和近代教育观做出比较的话、可以说”近代

教育主张通过给先天不足的学习者施以教育来使其得以完善、即增

加性教育(+)；相反、新儒学的教育观则主张去除那些阻碍学习者实

现其先天具有的全善之障碍物、即减少性教育(-)。”从这种观点出

发、我们可以发现朱子和王阳明的性即理、心即理的差异虽然在哲学

及概念分析方面有所差异、但在现实教育论方面、二者的相同之处更

加明显。这种观点对于我们比较分析朱子学和阳明学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那么朱子和阳明的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Lee, U Jin紧接着主张道

“首先、他们对于圣人有不同的理解”“。就朱子而言、圣人在德行、

聪明、事业、才能等四个方面都取得十分显著的成就、是兼具才智

和道德的完善之人。相反、对于王阳明而言、圣人只是针对道德而言

的、是道德完善之人、而与知识、才能和能力无关。对于这种差异、

王阳明强调“人本源上的同一性”、而朱子则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现

实中的差别”。这种差异也同样体现在二者对狷者和狂者的评价上。

虽然王阳明对狂者––曾点持积极的态度、而朱子则批评曾点同老庄

一样、无视学习严谨性和循序渐进的特征。他进一步主张称“比起只

是拥有高远志向的狂者来说、脚踏实地学习的狷者更应该成为人们学

习的榜样。”Lee,UJin从朱子和阳明圣人观的差异出发展开论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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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探讨了二者对于狂者和狷者的不同评价。

我们常常从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学习论(修养论)三个方面

来探讨宋明理学。虽然从学术体系的角度来看、本体论被视为根本、

但从学术目标的角度来看、学习论反而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总

是习惯于对宋明理学的理论进行细致严谨地分析、并被圈侑其中、从

而忽略了对促成这些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学习论的研究。因此、以教

育哲学为切入点来分析朱子学和阳明学理论的这种尝试不仅有助于我

们从现代的角度来解读传统哲学、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传统哲学

深层次的内涵。

Kim, Jun Seung在他的论文《王阳明的儿童教育观的知行合一：比

较鲁道夫·斯坦纳的华德福教育》中比较了王阳明的儿童教育观和鲁

道夫·斯坦纳的华德福教育、从而探究了王阳明儿童教育观的特点。

他将王阳明的儿童教育观和斯坦纳的华德福教育的相似之处归纳为三

点、下面两点对于我们理解阳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一是、“王阳明和斯坦纳都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

加强人们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即、他们都注重的是过程而非结果。

这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不是牺牲现在、为未来作准备、而是从现

在起就开始领悟的状态。换言之、不能抱着现在浑浑噩噩生活、而将

希望寄托于未来的态度、应该是从现在起、就将‘我现在所知道的一

切都会反映在我的生活中‘作为目标。“这体现了王阳明对朱子即物

穷理的批评。“不是强调知识的积累、而是强调可以灵活运用知识

的人类的状态变化”、这对于我们理解难以靠单纯的哲学概念分析

而得以解释的阳明学的本质含义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二是、“教育儿童不能按照大人想要的方式、而应当按照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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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无论多么有用的知识、都必须要能够被孩子

们吸收、消化才行。关于教育方法、王阳明和斯坦纳的共同之处在于

他们都强调要将教育孩子和教育大人的方法区分开来。对于受教育的

学生来说、在接受教育之前他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真正的授课

方式是通过让孩子们参与课堂使其体会到快乐和美好、从而给他们带

来内在的变化。“这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王阳明在主张心即理、心外

无理、心外无事时要强调实现主体自觉(觉醒)要建立在充分肯定各主

体的基础上这一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与2014年相比、阳明后学的研究成果更为丰盛。特别的是、2015

年关于泰州学派的研究成果更为丰硕。虽然黄宗羲认为泰州学派并不

是阳明学的正统、但是很多当代杰出的学者如岛田源氏却认为、从

某种程度上而言、阳明学的精神来源于泰州学派。但是也有很多反对

意见、例如冈田雄彦就对阳明左派持排斥的态度。

Kim, Yeon Jae的《王艮的安身立本说及其道德上形而上学之纲领：

以安身和至善之统一为中心》是一篇论述十分清晰、内容一目了然

的论文。这篇论文将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概括为安身和立

本、进而解释其所指向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

Kim, Yeon Jae在其论文中做出如下论述、“王艮的理论思想可以

归结为涵盖生命意识和修养范围的安身和至善。安身是宇宙生命精

神转换为人类为生命价值的基础、至善则是将生命价值道德内在化的

结果。人类的学习遵循安身的自觉意识、而其恰当的发现就是至善

最终的状态。这种看法将安身和至善理解为相互连贯的概念、从而

试图确保实现人类存在论上的意义以及其道德形而上学的正当性和必

然性。“那么这里所说的“人类存在论上的意义以及其道德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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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正当性和必然性”指的又是什么呢？“王艮的安身立本说并没有

像朱子一样将人类的欲望或肉体的欲求视作需要克服和节制的对象、

而是将其视作接受和包容的对象。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朱子

学要求个人在适应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来追求个人价值的话、

而王艮则主张同等对待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社会道德规范。”

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纲领与朱子所言的道德

形而上学有所区别。其不同之处在于、王艮并没有像朱子一样将人

类的欲望、或肉体上的欲求视为需要克服和节制的对象、而将其视

为应当被接受和包容的对象。这也是阳明后学研究者岛田源氏的主

张。当然、这并不是说任由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任意妄为、毫无节

制。Kim, Yeon Jae通过谈及“安身和至善的统一之境“、清晰地表达

了这里作为包容和接纳对象的欲望是升华后的欲望。

接下来笔者将以岛田源氏的主张为基础、探讨阳明后学的一些思

想。而上文中讨论过的KimHyeSu关于气论和阳明学类似性的论文为

我们理解这一问题奠定了一定基础。

Kim, Yeon Jae对阳明学(阳明后学)做出如下论述。“陆王学批判程

朱理学导致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共性之间关系的僵化、过度强调个人

自由。特别的是、阳明学在心及其修养问题上、主张天理和私欲的相

关性。他们在传承气论的基础上、探讨在良知个体性格上心的普遍

性。在阳明学派中、将个体性概念深化为主体高度的学派就是阳明左

派、即泰州学派。王艮、王畿、何心隐、李贽等重视在心的范围内、

私欲所具有的意义和含义。他们将私欲视为积极而非消极的存在、认

为私欲存在于心的本体之中。因此他们并没有像程朱理学一样、主

张消除人的欲望、而是主张通过发现欲望来扩大社会社虚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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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因此、他们通过肯定个人的欲望和欲求、

来批判主张坚守公共领域的程朱理学的伪善和虚伪。相反、他们却

将人欲视为天理的正当性、即将其理解为被赋予了道德合理性的个人

主体性。”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词语是、“气论的传统”、‘“肯

定欲望”、“王畿”、‘“跟人的主体性”’。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气论传统”之后的出现的文段、即“在良

知个体性格中、探求心之普遍性”、来大致推断为何要提及气论。

Kim, Yeon Jae将这种气论一直延伸到张载。但是良知的个体性性格在

王阳明看来却不是性即理、而是心即理。它也不是气论的基础。当提

到性和其他心时、个体、欲望和气论也反映在其中。气论只是心即

理的结果、而非前提。

至少对于王阳明而言、“肯定欲望”与肯定“个人的主体性”是

不同的。阳明在将现实中活动的心称之为理时、是将珍藏现实人类本

来样貌的情感、欲望视作自然的主体本来之样貌。只是这里所提到

的现实中的人也需要接受本体中良知的引导。因此、在使用“肯定

欲望”一词时、我们应当慎之又慎。

我们之所以说“王畿”属于泰州学派是因为他主张现成良知说。

但是如果我们将他的现成良知说与“肯定欲望”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与

其与习惯看法的不同之处。关于王畿的误解一部分来源于其学说的争

议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了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影响。

Sun, Byeong Sam的《如何理解王龙溪的工夫论：“无工夫中真工

夫”》为我们正确理解王畿的工夫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者在论文

中对龙溪学的特征做出了如下阐释。“这里提到的全体放下之工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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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良知工夫论中所包含的深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放弃世俗中的欲望、

还包括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当道德判断、或是对于那些看似合理的

习惯、传统的判断与良知判断发生冲突时、我们要坚信良知、依据良

知来做出判断。换言之、这就是要求我们要放下包括作为即物穷理

对象的外部道德、日常知识等其他一切不是按照良知而产生的道德、

日常的意识、也就是说只有放下所有由自我产生的判断、才能真正听

得到内心深处良知的呼唤。我们也可以从比较意欲和良知的角度来

更深入的理解这一点。”根据Sun, Byeong Sam的说法、王畿的形成良

知说并不是单纯肯定人类的欲望、而是将其视为确保良知自然活动

的一系列过程。因此、从这种观点出发、王畿肯定欲望的主张实际

上和泰州学派十分接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王畿与泰州学派合在一

起论述的原因。

如果从阳明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来看、岛田源氏关于阳明学(阳明

后学)的理解可以说是十分正确的。事实上、阳明学之所以广为流传

就是因为其反映并引领了时代精神。但是如果从理学的大框架来看

的话、阳明学仍然是道德至上主义。虽然这种道德具有默写宋代道

德意义的特征、但是在道德主义层面以及追求圣学的层面来看、阳

明学者同样从根本上将存天理去人欲视为了学习的基本定理。因此、

我们关于阳明学尊重个性、肯定欲望等的评价只有放在存天理去人

欲的根本框架中来理解方为妥当。

最后我们来探讨关于王夫之的相关论文。2015年讨论王夫之华夷

观的论文共有2篇、分别是Kim, Jin Geun的《王夫之的夷夏之辨中对

边疆少数民族的蔑视之情及他对此之辩驳》以及ParkYongTae的《王

夫之思想中的主器论倾向及华夷论》。如果说Kim, Jin Geun的论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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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探讨了王夫之的华夷论、那么Park, Yong Tae的论文则是从王夫之哲

学观的角度来阐释其华夷论的概念。

众所周知、王夫之的华夷论充满争议性。他认为我们很难从根本

上来认可除中国人之外的其他民族。即“我们虽然可以蔑视夷狄、但

却不能断定他们都是邪恶的；虽然他们强夺我们的东西、但我们却不

能说他们一定是无益的；虽然他们容易上当受骗但却不能说是不值

得信任的。信赖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共同守护的品德、对于非人的存

在、我们根本不需要向其施与信赖。”

Kim, Jin Geun从两种对立的角度来解释王夫之的这种华夷观。

“首先、他的这种对边疆少数民族蔑视的情感是有条件、有保留的。

换言之、他并不是主张华夏族可以恣意侵占边疆少数民族的领土、

而是说当少数民族侵入中原蹂躏华夏族时、华夏族也可以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其次、他生活在中原被满族占领的时代、他一生

在孤愤中度过、从没有体面地生活过一天。而作为明朝遗臣、他又自

责自己没能守住义理。”Kim, Jin Geun指出、从这种背景出发、王夫

之的华夷论实际上反映了他自身孤愤之感受、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我们联想到尹奉吉义士、安重根义士以及

金九先生所做的义举的话、就更容易理解王夫之的华夷论了。事实

上、研读这篇论文时、比起文章的内容、我们更应该关注作者在绪论

和结论中表达出的问题意识。

关于王夫之带有蔑视性的华夷论思想的产生、Park, Yong Tae作出

如下说明。“将中华和夷狄严格区分的王夫之的华夷论事实上应当

追溯到他的气哲学。王夫之认为造成人类不善的原因是质而非气”从

形状和质地层面来说、质作为一种外化的形态、它区别于气、是一种



第3章 明清儒学研究   91

已经固定化、规定化的形态、指的是具体化的、事物质的性质。同

时、质作为承载气的工具、也含有“器”之含义。根据王夫之的观

点、个别事物的气质之性、即形而上之道、气质之性之外普遍的本然

之性只是抽象的理念、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

从这种“气“”器””相分离的观点出发、中华和夷狄、即夷夏

也就自然被严格区分开来、被区别对待。即中华人和夷狄之气质不

同、由此形而上之道也自然不同。此外、如果统摄二者的先于气质

之性的世界普遍本然之性不存在的话、中华和夷狄就无法实现统一、

以及建立和谐的关系。王夫之的理气论不同于朱熹、他从实在论的观

点出发、主张气一元论、进而也就主张差别原理的绝对化、其理论更

加保守。“虽然Park, Yong Tae关于王夫之的分析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他通过王夫之气哲学来说明的尝试在哲学上来看也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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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与展望

与2014年一样、在2015年的23篇论文中、研究王阳明和王夫之的论文

占有的比重最大。关于两人的论文加起来一共有13篇(王阳明9篇、王

夫之4篇)、占到了全部论文数量的一半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在韩国学

界、明清儒学研究方面、二人受到的瞩目最多。

在教育论方面、2015年的论文中专门分析王阳明思想的论文有4

篇、这在9篇关于王阳明的论文中可谓占到了将近百分之五十的的比

重。这也反映了关于阳明学的研究深度进一步深化、研究者水平的

精进以及研究主题的多变。在韩国学界、从九十年代开始、经过了

二十余年的发展、阳明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此外、2015

年关于阳明后学的论文数量与去年相比也有所增加。这是更多是因为

2015年以来研究学者们更愿意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也有利于相

关学术领域学术成果的积累、从而为未来更深入地研究提供厚实的

基础。

但是以明清时期为标准所筛选的这21篇论文就其数量而言也不算

丰富、此外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明代阳明学(心学)以及清代气哲学的某

几位代表人物、可见在韩国东洋哲学界、探讨的人物范围仍旧十分局

限、缺乏多样性；研究领域也还比较狭窄、相关研究学者数量也比

较少。

此外、虽然这21篇论文的研究问题都十分明确、但部分论文仍然

未能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客观地阐述、还有一些论文虽然能够清楚

地回答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但其分析思路和内容仍然未能摆脱前人

的主张、缺乏新意。



第4章

近代中国儒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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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章以韩国教育技术信息院学术信息服务(RISS,http://www.riss.kr)为中

心、整理、评价了2015年韩国研究者们对中国近现代儒教研究的现

状。本章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现代出现的人物或

者学说。特别是在今年、与中国的所谓“儒学热”1相关的研究开始

出现。自从中国前主席––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主导设立孔子学院以

后、政府主导的复兴2儒教价值的工作持续开展。特别是习近平主席、

他主张利用儒教的价值、对内促进中国人民的和谐和团结、增进市民

道德涵养、对外将中国发展成为文化大国。

中国的儒教研究正延续着这种趋势、江泽民之后到2014年、中国

的儒教相关的研究大多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发展模式确立过程中、儒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如果说以前的

儒教研究主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哲学解

释、那么最近、与其说是解释、倒不如说是对21世纪中国模式、甚

至是大中华价值的重新审视。

众所周知、中国自从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后就不断地在试

图抹去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成果渐渐显现的80

年代、产生了所谓的“文化热”、恢复“中华”的理念开始萌芽。进

入21世纪、以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为中心、开始对孔子和儒教研究进

行国家层面的资助。

1　在韩国，儒学和儒教的意义大同小异，几乎同样被使用，而在中国，儒教据说带有宗教
意味，所以中国人都称之为儒学．因此，本章将最近中国儒教价值的复兴称为“儒学热”．
2　这篇报告中所使用的“复兴”是作者评价中国的儒学热的用语，意味着“修复和振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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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到了习近平时代、最近几年间、中国政府主导的儒学热潮

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文化层面都急速扩散开来。其中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的政府机关及机场等公共

设施上大部分都设有专门的大屏幕、展示以下词语：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这些价值大部分与中国的儒学热潮、即儒学复兴相吻合。但是这

也导致了一些问题、这种研究大部分是政府主导下实现的。在政府主

导学问的情况下、学问的弹性会急剧萎缩、而只会强调带有管制特征

的研究、从而有可能使研究僵化。我们已经从《四库全书》中看到

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政府为了强调自身的正统性、而勘定儒教经典的传

统。《四库全书》不仅有伟大的、集大成这种肯定的评价、同时因

为“文字狱”的缘故、也受到批判。这是因为学术研究的范围受限、

研究者的自律性受到压抑。

目前、与儒教相关的中国学界的僵化和预想的一样严重。例如今

年(2016)5月19日至20日在成均馆大学召开的韩国儒教学会创立30周

年国际学术大学上、在综合讨论中、一位中国研究者发表了长达20

几分钟对儒教冗长的礼赞(？)、通过这个小插曲就能够确认中国政府

主导的儒教复兴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学界。这是因为那位学者在

年轻的时候分明认为儒教是“将孔子的尸体从坟墓中重新挖出、挂在

旗杆上摇晃、是敌对的帝国主义的私生子”。3

3　不透明时代的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都喜欢打着“尊孔”的旗号，抬出孔子的幽灵作为向
人民进行欺骗说教的一种手段．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他们强调孔子的尊王攘夷，保卫
传统文化的方面．当政府或新王朝开创取得政权时，他们就强调孔子学说中定于一，君臣
大义不可违抗这一方面．当中央政权削约，地方割据势力抬头时期，中央政治就利用孔子
的“礼征伐自天子出”的反僭越的思想，如此等等．治愈孔子学说中占主导地位的唯心主
义世界观，相信天命鬼神，宣扬忠孝仁爱，反犯上作乱，严格等级制度等等，则是剥削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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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中国的这种儒学热潮相呼应、韩国的儒教研究也迎来了

新的转机。其中一个趋势便是韩国与梁启超相关的研究有所增加。中

国从几年前开始、将梁启超作为儒教与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相结合

的媒介、对其进行集中性的研究。众所周知、梁启超以1902年为

中心、从卢梭的共和主义转变为布隆启立(Johann Caspar(或Kaspar)

Bluntschli、1808-1881)的君主制、后来又以1917年为中心、从德国式

的君主制转变为传统中华儒教主义。特别是在1920年发表的《先秦

政治思想家》一书中、他将当时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与儒教

相联系、探索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儒教的合一。他的这些变化在

现在被重新解释、而过去称他为“变节者”的批判也渐渐销声匿迹。

中国的这种趋势导致去年韩国对梁启超的研究和2014年相比成倍

地增加。内容方面、或者以中国的观点为背景、或者进行结合、重

新审视。本论部分会以韩国的梁启超研究成果为中心、具体分析当

前中国近代儒教的研究现状。

级取得政权后共同需要的理论武器．由于这些原因，汉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屡经改朝换
代，孔子的“圣人”的地位却从未发生动摇...但是必须指出，剥削阶级被推翻，代表它的思
想是不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刘少奇，林彪还在千方百计宣扬他们的孔孟之道，图抬出孔
子这个僵尸，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制造舆论．对于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所产
生的反动影响，必充分估计并给予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参照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
编》，人民出版社(中国北京)，1974. 7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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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人物分类

去年研究的主要人物是梁启超。以下是2015年发表的研究梁启超的论

文。

领域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史学 Kim, Chang Gyu 梁启超“中国式”的近代企划 《中国史研究》97 中国史学会

哲学 Yang, Il Mo 20世纪初中国的近代国家构
想及俄国的第一次革命 《人文论丛》72-1 首尔大学人文学

研究院

政治 Lee, Young Ran 常州公羊学和变法公羊学的
治世论

《 人 文 社 会 2 1 》
6-2 亚洲文化学术院

文化 Lee, Jong Min 梁启超的中国梦与《新中国
未来记》 《中国学报》71 韩国中国学会

哲学 Yi, Hye Gyung
梁启超与“革命”概念的转
变––《清议报》，《新民丛
报》前后

《人文论丛》72-2 首尔大学人文学
研究院

哲学 Lim, Boo Yeon
中国的“宗教”和“儒教”争
论––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中
心

《退溪学报》137 退溪学研究院

史学 郑止镐
(Jeong,Ji Ho)

梁启超的“帝国”论与“大清
帝国”的国体

《东洋史学研究》
132 东洋史学会

史学 Choi,Hyeong 
Wook

梁启超的《日本并吞朝鲜
记》研究

《中国文化研究》
28

中国文化研究学
会

对梁启超的研究最近几年间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前文已经提过、

这与中国政府主导的儒学热潮密不可分。这种现象产生的最大原因

是在近代社会中、梁启超从摸索中华主义、到试图用儒教解释社会

主义、这种尝试与中国或者说中国政府的意图不谋而合。

作为参考、先来了解一下二战后对梁启超的研究动向。早期对梁

启超的关注主要来自美国。具有代表性的早期研究者有20世纪50~60

年代的Joseph R. Levenson、保罗·科恩(Paul A. Cohen)等、这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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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解决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欧社会的矛盾这一目的而研究中国学。即

当时儒教的相关研究都有关于对西欧近代性的强烈怀疑与替代方案摸

索、这可以说是受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影响。但

是这些早期研究最终都只是再次得出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

主张的“中国内部无法实现近代化”这一结论。

然而到了70年代、以华裔美国学者为中心、开始摸索中国儒教的

可能性。同时、与日本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西欧也对儒教和近代

化产生了兴趣。之后、经济学家森岛通夫首次使用“儒教资本主义”

这一说法。另外、到了80年代、韩国的金日坤将儒教资本主义发展

成为系统化的理论。

中国最晚加入这股对近代变化的讨论队伍中。一直持续到20世纪

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儒教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敌

人”、这种意识形态前提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的80年

代。为了克服这种残余思想、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型、而

被重新审视的人物就是梁启超。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评

价梁启超、称其“功过参半”。他所谓的“功”即1902年以前梁

启超的著述、他强调“这些著述是包含未来中国的进步和保守的教

科书”。他提到鲁迅、郭沫若、甚至是毛泽东、以及台湾的知识分

子––胡适等人都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

最近、在中国、甚至对李泽厚所界定的“过”重新进行解释。其

中的原因是他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儒教。这种局面是与中国矛盾的克服

和指向大体一致的。特别是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很大一部分传统价

值因此消失的今天、就像前面所提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样、

将儒教价值重新解释成社会主义价值的一系列过程、就成为了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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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传统的媒介、即梁启超研究更加活跃的契机。

然而、对梁启超的研究热潮却影响了其他人物的研究。仅看RISS、

就能发现对康有为、谭嗣同、牟宗三等主要人物的研究大幅减少。4

特别是过去的现代儒教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台湾新儒家、尤其是其

中有关儒教哲学的研究、最近也难觅踪迹。

4　对牟宗三的研究2015年只有1篇， Kim, Je Ran，“牟宗三哲学中出现的佛教思想--以《佛
性与般若》为中心”，《东洋哲学研究》83，东洋哲学研究会，2015. 但因为它不是儒教相
关的论文，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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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题分类

儒教尤以哲学和思想见长。然而、2015年中国对近代儒教的研究几乎

没有涉及这些儒教的传统研究领域、而将焦点聚集在解释儒教的现代

价值和功能、以及现代化的可能性方面。儒学的研究领域比起哲学、

宗教、史学、文学这些传统的人文学、更加倾向于社会学、政治学等

社会科学的派生研究。

1) 现代中国的儒学热潮

领域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社会学 Kim, Mi Jeong 儒教与解梦 《社会与理论》24 韩国理论社会学
会

哲学 Kim, Sung Sil 新儒学的概念恰当吗？ 《人文学研究》49 朝鲜大学人文学
研究院

哲学 Song, In Jae 21世纪中国“政治儒学”的理
念与论点 《儒学研究》33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哲学 Lee, Dong Gyu 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儒学的
关系

《 东 北 亚 研 究 》
30-2

朝鲜大学东北亚
研究所

在过去、社会领域或者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论文主要是与东亚近

代化相关的主题。然而、2015年、这种近代化研究则以韩国儒教为

中心开展起来。当然、其中与中国的儒学热潮相关的研究较多。特别

是Song,InJae和Lee,DongGyu的研究、很好地揭示了当前大陆和台湾地

区之间、围绕儒教产生的学术界的紧张关系。



第4章 近代中国儒学研究   101

2) 其他

领域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社会学 Kim, SangJun 东亚近代固有的地位与特征 《社会与理论》26 韩国理论社会学
会

史学 Kim, 
ChangGyu

《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和
中国的近代化 《历史学研究》59 湖南史学会

其他研究主题中有关于近代化的研究、但并不是将儒教作为近代

化的中心论题。Kim, Sang Jun假设“今日‘东亚的起飞’与‘西欧的

近代危机’紧密相连”、指出东亚的起飞与近代体系的持续相互关

联。Kim, Chang Gyu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所倡导的近代模式是中国式

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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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论文分析与批评

在此以Song,InJae和Lee,DongGyu的论文为中心、分析研究中国的儒学

热潮的韩国学者及其研究成果。首先关注Song, In Jae的“21世纪中

国’政治儒学’的理念和论点”。Song, In Jae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

者、他将中国的儒学命名为“政治儒学”。这与中国的儒学热潮整

体上是以国家为中心开展的这一点相一致。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可以

预想到中国的儒学与台湾的新儒学为争夺儒教的霸权将会产生冲突。

Song,InJae首先说明了儒教的扩张与康有为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下：

本论文关注将政治体系的构想和运行定义为儒学的本质、所谓

“政治儒学”的理念和最近相关的争论、并探讨其理论特征和现实地

位。尤其是希望弄清当下中国的这种行为、即中国的儒学通过讨论

“政治儒学”而根植于现实、甚至希望在“大国崛起”时代、为构筑

政治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发挥巨大的作用。(中间省略)

认为政治是儒学的本质和核心的所谓“政治儒学”的思维方式并

不在少数、并且在中国儒学界不断扩大队伍。最近在中国产生的对康

有为的广泛关注就说明了这一点。仅2014年上半年、就有两场在中

国举办的康有为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唐文明(1970~)指出这一系

列会议反映了大陆儒学界重新兴起的“回到康有为”潮流、进一步

来说、是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新康有为主义”。也就是说、对康

有为的关注并不是暂时性的现象。同年9年、复旦大学以儒学和政治

为题对某儒学学者进行了访谈。这次访谈的笔记中也提到了康有为这

个名字、同时也提及了当时中国儒学学者间持续了两年的“康有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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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并就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提出了疑问。从中我们了解到被称

为“新康有为主义”、“康有为热潮”的一系列现象和认识当中、在

中国的儒家学者中间、政治是核心话题、而作为这种思维方式的媒

介、即近代思想家康有为被推出。

但是、近期的康有为热潮并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中国国内形成

超过10年的学术潮流的延续。这种潮流就是将儒学与政治制度相联

系进行思考研究的倾向。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在现代中国最受欢迎的近代中国儒教知识分子。

他们虽在早期为了批判封建秩序、都强烈批判了儒教、然而过了中

期、转而将儒教的复兴或创新放在中华主义的大框架中、主张惟有

儒教才是中国要走的路。

其实、这篇论文的精华之处在于台湾知识分子李明辉对中国学术

界的批判。Song,InJae介绍了李明辉对蒋庆等人提及的“外王儒学”、

“制度儒学”、“实践儒学”、“希望儒学”等“政治儒学”、内容

如下：

第一、大陆新儒学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以蒋庆为首的几个学

者都标榜政治儒学、然而在这之前、熊十力(1885~1968)、梁漱溟

(1893~1988)、冯友兰(1895~1990)等人已经在大陆活动、如果像蒋

庆所主张的那样、这些人的地位会变得模糊。

第二、无法赞同心理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区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

新儒学家们也并没有忽视政治。张君劢(1887~1969)原本就是政治学

家、他的政治儒学比蒋庆等人的理论更加高明。徐复观(1903~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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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活跃在学术界和政界。牟宗三也创作了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道

德的理想主义、所谓“外王三书”、讨论了政治哲学。因此、不能

将香港和台湾的新儒学仅定义为心理儒学。

第三、心理儒学和政治儒学在儒学传统中原本就无法区分。根据

蒋庆的逻辑、心理儒学和政治儒学分别是依据宋明儒学和公羊学的

主干划分的。也就是说原本共存于孔子的儒学之中的两种儒学在后来

分裂开来。然而、儒学中内圣和外王原本就是相关联的、不能只取其

中之一。因此、蒋庆的方法论是存在问题的。抛弃心理儒学而只讨论

政治儒学、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儒学的传统。––《专访台湾儒

家李明辉：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2015.1.24.)

我认为也许李泽厚所要表达的就是第三点的内容。儒教是不可以

区分内圣与外王的、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儒教在学术方面依然无

法超越台湾的新儒学。

但是、这篇论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作者没有说明最近在

中国兴起康有为(或者梁启超)研究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抓住康有为的

儒教哲学所具有的地位和局限性、就能对分析当今中国儒学热潮的

问题起到帮助。实际上、比起康有为、可以说梁启超才是现代中国

儒教的开端。因此、以康有为、而非梁启超为中心、构筑“政治儒

教”的框架、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此外、我怀疑中国的“政治儒学”在二战后与持续的荀子式思考

相关联。希望作者最好同时把这种哲学史方面的观点考虑在内。

Lee,DongGyu也探讨研究了现代中国的儒学热潮。他像这样评价中

国儒学热潮在将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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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被中国共产党选定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现代新儒学能否发

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又或者只是停留于支持中国社

会主义路线建设的辅助性作用、这个问题与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

有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十分重要。

他就中国对儒教产生兴趣的原因做出了如下分析：

那么中国共产党将新儒学选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反对西欧化、强调民族认同感的新儒学思

想对于对抗进入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十分有效。(中间省略)第二、中

国共产党认为通过发展新儒学、能够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民族认

同感、建立中华民族主义发展的基础。(中间省略)第三、这对接受所

谓儒教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经济模式有帮助。

他写道“随着这种被选定的中国的儒学的逐渐扩散、中国政府抛

弃了新儒学的哲学思想、即观念论、也就是心理层面、仅凭构建中

国社会主义路线所需的部分重建了儒教。”这种评价可以说很好地

批判了现在的中国儒教。但是、随着儒教的扩散、中国政府的思想

控制能够达到何种程度、这需要进一步观察。

然而、这篇论文也多多少少存在不足之处。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使

用的问题。他将中国现代的儒教命名为“现代新儒学”。似乎作者所

说的“新儒学”是指现代中国的儒学、或者并非固有名词、而只是

“新的儒学”的意思。但是“现代新儒家”是固有名词、是指战后台

湾以牟宗三、徐复观、唐军伟等人为中心形成的儒家。又因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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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要是台湾地区的学者、因此也被称为“台湾新儒家”。因此、将

中国最近由于政府主导而正在复兴的儒学定义为“现代新儒家”、这

将引起韩国研究惯例方面的混乱、希望作者之后换成其他表达。

Kim,ChangGyu所著“梁启超的’中国式’近代企划”按照时期恰

当地分析了梁启超的思想、这与主要关注其后期思想的中国学界不

同。此外、他还整理出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不同的儒教观：

虽然梁启超也同样认为儒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但他不像康有为

那样、他并不赞同把儒教定为国教。

这种评价表明梁启超比康有为具有更为合理的民族性。但是、梁

启超在其最后一篇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1920)中、对比称“墨家

民主政、法家典制政、儒家社会主义”。从这一点来看、他同样赞同

将儒教确立为国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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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与展望

2015年中国近代儒教研究以梁启超为中心、进展活跃。事实上、梁启

超研究与现代中国的儒学热潮相互关联。但是、因为梁启超的著作非

常多、仅凭一个人很难贯通所有。因此、我希望能够构筑文史哲系统

化的研究体系。同时也希望能够以梁启超和康有为为中心、对中国近

代的儒教知识分子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凭借去年的这些成果、可以预想到、在之后的研究中、对于中国的

儒学热潮的研究也会非常活跃。中国为了找到哲学、史学、乃至政治、

经济、社会等全部人文社会领域与儒教的连接点、正在做出不懈的努

力。这是像Lee, Dong Gyu所说的、单纯只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存续

而部分采纳、还是暗示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变化、仍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同时、学界关注点的变化也导致之前中国近现代儒教研究的主要主

题––近代化问题被冷落的现象出现。但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

G2的行列、我认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对于近代化的讨论也会是重要

的课题、不管以何种形态、都会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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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论文为《2015年韩国儒教文化报告》的组成部分、综合分析了

2015年韩国学术论文中发表的关于《韩国性理学》的研究成果。本论

文的索引对象主要为2015年1月至12月期间收录于韩国研究财团的登

载集与后补登载集中的论文、以及各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与

《韩国性理学》相关的论文共70篇。为清晰明了地分析相关论文的研

究现况、本论文将按照人物、主题进行分类整理、然后选取出值得关

注的部分论文进行评价、最后对此阶段的研究成果做出整体的评价与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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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人物分类

2015年的70篇论文按照人物可分为六类：1)退溪19篇、2)栗谷8篇、

3)寒州李震相6篇、4)南冥曹植3篇、5)寒暄堂金宏弼3篇、6)其他人

物31篇。与2014年的情况相同、2015年关于退溪李滉的研究依旧呈

现出了压倒性态势、其次所占比重较大的是关于栗谷和寒州李震相的

研究。此外、关于南冥曹植和寒暄堂金宏弼的研究也占了一些比重。

2014年60%的论文都是关于退溪和栗谷的研究。但纵观2015年的论文

可以发现、学者们不再集中于研究退溪和栗谷、而是选择了很多其他

人物、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关于其他人物的31篇论文具体情况

如下：月川赵穆(1篇)、佔毕斋金宗直(1篇)、芦沙奇正镇(1篇)、牛溪

成浑(1篇)、东皐李浚庆(1篇)、龟峰宋翼弼(1篇)、梅山洪直弼(1篇)、

南塘韩元震(1篇)、渔村沈彦光(1篇)、葛庵李玄逸与克斋申益晃(1篇)、

三峰郑道传与根斋田愚(1篇)、梧里李元翼(1篇)、河西金麟厚(1篇)、

鹿門任聖周(1篇)、东冈金宇顒(1篇)、性潭宋焕箕(1篇)、华西李恒老

(1篇)、牧隐李穑(1篇)、一蠹郑汝昌(1篇)、农岩金昌协(1篇)、弥乐斋

徐思远(1篇)等。这些论文分析研究了朝鲜前后期众多性理学者的思

想、而这些人物中、有很多都是大众不太熟悉的。但正是这些新兴的

研究人物为2015年的学术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注入了新活力。

虽然相对于退溪和栗谷的丰硕研究成果来讲、有关这些新兴人物

的研究成果还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可以确定一个事实、那就是学者

们正在努力研究更为多样化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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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退溪李滉

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 Kang, Bo 
Seung

《圣学十图》中体现的退溪修养论
的结构及其实践含义

《 韩 国 哲 学 论
集》46

韩国哲学史研
究会

2 Kim, Dong Hee 退溪思想体系研究小考––论其理
气妙和思想

《韩国思想与文
化》80

韩国思想文化
学会

3 金誠實 退溪理气互发说的批判性考察 《退溪学论集》
16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4 Kim, Seung 
Young

关于李滉未发论的结构及其性质
的考察

《 东 西 哲 学 研
究》78 东西哲学学会

5 Kim, Yong Hun 作为政治伙伴的李滉与奇大升 《韩国学论集》
61

启明大学 韩国
学研究院

6 Kim, Eung Hak 退溪“理发气随”的书法美学探究 《韩国学论集》
61

启明大学 韩国
学研究院

7 Song, Hee Jun 退溪的道统论及其意义 《退溪学论集》
17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8 安琉鏡 天命图说的精华––《心统性情图》
(《圣学十图》)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60 韩国儒教学会

9 Yang, Myung 
Su 退溪思想中“理”的能动性意义 《 退 溪 学 报 》

138 退溪学研究院

10 Oh, Ji Hwan 退溪《圣学十图》的道德哲学基
础

《东西哲学学研
究》76 东西哲学学会

11 尹天根 退溪李滉的“感性哲学”––以天观
为中心

《 退 溪 学 报 》
138 退溪学研究院

12 李致億 退溪的内心工夫 《 东 方 哲 学 研
究》81

东方哲学研究
会

13 李致億 “敬”的哲学与“理”的哲学––关于退
溪居敬穷理论的理解

《退溪学论集》
17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14 Lim, Jong Jin 关于退溪李滉《宋季元明理学通
录》的基础分析

《退溪学论集》
17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15 Jeong, Woo 
Rak

《退溪言行录》的创作过程及弟子
们对退溪的认识

《退溪学论集》
17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16 Jeong, 
Weon Jae

李滉对七情的理解––从《礼运》
到《中庸》

《 退 溪 学 报 》
137 退溪学研究院

17 黃相姬 退溪的太极论研究 《退溪学论集》
16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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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8 黃相姬 以退溪的天观为中心的性理说研
究

成均馆大学博
士学位 成均馆大学

19 朴鐘龍 退溪李滉的道学研究 成均馆大学博
士学位 成均馆大学

2015年关于退溪李滉的论文共19篇、其中大多数是以理气互发说

为中心进行研究。而2014年关于退溪的研究论文则主要集中在四端

七情论方面。

2) 栗谷李珥

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 Kim, Mi So 栗谷的“至善”理解以及其“戒慎恐
惧”的实现方法 《东方哲学》43 韩国东方哲学

会

2 Kim, Boo Chan 栗谷的身心修养论及其体育哲学
含义

《 东 西 哲 学 研
究》76

韩国东西哲学
会

3 Kim, Seung 
Young

“理通气局”解说中体现的方法及特
征—以黃義-|教授的观点为中心 《儒学研究》33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4 Kim, Hyuk 栗谷经世论的经营学含义––以
《圣学辑要》，《为政编》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
30 栗谷研究会

5 兪原基 栗谷理气论的西方哲学性展望 《栗谷学研究》
31 栗谷研究会

6 Lee, Hyun Ji 栗谷社会思想的后现代性含义 《栗谷学研究》
30 栗谷研究会

7 趙殷英 栗谷的国防思想 《栗谷学研究》
30 栗谷研究会

8 崔普京 罗钦顺和栗谷对于人心道心的解
读 《东方哲学》44 韩国东方哲学

会

2015年关于栗谷李珥的论文共8篇、其中大部分是研究栗谷的经

世论。而2014年关于栗谷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心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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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寒州李震相

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 金基柱 寒州李震相的理气说––以“理发一
道说”为中心

《 韩 国 哲 学 论
集》60

启明大学 韩国
学研究院

2 Woo, In Soo
寒州李震相的现实认识与经世论 

––《亩忠录》中的人才培养与选拔
制度改革

《 韩 国 哲 学 论
集》60

启明大学 韩国
学研究院

3 李相益 退溪学派“以心使心”的解读 《 退 溪 学 报 》
137 退溪学研究院

4 李炯性 以重“理”观点考察寒州李震相的
“明德说” 《东方哲学》44 韩国东方哲学

会

5 李炯性 寒州李震相《直字心诀》中“直”
思想的理学特色研究

《 东 方 文 化 研
究》21

灵山大学 东方
文化研究院

6 李炯性 寒州李震相“心即理说”的理学性
考察

《 韩 国 哲 学 论
集》60

启明大学 韩国
学研究院

2015年关于寒州李震相的论文共6篇、这些论文从理气论、心性

论、修养论、经世论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而2014年时、没

有出现一篇单独研究寒州的论文。2015年《韩国性理学》论文研究

成果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兴起了关于寒洲的研究。

4) 南冥曹植

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 Kim, Young 
Sook

通过南冥的敬义思想探索幼儿人
性培育教师的领导力

《南冥学研究》
45卷

庆尚大学 南冥
学研究所

2 Lee, Cheol 
Seung

南冥曹植哲学中出现的“幾”观的
逻辑结构与意义 《儒学研究》33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3 Jeon,Byeong 
Cheol

16-17世纪初期南冥学派“箴”作品
中体现的修养论

《南冥学研究》
45卷

庆尚大学 南冥
学研究所

2015年关于南冥曹植的论文共3篇、主要是对修养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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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寒暄堂金宏弼

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 Yoo, Hyun Ju 朝鲜前期寒暄堂道学的地位及作
用

《 东 方 哲 学 研
究》81

东方哲学研究
会

2 Chung, Chul 
Heon

寒暄堂金宏弼的师弟·师友关系及
其学术之路 《民族文化》45 韩国古典翻译

院

3 Hwang, 
Wee Zoo

关于寒暄堂金宏弼的评价及追崇
状态

《 退 溪 学 报 》
137 退溪学研究院

2015年关于寒暄堂金宏弼的论文共3篇。

6) 其他

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 Jeong, 
Seong Sik 牧隐李穑的儒佛观 《退溪学论丛》

26
退溪学釜山研
究院

2 金根浩
性理学异端批评论中出现的死亡问
题––以郑道传与田愚的异端批评论
为中心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59 韩国儒教学会

3 Kim, Gi 关于佔毕斋金宗直的道學思想研究 《儒学研究》33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4 曺玟煥 一蠹郑汝昌敬畏，洒落妙和的生活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62 韩国儒教学会

5 孫興徹 渔村沈彦光的儒士精神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61 韩国儒教学会

6 崔玉女 晦斋李彦迪的义理思想研究 成均馆大学博
士学位 成均馆大学

7 Kim, Jun 
Tae 东皐李浚庆的国政运营论研究 《东方哲学》43 韩国东方哲学

会

8 Kim, 
hangGyung

龟峰宋翼弼“直”思想对畿湖儒学的
传承研究

《 东 西 哲 学 研
究》78

韩国东西哲学
会

9 Kim, Seung 
Young

成浑“理气一发”中体现的“主理而发”
的含义与倾向性探索

《 东 西 哲 学 研
究》75

韩国东西哲学
会

10 李基東 河西金麟厚的生活与哲学 《韩国思想与文
化》77

韩国思想文化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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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1 Lee, Seock 
Kyu 东冈金鹩铑'以君主为中心的经世论 《退溪学与儒教

文化》57
庆北大学退溪
研究所

12 鄭炳碩, / 
權相佑 大邱圈性理学与义兵活动 《哲学论丛》79 新韓哲學會

13 Choo, Je 
hyeop 徐思远的心学与义兵活动 《东方哲学》44 韩国东方哲学

会

14 郭信煥 关于朝鲜儒学《为学之方》的运用
与理解

《 东 西 哲 学 研
究》77 韩国东西哲学

15 Kwon, Oh 
Young 月川赵穆的言行与治学倾向 《国学研究》28 韩国国学振兴

院

16 安琉鏡 葛庵李玄逸與克斋申益晃四端七情
论的对比考察 《退溪学报》28 退溪学研究院

17 李英子 从17世纪湖西学派性理学的特征来
看忠清的地位

《 东 西 哲 学 研
究》78

韩国东西哲学
会

18 李天承 栗谷学脉的未发论与内心的主宰强
化 《东方哲学》43 韩国东方哲学

会

19 崔英成 17世纪后栗谷学派的传承情况与折
中派登场的意义––以性理说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
30 栗谷研究院

20 郭信煥 《太极问》论辩 《儒学研究》33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21 Park, Won 
Jae

《异学集辨》道家批判的特征：以对
批判“异端”的岭南退溪学派的问题
意识为中心

《国学研究》28 韩国国学振兴
院

22 Boo, Ji Hoon 南塘韩元震中和说的特征及其政治
含义 《东方哲学》43 韩国东方哲学

会

23 李明心 鹿姑任聖周的理氣同实论研究 《 东 方 哲 学 研
究》82

东方哲学研究
会

24 崔一凡 朝鲜性理学“未发工夫”研究 《 韩 国 哲 学 论
集》45

韩国哲学史研
究

25 Lee, Jong 
Sung

性潭宋焕箕《太极图说》解读中的
宇宙论意义 《孔子学》29 韩国孔子学会

26 金根浩
明德说中出现的哲学问题意识的变
化––以18世纪湖洛论争和19世纪心
说论争为中心

《孔子学》28 韩国孔子学会

27 金起賢 从朱熹的新儒学观点来看芦沙奇正
镇的理气论 《东方哲学》44 韩国东方哲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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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28 朴學來 梅山洪直弼的性理说研究––对19世
纪前半期湖洛论争的推移意义 《国学研究》26 韩国国学振兴

院

29 李向准 李恒老––站在歷史斜坡上的性理學
家的企劃 《孔子学》28 韩国孔子学会

30 嚴連錫
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李元翼儒家领
导力的重新审视––以公道与私路的
开闭矛盾为中心

《儒学思想文化
研究》61 韩国儒教学会

31 李東熙 高桥亨朝鲜朱子学研究的虚与实––
从现代哲学观点出发进行批判考察

《韩国学论集》
60

启明大学 韩国
学研究院

2015年关于其他人物的论文共31篇、介绍了从高丽末期到朝鲜后

期的众多性理学者的学说。与2014年相比、研究对象变得更为广泛

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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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题分类

2015年的这70篇论文按照研究主题可分为五类。1)理气论14篇、2)心

性论14篇、3)修养论12篇、4)经世论10篇、5)其他研究主题20篇。由

此可知、2015年论文涉及到的主题分布比较均衡、并未出现过度集

中于某一主题进行研究的情况。但是2014年的论文则是主要集中于心

性论研究。关于心性论和四端七情论的研究甚至占了当年论文比例的

50%以上。

1) 理气论

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 Kim, Dong 
Hee

退溪思想体系研究小考––论其理气
妙和思想

《韩国思想与文
化》80

韩国思想文化
学会

2 金誠實 退溪理气互发说的批判性考察 《退溪学论集》
16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3 Kim, Eung 
Hak 退溪“理发气随”的书法美学探究 《韩国学论集》

61
启明大学 韩国
学研究院

4 Yang, Myung 
Su 退溪思想中“理”的能动性意义 《 退 溪 学 报 》

138 退溪学研究院

5 黃相姬 退溪的太极论研究 《退溪学论集》
16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6 黃相姬 以退溪的天观为中心的性理说研究 成均馆大学博
士学位 成均馆大学

7 Kim, Seung 
Young

成浑“理气一发”中体现的“主理而
发”的含义与倾向性探索

《 东 西 哲 学 研
究》75

韩国东西哲学
会

8 兪原基 栗谷理气论的西方哲学性展望 《栗谷学研究》
31 栗谷研究会

9 Kim, Seung 
Young

“理通气局”解说中体现的方法及特
征––以黃義-|教授的观点为中心 《儒学研究》33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10 郭信煥 《太极问》论辩 《儒学研究》33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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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1 李明心 鹿門任聖周的理气同实论研究 《 东 方 哲 学 研
究》82

东方哲学研究
会

12 Lee, Jong 
Sung

性潭宋焕箕《太极图说》解读中的
宇宙论意义 《孔子学》29 韩国孔子学会

13 金起賢 从朱熹的新儒学观点来看芦沙奇正
镇的理气论 《东方哲学》44 韩国东方哲学

会

14 金基柱 寒州李震相的理气说––以“理发一
道说”为中心

《 韩 国 哲 学 论
集》60

启明大学 韩国
学研究院

2015年关于理气论的论文共14篇。其中与太极相关的内容涉及到

了对退溪太极论的解读；性潭宋焕箕对《太极图说》解读中体现出的

宇宙论意义研究；对围绕太极展开的各种问答的探究。此外、还有寒

洲李震相理气说与芦沙奇正镇理气论研究；退溪思想体系中理气妙

和思维结构研究；退溪“理气互发说”的批判性考察；栗谷“理通

气局”解读中体现的方法与特征考察；牛溪成浑“理气一发说”中体

现的主理性解读；退溪“理发气随”与书法美学关系的研究；从西方

哲学立场出发对栗谷理气论的重新审视； 門任聖周的“理气同实论”

的解读。还有博士论文以退溪的天观为中心对性理学理论进行了探

究。2014年关于栗谷“理通气局”的研究占了大多数、但2015年的

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比较均衡、涉及到了很多朝鲜儒学者的理气论主

张、并未出现过于集中的情况。

2) 心性论

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 安琉鏡 天命图说的精华––《心统性情图》
(《圣学十图》)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60 韩国儒教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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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2 Kim, Seung 
Young

关于李滉未发论的结构及其性质的
考察

《 东 西 哲 学 研
究》78 东西哲学学会

3 尹天根 退溪李滉的“感性哲学”––以天观为
中心

《 退 溪 学 报 》
138 退溪学研究院

4 Jeong, 
Weon Jae

李滉对七情的理解––从《礼运》到
《中庸》

《 退 溪 学 报 》
137 退溪学研究院

5 崔普京 罗钦顺和栗谷对于人心道心的解读 《东方哲学》44 韩国东方哲学
会

6 安琉鏡 葛庵李玄逸与克斋申益晃四端七情
论的对比考察 《退溪学报》28 退溪学研究院

7 Boo, Ji Hoon 南塘韩元震中和说的特征及其政治
含义 《东方哲学》43 韩国东方哲学

会

8 李相益 退溪学派“以心使心”的解读 《 退 溪 学 报 》
137 退溪学研究院

9 李天承 栗谷学脉的未发论与内心的主宰强
化 《东方哲学》43 韩国东方哲学

会

10 崔一凡 朝鲜性理学“未发工夫”研究 《 韩 国 哲 学 论
集》45

韩国哲学史研
究

11 金根浩
明德说中出现的哲学问题意识的变
化––以18世纪湖洛论争和19世纪心
说论争为中心

《孔子学》28 韩国孔子学会

12 朴學來 梅山洪直弼的性理说研究––对19世
纪前半期湖洛论争的推移意义 《国学研究》26 韩国国学振兴

院

13 李炯性 以重“理”观点考察寒州李震相的“明
德说” 《东方哲学》44 韩国东方哲学

会

14 李炯性 寒州李震相“心即理说”的理学性考
察

《 韩 国 哲 学 论
集》60

启明大学韩国
学研究院

2015年关于心性论的论文共14篇。在心性论中、大部分论文致力

于研究未发论、明德说、四端七情论。就未发论来看、有以下学术

成果：李滉未发论的结构及其性质考察；栗谷学脉成员农岩金昌协

未发论的研究；朝鲜性理学如何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未发工夫”的

研究。就明德说来看、有以下学术成果：18世纪湖洛论争和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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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说论争中体现出的明德说特征及其哲学性问题意识变化的研究；以

重“理”观点对寒州李震相“明德说”的考察；梅山洪直弼的性理

学与湖洛论争关系的分析。就四端七情论来看、有以下学术成果：葛

庵李玄逸与克斋申益晃四端七情论的对比考察；以退溪为中心考察

了《礼运》中的七情与《中庸》中“喜怒哀乐”四情的差异如何构成

了四端七情论争的论点、即以《礼运》中的七情向《中庸》中“喜怒

哀乐”四情的转变说明了退溪对于七情认识的变化过程；南塘韩元震

中和说的特征及其现实含义的研究；罗钦顺和栗谷对于人心道心的不

同解读；打破了“心合理气”及“心为气”藩篱的寒州李震相“心即

理说”研究；通过介绍阳村权近的《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华西的

《天命图》、秋峦的《天命旧图》、退溪的《天命新图》等道说的变

化过程、对心性的结构进行了阐述。

2014年关于四端七情论的论文至少有12篇、并未在心性论中又细

分出四端七情论、但2015年不同、关于四端七情论的论文却呈同比下

降趋势。

3) 修养论

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 曺玟煥 一蠹郑汝昌敬畏，洒落妙和的生活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62 韩国儒教学会

2 Kang, Bo 
Seung

《圣学十图》中体现的退溪修养论
的结构及其实践含义

《 韩 国 哲 学 论
集》46

韩国哲学史研
究会

3 李致億 退溪的内心工夫 《 东 方 哲 学 研
究》81

东方哲学研究
会

4 李致億 “敬”的哲学与“理”的哲学––关于退
溪居敬穷理论的理解

《退溪学论集》
17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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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5 Oh, Ji Hwan 退溪《圣学十图》的道德哲学基
础

《东西哲学学研
究》76 东西哲学学会

6 Kim, Chang 
Gyung

龟峰宋翼弼“直”思想对畿湖儒学的
传承研究

《 东 西 哲 学 研
究》78

韩国东西哲学
会

7 Kim, Mi So 栗谷的“至善”理解以及其“戒慎恐
惧”的实现方法 《东方哲学》43 韩国东方哲学

会

8 Kim, Boo 
Chan

栗谷的身心修养论及其体育哲学
含义

《 东 西 哲 学 研
究》76

韩国东西哲学
学

9 Kim, Young 
Sook

通过南冥的敬义思想探索教师对
幼儿人性培养的领导力

《南冥学研究》
45卷

庆尚大学 南冥
学研究所

10 Lee, Cheol 
Seung

南冥曹植哲学中出现的“幾”观的逻
辑结构与意义 《儒学研究》33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11 Jeon,Byeong 
Cheol

16-17世纪初期南冥学派“箴”作品
中体现的修养论

《南冥学研究》
45卷

庆尚大学 南冥
学研究所

12 李炯性 寒州李震相《直字心诀》中“直”思
想的理学特色研究

《 东 方 文 化 研
究》21

灵山大学 东方
文化研究院

2015年关于修养论的论文共12篇、其中多数是关于退溪的修养论

研究、其次较多的是关于栗谷修养论的研究。修养论的中心内容为

敬、直、居敬穷理、戒慎恐惧等。这12篇论文所涉及具体内容如下：

以《圣学十图》中《敬斋箴图》和《夙兴夜寐箴图》的内容为中心、

阐述了退溪修养论的结构及其实践意义；以《圣学十图》为根据分

析了退溪道德哲学的基础；退溪重视“内心工夫”的原因并用“诚”

和“敬”解释了其问题意识；退溪修养论中“敬”哲学与存在论和

认识论中“理”哲学的关系分析；能助人达到至善道德境界的栗谷

的“戒慎恐惧”研究；以《圣学辑要》和《击蒙要诀》的内容为中心

探究栗谷身心观和修养论、并阐明了其所具有的体育哲学含义；根

据南冥曹植的“敬”思想探索教师更好地引导幼儿人性教育的培养

方向；根据龟峰宋翼弼的“直”思想重新审视畿湖儒学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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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寒州李震相“直”、“敬”、“义”有机关系的解读、强调

去除私欲、保存天理的修养学习的重要性；从敬畏和洒落两方面介

绍了一蠹郑汝昌的生活；分析了南冥曹植的“箴”思想、揭示了其中

蕴含的修养论的实践意义；探究了南冥曹植“幾”观的逻辑结构、认

为真我之“幾”是实现上天所赋予本性的重要途径。

2014年几乎没有关于修养论的论文、而2015年关于修养论的论文

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是2015年韩国性理学研究的一大特征。

4) 经世论

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 Kim, Jun Tae 东皐李浚庆的国政运营论研究 《东方哲学》43 韩国东方哲学
会

2 Kim, Yong Hun 作为政治伙伴的李滉与奇大升 《韩国学论集》
61

启明大学 韩国
学研究院

3 Kim, Hyuk 栗谷经世论的经营学含义––以
《圣学辑要》，《为政编》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
30 栗谷研究会

4 Lee, Hyun Ji 栗谷社会思想的后现代性含义 《栗谷学研究》
30 栗谷研究会

5 趙殷英 栗谷的国防思想 《栗谷学研究》
30 栗谷研究会

6 Lee, Seock Kyu 东冈金鹩铑'以君主为中心的经世
论

《退溪学与儒教
文化》57

庆北大学 退溪
研究所

7 Choo, Je 
hyeop 徐思远的心学与义兵活动 《东方哲学》44 韩国东方哲学

会

8 鄭炳碩,  權相佑 大邱圈性理学与义兵活动 《哲学论丛》79 新韓哲學會

9 Woo, In Soo
寒州李震相的现实认识与经世论 

––《亩忠录》中的人才培养与选拔
制度改革

《 韩 国 哲 学 论
集》60

启明大学 韩国
学研究院

10 嚴連錫
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李元翼儒家
領導力的重新審視—以公道与私
路的开闭矛盾为中心

《儒学思想文化
研究》61 韩国儒教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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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关于经世论共有10篇论文、其中多数是对栗谷的研究。如

以《圣学辑要》、《为政编》为中心、基于领导力、人才选拔与沟

通、经营革新三方面进行经世论的经营学含义解读；基于信任问题

对栗谷国防思想的研究；栗谷社会思想的后现代性价值阐述；东皐

李浚庆的国政运营论探究；分享政见与处事方式的亲密政治伙伴––

李滉与奇大升的生活介绍；东冈 鹩铑'以君主为中心的经世论研究；

寒岡学派领军人物徐思远的思想特征及义兵活动研究；以寒州李震

相《亩忠录》内容为中心进行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改革考察；以

儒家经典为基础对李元翼政治軍事活動及其儒家领导力特点的考察；

大邱圈性理学与壬辰倭乱的相关性研究。与2014年相比、2015年出

现了很多对新兴人物进行发掘与研究的论文、这也是2015年研究成

果的一大特征。

5) 其他

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1 Jeong, 
Seong Sik 牧隐李穑的儒佛观 《退溪学论丛》

26
退溪学釜山研
究院

2 金根浩
性理学异端批评论中出现的死亡
问题––以郑道传与田愚的异端批
评论为中心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59 韩国儒教学会

3 Kim, Gi 关于佔毕斋金宗直的道學思想研
究 《儒学研究》33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4 Yoo, Hyun Ju 朝鲜前期寒暄堂道学的地位及作
用

《 东 方 哲 学 研
究》81

东方哲学研究
会

5 Chung, Chul 
Heon

寒暄堂金宏弼的师弟·师友关系及
其学术之路 《民族文化》45 韩国古典翻译

院

6 Hwang, 
Wee Zoo

关于寒暄堂金宏弼的评价及追崇
状态

《 退 溪 学 报 》
137 退溪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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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名

7 孫興徹 渔村沈彦光的儒士精神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61 韩国儒教学会

8 崔玉女 晦斋李彦迪的义理思想研究 成均馆大学博
士学位 成均馆大学

9 Song, Hee Jun 退溪的道统论及其意义 《退溪学论集》
17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10 Lim, Jong Jin 关于退溪李滉《宋季元明理学通
录》的基础分析

《退溪学论集》
17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11 朴鐘龍 退溪李滉的道学研究 成均馆大学博
士学位 成均馆大学

12 李基東 河西金麟厚的生活与哲学 《韩国思想与文
化》77

韩国思想文化
学会

13 Kwon, Oh 
Young 月川赵穆的言行与治学倾向 《国学研究》28 韩国国学振兴

院

14 Jeong, Woo 
Rak

《退溪言行录》的创作过程及弟子
们对退溪的认识

《退溪学论集》
17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15 郭信煥 关于朝鲜儒学《为学之方》的运
用与理解

《 东 西 哲 学 研
究》77 韩国东西哲学

16 Park, Won Jae
《异学集辨》道家批判的特征：以
对批判“异端”的岭南退溪学派的
问题意识为中心

《国学研究》28 韩国国学振兴
院

17 李英子 从17世纪湖西学派性理学的特征
来看忠清的地位

《 东 西 哲 学 研
究》78

韩国东西哲学
会

18 崔英成
17世纪后栗谷学派的传承情况与
折中派登场的意义––以性理说为
中心

《栗谷学研究》
30 栗谷研究院

19 李向准 李恒老––站在歷史斜坡上的性理
學家的企劃 《孔子学》28 韩国孔子学会

20 李東熙
高桥亨朝鲜朱子学研究的虚与实––
从现代哲学观点出发进行批判考
察

《韩国学论集》
60

启明大学 韩国
学研究院

2015年关于其他主题的论文共20篇、主要是研究众多儒学者的生

活与哲学、以及他们的学识地位和后世对他们的评价等内容。其具

体内容如下：月川赵穆的言行与治学倾向研究；重新阐明占毕斋金



128   

宗直的道学地位的研究；重视儒教义理与名分的朝鲜中期名臣––

渔村 彦光的儒士精神研究；退溪道统论的性质及内容研究；注重实

践的寒暄堂金宏弼的道学地位及作用研究、河西金麟厚的生活与哲

学研究；寒暄堂金宏弼的师弟·师友关系及其学术之路研究；后世

对寒暄堂金宏弼的评价及追崇状态研究；从现代哲学观出发对高桥

亨朝鲜朱子学研究虚与实的批判考察；对汲取了《性理大全》和《朱

子语录》中“为学”的核心内容编纂而成的《为学之方》的多样化解

读；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岭南儒学者柳健休对异端的批判研究；

17世纪湖西学派的政治活动及其学术倾向研究；退溪《宋季元明理学

通录》的基础分析研究；《退溪言行录》的内容及弟子们对退溪的认

识考察；牧隐李穑的儒佛观研究。与2014年相比、2015年的一大特

征正是挖掘出了很多新兴人物对性理学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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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论文分析与评价

1) 优秀论文评价

①  金基柱的论文《寒州李震相的理气说––以“理发一道说”为中心》

这篇论文从“理发一道说”角度出发、整理了朝鲜性理学末代学者寒

州(李震相)的理气说内容、并阐明了其意义。该论文将“理发一道说”

与退溪的“理气互发说”及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说”进行了对比分

析、不但介绍了寒州对于四端七情的主张、还揭示了他对理气论及心

性论的独到见解与哲学性思考。因此、“理发一道说”可称为是寒州

对性理学进行了深刻解读与领悟的优秀理论框架。寒州的“理发一道

说”分为竖看、横看、倒看三个维度、其中最为根本的是“竖看”。

他肯定“理发”、否定“气发”、认为理永远不灭、理为气之主宰。

他的这种问题意识与四端七情论争300年以来的基础学术背景紧密相

关。寒州继承了退溪通过確立理之主宰性以保证道德必要性的問題意

識、并将其不断强化、努力探求朱子思想真谛并将其发扬光大；对栗

谷学派的“气发理乘一途说”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此基础上、寒州最

终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理发一道说”。

从退溪的“理气互发说”中汲取营养、从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

说”中吸取教训创立而成的寒州的“理发一道说”有如下几方面的

意义。首先它奠定了朝鲜后期300年间性理学研究的大方向、强调了

道德实践的必然性。之前的理气说侧重于解释宇宙、而贯穿了道德

实践指向的“理发一道说”则更侧重于解释人、是“心学化的理气

说”。寒州的“理发一道说”虽然名义上号称继承了朱子学思想真

谛、但实际上还借鉴发展了退溪等人的相关理论思想。自四端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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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以来、朝鲜性理学理气之争的代表性观点就是退溪的“理气互发

说”和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说”。在这种大学术背景下、寒州提出

的“理发一道说”、暂且 谈其内容、仅就其名称就具有足够的吸引

力、也奠定了他在性理学研究中的地位。

通过上述简介可知、这篇论文论述了寒州“理发一道说”的具体

内容、理论依据、目标指向；并通过理解由退溪的“理气互发说”、

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说”发展为寒洲的“理发一道说”的过程、

结合了朱子与退溪的诸多理论对“理发一道说”的问题意进行了体

系化的详细论述。对推动性理学的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② 崔普京的论罗钦顺对读

這篇論文不仅介绍了罗钦顺和栗谷关于人心道心的主张、还分析了如

何通过“思”的概念来克服二人各自理论中存在的局限。朱子将人心

与道心对立起来进行了解释、主张消除人心、坚持道心。但明代的罗

钦顺和朝鲜的栗谷却不赞同朱子的此种观点。他们认为人心和道心是

“一心”、而不是朱子所说的分离的两种心理状态。在“一心”论的基

础上、罗钦顺用“体用”来阐明人心道心的关系、栗谷则用“始终”

来阐明二者的关系。

罗钦顺认为道心是未发的本体、人心是已发时的发用。人心、道

心的心性关系是体用与动静的关系、未发的道心主宰已发的人心。他

强调道心作为“大本”的主宰作用、注重道德性的构建。但是这种

把道心作为未发之本体的人心道心体用论、很容易招致把道心过于形

而上学化的批判。

栗谷则主张人心和道心都为已发。当时、退溪和牛溪(成浑)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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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心和道心是对立的关系、但栗谷却不同意他们的观点、用“始

终”来解读人心和道心的关系。但是人心道心始终说的局限在于道

心也能转化为人心。也即是说、如果道心终可转化为人心、那么就需

要对道心又如何能成为主宰人心的道德依据？做出解释说明。

综上所述、罗钦顺和栗谷在解读以“一心”为基础的人心道心

论时、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但是这种局限性可以通过他二人提出的

“思”的概念加以克服。罗钦顺对于人心道心体用论的批判认为将道

心设定为未发的本体、过于形而上学、具有与现实相背离的可能性。

罗钦顺用内含了动静关系的“思”的概念来解释了此问题。栗谷的

人心道心始终说认为作为道德标准的道心最终会转化成人心、承认了

心中两者的紧张关系、但同时也强调了可通过主体努力的重要性。所

谓“思”是已发时“计较商量”之“意”中之一、是克服私意的心之

作用、从而强调防止道心转化为人心的修养。也就是说、罗钦顺的

“思”是道德依据、强调确保道德性；而栗谷的“思”则强调通过主

体的努力实现道德。他二人提出的“思”之概念对于论述如何通过心

之主宰来实现道心统御人心有着积极意义。

这篇论文介绍了罗钦顺的人心道心体用说和栗谷的人心道心始终

说、他们都反对朱子的人心道心论。此外还分析了如何通过“思”的

概念来克服二人各自理论中存在的局限。人心道心论一直都是性理学

的重要论题之一、这篇论文为从一个崭新视角探究人心道心论提供了

不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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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论文批评

① 金誠實的论文《退溪理气互发说的批判性考察》

正如题目所示、这篇论文对“理气互发说”是否能体现出退溪的四端

七情论主张进行了批判性考察。根据论者的描述、“理气互发说”并

不是退溪自己提出的主张、另外、由于退溪从未主张过二元论、所有

“理气互发”这一个表述是不正确的。论者主张退溪的“理发气随”、

认为感情作为人之善良本性的发显、纯善无恶、只不过是以“气发理

乘”这一概念表达了恶的感情不是实际存的概念这一思维中的错觉。

退溪的“理气互发说”并没有主张感情好坏并生、善恶共存、相反

他只强调“理发气随”、即感情都是好的、善的。所以说退溪只主张

“理发气承”、并未提到“气发理承”、因此退溪的理念并不是“理气

互发说”、而是“理发气承”。

但是笔者认为、一篇合格的论文首先应确保论文研究方向的正确

性、然后再根据一系列合理的论据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就此

篇论文而言、论者提出的“退溪通过四七论辩想提出的并不是理气

互发说”的主张并不符合当今学界的基本认识、虽然有一定的创新精

神、但存在一些无理的论点、如用“错觉”一词来定义退溪的七情

主张等。并且、本文最为不足的一处就是没有对极为重要的“七情”

内容进行详细的论述与分析。

首先、论者用“互发”解释退溪四端七情论特征时、谈到由理而

发的四端是纯善的、由气而发的七情是善恶共存的。即理是纯善的、

气则是善恶共存、如此、就展开了退溪的这一主张与高峰之主张别无

不同的奇怪论旨。也就是说、与高峰认为“气”有过不及、“情”中

善恶共存的主张别无不同。进而、论者又提到退溪认为情中没有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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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并且认为四端和七情都是强调善的情。根据论者的表述、“四

端是指人的善之感情、七情则是指称我们误认为感情是善恶共存的

概念”。并且主张“七情虽然也体现人之纯善之情、但仅就我们误

认为感情中就有善之感情、又有恶之感情这一情况、将这种错觉称

为“气发理承”、将其中恶的感情的称为七情。但实际上不存在这种

七情。”退溪认为四端涵盖了人的一切感情、这些感情都是纯善无恶

的。所以退溪理解的情是无恶的纯善、情即为四端。因此四端即是

指人的一切感情、都是纯善无恶的、并不单独存在着恶的感情；七

情不是人的感情、而是一种错觉、是一种不存在的概念。正如高峰

所指出的、退溪并没有将四端和七情视为两种有善有恶的感情、不管

是四端还是七情都是同一种纯善之情、因此不是“理气互发说”而

是“理发气说”、“气发理承”只是一种错觉。在此、笔者想对论者

的这一主张提出些反对意见。

就退溪而言、他不仅重视四端发于理、也同样重视七情发于气。

正如他试图将四端视为理发一样、也始终试图以气发解释七情。四端

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因此、提出了理气互发说。退溪不仅只

重视纯善的四端、也很重视七情。七情虽兼备理气、但不宜被管束、

很容易沦落为恶、所以必须要重视气发。对于退溪主张的“七情气之

发”、高峰和栗谷始终持反对意见。因为由于七情兼理气、所以无法

仅说是气发。由此可知、退溪不仅将四端解释为理发、还将七情解释

为气发、因此其四端七情论的特征正是理气互发说。“互发”一词虽

不是由退溪直接提出的、但其确实准确地阐明了退溪四端七情论的特

征。

第二、论文作者认为、退溪的互发论意味着将四端与七情视为两



134   

种感情的二元论立场、这与退溪的一元论思考不相符、所有“理气

互发说”这一表述是不正确的。即、“互发”是指发于理、发于气

的二元论、是逻辑上的结合。但高峰对此已进行了大量的批判。如若

如同退溪之主张、既发于理又发于气、那么感情的发源地就变而为

二、这在理气不相离的层面是不成立的。如同论文中所主张、如以互

发解释退溪的理论、其理论就变为二元论、这与退溪一元论的思维体

系就相符了、所以无法说“理发互发说”这一表述是正确的。

②  Kim, Seung Young的论文《成浑“理气一发”中体现的“主理而发”

的含义与倾向性探索》

这篇论文试图从“主理而发”的观点出发分析牛溪成浑的“理气一

发”思想。首先、论者将成浑的“理气一发”设定为“主理而发”、

意思是“以理为主而发”。“理气一发”从表面上看是“理和气同时

而发”、但从深层内容上看是“以理为主而发”的“主理而发”。因

此论者强调不能单纯按照字面意思进行分析、而是应该探究其深层本

意。按照字面意思解读的话、就将心发动时理、气两个不同的根源

视而为一、即可视为道德、原理及感情欲望发为为一。要想在已发状

态下把握理气一发以及人类意识的脉络、就需要确定对外部事物刺激

所作出的反应也是源于理气一发。但此时研究的关键是应弄清楚到

底是以“理”的作用为主还是以“气”的作用为主。而这一关键的突

破口可以在成浑“主理而发”的立场中找寻、同时也可在他始终强调

的“刚发”、“主理”、“主气”等概念中找寻。成浑不赞同将这种

内心的运作基础单纯地看成是客体的形式、而是提出了蕴涵“主理而

发”思想的“理气一发”理论、强调实现生活的能动性实践。因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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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的“理气一发”着眼于对与时间空间相适应的人的主观性、能动性

的探究。这是一种充满活力与自主的内心状态、它不拘泥于外部的固

化格式、而是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具体情况及处境、并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有关义理的价值取舍。成浑十分注重这种内心根据变化及具体情

况而作出能动性判断。他认为只有坚持“理”这一价值基准、人们在

应对事情时做出的道德判断才能合乎时宜。而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判

断道德是非善恶的能力。此篇论文的研究视角与现在学界中公认的研

究倾向有所不同、为从新的领域对性理学进行探索研究提供了可能。

但是、此论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关于成浑“理气一发”提出背景的分析不足。成浑的哲学

思想一言概之就是“理气一发”。想解读这一理念的准确意义、必

须先对其提出背景进行详细分析。成浑的四端七情论是基于退溪理

气互发说(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具有妥当性这一前提之上的、并

以朱子的“或原或生”为依据、论证了人心道心、四端七情都可以将

理与气对立起来看。但成浑却不认同退溪根据“所从来”的不同对

其根源进行区分。成浑认为情根于性、不能将性分为本然之性和气

质之性。与栗谷的思想差异则在于成浑试图将四端与七情区分为理发

与气发。换句话说、根据“性发为情”这一命题、强调四端和七情的

根源都是性。这也是成浑提出“理气一发”的必然原因所在。因此、

成浑提出“理气一发”并不是为了论证“主理而发”、而是基于试

图把作为情之根源的性视而为一的观点出发的。

第二、根据论者的主张、仅从“主理而发”的观点来解读“理气

一发”、会出现倾向于一方的情况。这是因为成浑同时解释了四端是

“主理而发”、七情是“主气而发”两面。在其理论中、关于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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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气的逻辑只是为将四端和七情看作是理、气的对立提供了论据。当

性发为情时、可根据其所主或所偏重而言、即四端是以理为主、故

而是理发、七情以气为主、故而是气发。这正是成浑所理解的退溪

的理气互发说理念。当然、他的这种解读与退溪的主张及栗谷的主

张都有所不同。与退溪主张之不同在于他不将作为情之根源的性两分

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而与栗谷主张的不同在于他根据主理、主

气的理论将四端、七情区分为理发与气发。

第三、从细节层面来看、论文中存在很多对成浑的误解。比如、

论者主张“在与李珥的论辩中、成浑想论述自己对人心道心的理解、

但是李珥则从不同的层面、即四端七情展开了论辩”、但事实却并

非如此。成浑以朱子的“或原或生”为依据论证了退溪理气互发说

的妥当性、即引出了人心道心说、但这并不是为了研究人心道心说。

成浑在人心与道心关系的脉络下理解四端与七情、因而即把人心道

心理论作为了退溪互发说的根据。如此来看、成浑的人心道心说并不

是与栗谷四端七情论在不同层次展开的论辩、而是作为说明四端七

情论而提出的。此外、论者还主张“成浑大体上赞同道心是四端的

观点、但认为人心即七情的观点存在着问题。人心产生于形气之私、

故而必定存在恶、但因七情善恶未定、所以不能称人心不即七情”、

但这并不是成浑的看法、而是栗谷的观点。成浑以主理 主气理论作

为退溪互发说之妥当性的依据、但是根据主理、主气的理论来看、四

端主于理、七情主于气、这并不能说明七情为善恶未定。最为强烈

地主张不能视七情为主于气的学者正是栗谷、因为他认为七情兼理

气、所以无法说七情主于气。这也恰是成浑与栗谷在理论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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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Jeong, Weon Jae的論文《李滉對七情的理解--從《禮運》到《中

庸》》

這篇論文、是對退溪和高峯的四端七情論精密分析的 作。1 但是論者

對與四端七情相關的 退溪之主張以及性理學的基礎理論、了解得 正

確、犯了相當深刻的錯誤。分析這篇論文之前、我們首先檢討退溪四

端七情論的核心理論和其問題的要點。

對四端和七情的核心規定有以下6個∶

1) 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秋巒《天命舊圖》]∶闡明四端和

七情的發出根源、即說明《所從來》是理和氣的事實。

2) 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退溪《天命新圖》]∶闡明四端以理

爲構成、七情以氣爲構成。但因爲四端/七情是情、情是發動的、所

以添加“發”。

3) 四端之發、純理故無 善;七情之發、兼氣故有善惡[退溪《與奇

明彦、己未》]∶四端“無 善”的理由、是因爲那是純粹的理。七情

“有善惡”的理由、是因爲那是由理和氣構成的。即這一文說明、四

端和七情具有絶對價値與相對價値的理氣論之根據。 

4)四端發於仁 義 禮 智之性焉爾;七情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

而出焉爾[退溪《論四端七情第1書》]∶四端從本性發出、七情由於

心受到外部事物的感應、隨其對象來發出。因此、四端所從來是本

性、而七情所發出的根本原因是外部的對象[物]。所以 谷將其表現

爲“內出外感”。2 按照這種事實、論者在論文的第38頁主張、“在

1　這個部分是由崔英辰所寫的。
2　『栗谷集』卷10，6面《答成浩原》壬申∶竊詳退溪之意，以四端爲由中而發，七情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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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書明示、四端和七情的發生根源是本性和形氣”、是明明白白的

錯誤。 

5)四則理發而氣隨之、七則氣發而理乘之耳[退溪《論四端七情第

2書》]∶這規定闡明、四端和七情由什麽構成、各構成要素有什麽作

用。四端和七情都以理和氣構成、但其作用不同。四端是由理發現、

而氣是隨它的。七情是由氣發動、而理是乘它的。就是因爲理和氣

的作用各有不同、所以在質的層面上互相 同的情、即四端和七情被

成立。退溪將第2規定和第3規定如此修正的理由是、因爲四端也情、

情是現實的存在。由此他認爲、那只好是“理+氣”、並且沒有氣的

話、理 能被實現。在此、退溪試圖找到四端和七情之質的差異、即 

是從“所從來”的差異、而是從“構成要素的作用上之差異”。

6)四端之情、理發而氣隨之、自純善無惡、必理發未遂而揜於氣、

然後流爲不善 七者之情、氣發而理乘之、亦無有不善、若氣發不中

而滅其理、則放而爲惡也。[退溪《心統性情圖》]∶這是記錄於退

溪『聖學十圖』第6圖《心統性情圖》的晩年定論。以第5規定爲前

提、退溪結論四端“具有‘純善無惡’的絶對價値、但理被氣掩蔽、

成爲不善、七情也“沒有不善、但 中節、成爲惡”。即退溪從第5規

定、找出四端和七情的價値論上之差異。

在檢討這些規定時、値得注意的是述語“發”的主語變化之事情。

在第1規定和第3規定中、四端和七情是“發”的主語。所以這些規

定成爲“四端/七情互發說”。但是在第2、5、6規定、“發”的主

語是理和氣。因此這些規定成爲“理氣互發說”。“四端和七情發”

感外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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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理和氣發”、是在存在論的層面上互相完全 同的命題。

四端和七情本來是“情”、因此用動詞“發”來表述它也完全沒

有問題、以氣的述語使用“發”也沒有問題發生。但是所謂“理發”

的理發說産生“形而上者的理怎麽成爲意味著現象界作用的‘發’之

主體”的深刻問題。如果不考慮前後的脈絡而採用“理無爲、氣有

爲”的一般論的話、這個命題犯了錯誤。對這個問題、已有許多的

先行硏究、因此在這裡不必再談。3 但是、論者根本沒有說明、退溪

爲什麽將第1規定修改爲第2規定、這一點値得注目。

如前所說、第1規定和第2規定、“發”的主語從“四端和七情[四

端七情互發說]”改變到“理與氣”[理氣互發說]、即四端和七情的

發出根源[所從來]、從理與氣改變到四端和七情的構成要素就是理與

氣。因此這兩個命題、從存在論的層面上看的話、兩個互相完全不

同的命題。但退溪好像沒有深刻的認識其差異。4 不但退溪、朝鮮時

代的儒學者以及現代的學者們也、大多沒有识破其差異。

他在《論四端七情第1書》一文冒頭、對修改第1規定的理由、說

明“認爲辨别太嚴重、所以担心産生論爭的發端”。5 退溪認爲、第

1規定表示四端和七情的“發出根源是 同”、因此他好像看做爲“辨

别太嚴重”。

比較第2規定與第3規定看的話、我們可以知道“發”的主語從理

和氣重新改變到四端和七情。雖然、退溪對其理由只說明“我自己

3　Yoo, Weon Ki，《16世紀朝鮮性理學論辯的分析探究∶以退 高的四端七情論辨與牛  的人
心道心論辨爲中心》，成均館大博士學位論文，2010，37-45頁．
4　 在 谷和牛溪的論辯中也得以發現這種現象．
5　『退溪集』，卷1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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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已說的話覺得 妥當且有錯誤”、6 而一點也 指出什麽是 妥当的。

並且在《論四端七情第1書》的末尾主張、依照朱子的“四端理之發、

七情氣之發”的命題、“在第1規定中沒有錯誤”。7 在此、我們可以

重新確認、將“發”的主語從“四端到理”的改變、引起形而上學

的問題、但退溪 那麽重視或深刻認識這種問題。

從價値論的角度看、理具有“純善無惡”的絶對價値、氣具有

“有善有惡[或善或惡]”的相對價値、這是性理學的基本理論。8 如果

使四端屬於理、使七情屬於氣的話、可以規定爲、四端具有絶對價

値、七情具有相對價値。9 因此、上面所举的規定中、第3規定和第6

規定以外的4個、是有關事實的表述、但都內涵“價値論的意味”、

即四端具有“沒有 善”的“絶對價値”、七情具有“有善惡[本來是

善、但容 流到惡、10或也是善、也是惡]”的“相對價値”。11 這些規

定都具有一種可以如此評價的理由[或是其根據]、即“四端具有絶對

價値、七情具有相對價値”。換句話說、這些規定是爲了導出那樣

6　『退溪集』，卷16，1頁．
7　『退溪集』，卷16，1頁∶近因看朱子語類論孟子四端處．末一條正論此事．其說云．
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師．朱子．吾所師也．亦天

下古今之所宗師也．得是說．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而當初鄭說．亦自爲無病．似不
須改也．
8　 崔英辰外，『韓國哲學史』Saemunsa，2009，177-179頁．
9　 對於以“四端=道德情感，七情=自然情感[情感一般]”爲規定的現有之主張，Lee, Chan
主張，認爲七情也與“道德性的”相關的情感，所以那是道德的情感．(《四端七情再
考》，『退溪學報』125輯，2009，61頁)退溪在《論四端七情第1書》《改本》一文中改定
爲“七情，本善而易流於惡”，看這個文章，我們可以說是Lee, Chan的主張就妥當．  考慮
這一點將四端和七情的差異區分爲“絶對價値與相對價値”．
10　奇大升，『高峯集』，《兩先生四七理氣往 書》，上篇，29頁∶四端皆善也……七情
本善，而 流於惡．
11　朱子沒有認爲，四端與七情是在本質上全然不同的“異質異層”之情感，在他的認識
中，對這種問題沒有明確的區別意識．這一點在『中庸章句大全』《中和章》的小注能確
認如下∶“惻隱羞 喜 哀 ，固是心之發，曉然 見處”．四端與七情是在本質上互相完全 同
的情感，這種區別意識從退溪開始正式化．( 月惠，『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
臺灣大出版中心，2010，83-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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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而被表述的。但學者們忽視其差異。這篇論文的 論者也犯了同

一的錯誤。

如以上所檢討、在上面 擧的規定、即退溪對四端七情的規定、嚴

格區別兩個定義的價値論上的差異[絶對價値和相對價値]。再說、爲

了“嚴格辨别四端和七情”、使四端屬於理、使七情屬於氣。退溪的

6個的規定互相 同、但在“四端七情分屬理氣”這一點上沒有變化、

就是認爲有這樣的理由。其目的在於論證四端的絶對價値性。12 這是

根據於孟子的主張。即孟子指出、人的本性是純善、這透過所謂四

端的道德情感來能證明。依據這樣主張、認爲端是純善的性[仁義禮

智]所發顯的情感、所以那是與性同樣地能說是純善。朱子說、仁義

禮智的理所發出的就是四端、這是認爲有這樣的理由。13 因此、論

者在31頁主張、“但是《退溪第2書》的核心主題、也是與七情的起

源相關的問題”。這是不能不说、因爲論者完全 能了解退溪的意圖、

所以犯了錯誤的。 

按照以上所檢討的內容、讓我們觀察這篇論文犯了什麽樣的錯誤。 

1、這篇論文的基本構圖如下∶退溪在《天命圖說》和《論四端七

情第1書》中接受《禮運》的七情觀、但從《論四端七情第2書》開

始在『中庸』的構造內說明七情、由此産生變化(6頁)。可是這種主

張 能成立。論者首先《禮運》的七情以“看做爲 正或 好的”(13頁)

12　退溪的四端七情論的焦點，對準於“四端的絶對價値性”．這能對比於人心道心說主
要討論人心的問題， 討論道心．
13　『孟子集注大全』，《不忍人之心》章小註∶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卽是這道理．
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
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
道理;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己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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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邪恶”(6頁)爲前提。並且主張在《論四端七情第1書》中的七

情“被認爲按照《禮運》的禮從身的欲求出來的感情”(23頁)。然

则在《論四端七情第1書》中的七情成爲“ 正或 好的”或“是邪恶”

的。 可是退溪在《論四端七情第1書》中主張、七情是“善或惡還沒

結定的”、論文論者也對這一點表示同意(22頁)。那麽在《論四端七

情第1書》一文中、七情與《禮運》的七情 相同。因为、按照論者的

這樣主張、《禮運》的七情“是 正或不好”的不道德感情、但退溪

第1書的七情是“善或惡還沒結定的”、就是價値中立的情。14

别忙、金基鉉、成泰鏞、Yoo, Yon Seok等學者爲什麽認爲、“善

惡未定”的退溪之七情與“不能放心且危險的”、“邪惡的”《禮

運》之七情是同一的(9頁)、筆者不能了解。退溪在第1書明確的談

及“子思和孟子‘所就而言之者’ 同”、將七情看做爲子思所說的

『中庸』的四情。退溪是將絶對價値和相對價値进行了对比的、 是將

善和惡进行了对比的。Jeong,WeonJae的這篇論文之基本構圖本身有錯

誤。 

2、論者認爲、四端七情論的争论的焦点就是“起源”的問題、這

樣的了解有問題、犯了錯誤。論者在25頁表述“決定四端和七情的

兩個感情之性格、最重要的是本性和形氣這兩個起源、强調這種邏

輯的李滉也……”。並且主張“《退溪2書》的核心主題也是有關七

情起源的問題”(31頁)。他又沒有什麽明確的論據而主張、退溪在第

1書將七情的起源看做“身”、15 在第2書看做“本性”。進而主張在

14　這是與朱子的態度相似，朱子在前期將人心視爲人慾，認爲人心是不善，在後期將人
心視爲是從形氣發生的，規定人心是價値中立的，而善惡還沒被決定．
15　如前面所述，在第1書中的七情是“隨對象而出來的”，不是從身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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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書中的觀點在《心統性情圖》也进一步得到强化。  

雖然、退溪對四端和七情的“起源”表述的只是在《論四端七情

第1書》的第4規定而已。將四端和七情的起源設定爲理和氣的第1規

定、不是退溪、而是秋巒。退溪對其評價道“分辨太嚴重”、这是不

能忽略的问题。並且第4規定、退溪在第2書接受高峰的批判、認定

自己的錯誤、是被廢棄的理論。請明確的認識這一點。16

退溪主張、在第5規定和第6規定、四端和七情都由理和氣構成、

但其構成要素的作用不同。退溪在《心統性情圖》中根據朱子學一

般論來說“性發爲情”。論者引用它主張、“退溪將七情的根源看

做本性、因此七情是善”。但是過分强調退溪的這個文章、是眞的

愚蠢的事。再次指出的話、第6規定[《心統性情圖》]不是 說四端和

七情的起源。 

在《心統性情圖》中有3個图画。其中《中圖》表現理和氣稟 雜、

而《下圖》表現理和氣稟 離。退溪對《中圖》說明、“就氣稟中指

出本然之性不雜乎氣稟而爲言、……其言性旣如此、故其發而爲情、

亦皆指其善者而言”。17 本然之性原原本本地發顯而成爲情、因此除

了四端以外七情也 得不爲善。18 這時、四端和七情的價値論性區別消

滅、由此沒有了不善的情。19 這個圖畵就表現心的 單一構造。 

16　『退溪集』，卷16，《答奇明彦》，《論四端七情第二書》∶辯誨曰，非中無是理，
外物偶相感動，感物而動，四端亦然．滉謂，此說固然．
17　李滉，『退溪集』，卷7，24頁∶其中圖者，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性不雜乎氣稟而爲
言……其言性旣如此，故其發而爲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
18　退溪在《論四端七情第5書》提出七情能爲善的境遇如下∶“孟子之喜，舜之怒，孔
子之哀與樂，氣之順理而發，無一毫有碍，故理之本體渾全 ” (李滉，『退溪集』，卷16，
36頁)
19　李滉，『退溪集』，卷7，24頁∶其言性旣如此，故其發而爲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
如子思所謂中節之情，孟子所謂四端之情，程子所謂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謂從性
中流出元無不善之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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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溪對《下圖》說明∶“性本一因在氣中有二名”、“四則理發

而氣隨之、七則氣發而理乘之”。20 理內在於氣的話、本然之性和氣

質之性、即層面 同的兩個性就成立、情也一樣、所謂四端和七情的、

層面 同的情感成立。這個地方是理和氣互相帮助[相須]21 或是互相傷

害[相害]的場所。22 前者的境遇、情變成爲善、但是後者的境遇、成

爲不善。23 《下圖》象征心的雙重構造。基於這樣心的構造、退溪表

述四端和七情的善惡問題。 

四端和七情區別的地方是《下圖》。在這裡所表現的退溪學說的

核心是追究、四端和七情都由“性發爲情”而“爲何在價値論上的

差異發生呢?”。他問“理發[四端]呢?或是乘[七情]呢?、氣隨[四端]

呢?或是發[七情]呢?”、認爲理和氣的作用上差異、産生了四端和七

情的差異。 

3、論者执著於四端和七情的“起源”問題、主張“因爲起源於

本然之性、七情沒有不善”(53頁)、“從《心統性情圖說》以後、七

情被看做起源於本性、所以可以判斷‘沒有不善’”、但這是錯誤。

只有《中圖》將七情 繫到本然之性、這時七情是指與四端 區別的情

整体。《下圖》的性爲“性本來是一個、但在於氣質之中有兩個名

字。”一文中的性。這 是本然之性。退溪在《論四端七情第三書》一

20　李滉，『退溪集』，卷16，32頁∶ 性本一因在氣中有二名，四則理發而氣隨之，七則
氣發而理乘之．
21　“相須”是指“互相等待對方”(尹絲淳，『退溪李滉的哲學』，藝文書院，2013，
143頁)，或翻譯爲“互相幫助”(高麗大學校韓國思想硏究所編，『譯註與解說∶聖學十
圖』，藝文書院，2009，245頁)．在本報告將“相害”視爲“相須”的對句，來選後者的
翻譯． 
22　李滉，『退溪集』，卷7，24頁∶ 其言性旣如此，故其發而爲情，亦以理氣之相須或
相害處言 
23　高麗大學校韓國思想硏究所編，『譯註與解說∶聖學十圖』，24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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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說明、七情是善的理由、 是因爲那起源於本然之性、而是“因

爲理乘其而成爲主、所以是善”。1

4、論者對朱子《中庸章句序》的“人心道心說”、沒有什麽根

據來解釋道∶“作爲知覺的心其本身是空的。將這樣空蕩的內部、

本性占有的話、成爲道心、形氣占有的話、成爲人心”(24頁)、這眞

是錯誤的主張。如所周知、朱子對人心和道心的起源闡明∶“心是一

個、但從形氣發生的成爲人心、根源於性命成爲道心”。

5、論者在這篇論文中所犯了最大的錯誤在於結論部分、主張

∶“如果四端是所有感情的原形的話、七情可以說是四端的現實形

態。”(58頁)如所周知、四端意味著、目擊像“孺子入井”一樣的意

外事故時所感到的驚嚇、痛苦[惻隱之心]、對自我過錯的耻辱之心以

及嫌惡不義的心情[羞 之心]等。這些是誰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的現實

之感情。但是論者爲何主張這些是“感情的原形”、筆者全然不解其

意。

1　敢問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爲發於理耶，爲發於氣耶? 而發而中節，無往不善之善，
與四端之善，同歟異歟? 雖發於氣，而理乘之爲主，故其善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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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与展望

以上对2015年主要学术刊物上刊载的论文按照人物、主题进行了分

类、并对其中的优秀论文及问题论文分别做出了相关评价。首先按照

研究人物来看、2015年韩国性理学的相关论文中：李滉19篇、栗谷李

珥8篇、寒州李震相6篇、南冥曹植3篇、寒暄堂金宏弼3篇。此外还

有涉及到月川赵穆、三峰郑道传与根斋田愚、佔毕斋金宗直、芦沙奇

正镇、牛溪成浑、东皐李浚庆、龟峰宋翼弼、梅山洪直弼、南塘韩元

震、渔村沈彦光、葛庵李玄逸与克斋申益晃、梧里李元翼、河西金麟

厚、 门任圣周、东冈 宇顒、性潭宋焕箕、华西李恒老、牧隐李穑、一

蠹郑汝昌、农岩 昌协、弥乐斋徐思远等人物的论文。关于退溪和栗谷

的研究论文依然呈现出压倒性态势、这与2014年的情况大致相同。但

不同的是、2015年学术界拓宽了研究人物的领域、努力挖掘一些不太

为人熟知的人物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按照主题来分、大体可分为理气论、心性论、修养论、经世论以

及其他主题。2015年的论文较为均衡地涉及到了这些主题、并未出

现过度集中于研究某一主题的现象。具体来看、理气论研究中涉及

到了太极、“理气互发说”、“理通气局”、“理气一发”、“理

气同发”等内容。心性论研究中涉及到了明德、未发、中和说、四端

七情、人心道心等内容。修养论研究中涉及到了“直”、敬与理的关

系、“箴”、“敬义”、“戒慎恐惧”等内容。经世论研究中、虽然

关于栗谷的经世论研究仍呈现出压倒性优势、但2015年的一大特征

就是出现了很多对新兴人物性理学理论的研究。此外、虽然本文并

未按照年代进行分类、但纵观2014年与2015年、研究人物多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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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至18世纪。

2015年关于韩国性理学的论文共70篇、可以说是取得了丰硕的

研究成果。从研究人物来看、虽然关于退溪和栗谷的论文仍呈现出

压倒性优势、但与2014年相比、研究人物的范围更为广泛、出现了

很多新兴研究人物。从研究主题来看、2014年主要集中于心性论研

究、尤其是四端七情论。但2015年的论文则均衡地涉及到了经世论、

修养论等更为多样化的领域、这可称之为2015年的一大特征。鉴于

2015年度的性理学研究现状、笔者期待今后学界同仁们能进一步拓

宽研究人物的范围、挖掘出更多新兴人物的性理学理论进行研究。





第6章

韩国阳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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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文是对2015年韩国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与“韩国阳明学”相关的研究

成果的综合分析。韩国研究财团正式收录的论文(KCI)以及韩国国内

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本文的分析对象。2015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金

美玲的“霞谷郑齐斗的实践性心灵学习论研究”(梨花女子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被甄选出的论文发表时间是从2014年1月至12月之间1年

的时间。本人为撰写本报告而按照研究财团的分类方式、将作为分析

对象的论文集作了如下整理：哲学专业期刊(候补期刊)25家、儒教学

4家、其他人文学1家、汉语和文学1家、历史学19家。

本人在分析以上学术期刊之后、发现符合“韩国阳明学”主题的

论文共12篇。为了帮助大家一目了然地理解全部论文、特按照人物

对论文进行了分类。按人物分类后又再次划分为江华学派和其他。



第6章 韩国阳明学研究   151

2. 按人物分类

1) 江华学派相关论文(9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朴平善 有关霞谷融合哲学的研究––
以生理说为中心

《儒学研究》第33
辑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2 Kim, Min Jae 霞谷郑齐斗的人性论和教育
论考察 《阳明学》第40号 阳明学会

3 金容载 为了《霞谷集》定本化和完
译以及译注的先发性的讨论 《阳明学》第40号 阳明学会

4 金容载

通过朝鲜时代反阳明学文献
的调查和提取，对阳明学批
判内容的倾向的分析，及对
反阳明学思潮变化中出现的
特征研究[2]

《阳明学》第40号 阳明学会

5 Chang, Byeong 
Han

白云沈大允的文学和思想：
对沈大允《礼记正解》的研
究––以对19世纪阳明学的礼
学论的特征把握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
第30辑 韩国实学研究会

6 千炳敦 耕斋李建N的民族精神 《阳明学》第40辑 阳明学会

7 千炳敦 耕斋的阳明学和民族精神 《阳明学》第41辑 阳明学会

8 Lee, Hye Gyeong 朴殷植的阳明学解释：以与
高濑武次郞间的差异为中心

《哲学思想》第55
辑

首尔大学哲学思
想研究是

9 Kim, Hyon Woo 朴殷植对基督教的接纳与良
知论 《阳明学》第42号 阳明学会

在与阳明学相关的12篇论文中、若将研究的人物进行分类、与所

谓江华学派相关的研究有9篇、占据了全部的75%。这种情况与2014

年相类似、我们可以据此再次确认江华阳明学派在韩国阳明学研究中

的地位。从人物分布来看、2015年的研究并不只集中于郑齐斗、而

是呈现分散的状态。与霞谷相关的论文有3篇(“有关霞谷融合哲学

的研究––以生理说为中心”、“霞谷郑齐斗的人性论和教育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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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为了《霞谷集》定本化和完译以及译注的先发性讨论”)；与

李建N相关的论文有2篇(“耕斋李建N的民族精神”、”耕斋的阳明

学和民族精神”)；与朴殷植相关的论文也有2篇(“朴殷植的阳明学

解释：以与高濑武次郞间的差异为中心”、”朴殷植对基督教的接

纳与良知论”)；沈大允相关论文1篇(“白云沈大允的文学和思想：

对沈大允《礼记正解》的研究––以对19世纪阳明学的礼学论的特

征把握为中心”)。关于沈大允、郑寅普曾在一个章节中提到“作为

近代学者、李瀷和安鼎福以历史学出名、丁若镛以政治学出众。但

是沈大允却在寂寞中守望孤独、埋没名声...但是公平来看、他精确的

意义和出众的解释在众多学说中脱颖而出、可谓是三韩(三韩·朝鲜)

经学之光”、沈大允是在经学研究中构建出独特领域的学者。

朴平善从朱陆融合的角度、探讨了霞谷哲学的核心––生理说。

Kim, MinJae继去年的研究、从教育哲学的立场、分析了霞谷的人性论

和教育论。千炳敦对于李建N的研究分成了两篇论文进行发表、这是

他持续做相关研究的结果。Lee, Hye Gyeong通过系谱学的方法、研究

了朴殷植的阳明学解释、Kim, Hyon Woo尝试了运用朴殷植和基督教

的关系这一框架、理解朴殷植的思想。

2) 其他(3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Kim, Suk Pil 秋史金正喜“性灵论”的阳明
心学的意义 《阳明学》第42号 阳明学会

2 Lee, U Jin 李能和的韩国阳明学研究 《阳明学》第42号 阳明学会

3 Lim, Jong Jin 近代时期岭南儒学学者对阳
明学的认识态度 《哲学研究》 高丽大学哲学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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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Suk Pil的论文将秋史的艺术论看作与阳明学有着紧密联系

的性灵艺术论、并讨论其特色。Lee, U Jin分析了李能和阳明学研究

的得失、李能和对朝鲜时期阳明学进行了系谱学方面的研究。最后

Lim,JongJin系统性地考察了岭南儒学学者对阳明学的认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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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论文的分析及批评

霞谷郑齐斗是朝鲜阳明学的代表性人物。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那么

霞谷阳明学的特征是什么？为说明这是与中国阳明学相区别的独特阳

明学、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有各种不同的主张。

为堂郑寅普认为霞谷阳明学的特色是“实心实学”。为堂将此作为朝

鲜阳明学的特征、将朝鲜阳明学分为3类。第一类是不容置疑的阳明

学派、包括崔鸣吉、张维、崔锡鼎、郑齐斗、李匡臣、金泽寿。第二

类是虽有批判阳明学的言论、但实际是主张阳明学的学者、有李匡

师、李令翊、李忠翊。第三是从未提到过阳明学、而是接受晦庵的思

想、虽未提及过阳明、然而一生主张的核心精神毫无疑问是阳明学的

学者、如洪大容。

但是为堂的这种分类也受到了批判、称其对朝鲜阳明学的实心实

学和朝鲜后期实学的区分过于模糊、比如将被认为是朝鲜后期的实学

家的洪大容归为阳明学者。探究这一问题的论文在2014年有韩正吉

的”心学和实学的重新探讨：朝鲜阳明学的实心实学和朝鲜后期的

实学––以对为堂郑寅普的阳明学观的批判性省察为中心”(《韩国

实学研究》第28卷)。

2015年朴平善发表的”有关霞谷融合哲学的研究––以生理说为

中心”(《儒学研究》第33辑)探究了与霞谷哲学特色相关的其他重要

问题、即如何看待霞谷哲学的阳明学要素和朱子学要素。从朴平善

论文的题目中就能看出、他认为霞谷学是融合了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思

想、并且他通过生理说来论证这一观点。那么一起来看看他的论证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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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朱子学的采纳方面。引用Lee,SangHo所著《阳明右派与郑齐

斗的阳明学》(慧眼出版社、2008)的说法、“霞谷的生理说所具有的

重要特征之一是承认物理。与只将理限定为心的阳明学不同、霞谷承

认物理。即他承认心之外的事物的存在与其中的理是同一个理。虽

然、他将这种理理解成生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否定万事万物所

具有的理。这将原本只限定在心的范畴的良知的概念扩大到物理的

领域、很好地反映了心的本体包含物理的领域。...因此、承认物理就

将阳明学原本仅限定在心的领域的、形而上学的框架扩大到事物的

范畴、同时他从朱子学的方法论中寻找其意义。”

朴平善在此指出、虽然仍有些局限性、但是霞谷也像朱子学一样、

承认物理。为了检验这一主张是否恰当、我们需要考察两个争论焦

点：第一、阳明主张“心即理”、是否废弃了探求事物的理致的学

习；第二、这是否是忠实于霞谷原本的解释。认为和阳明的“性即

理”不同、他在主张“心即理”的同时忽视外物的价值、这种批判

一直被提出来。然而这只是批评者的观点、阳明绝对没有忽视对外物

的理致的探求、如果有读过《传习录》就能知道这一点。并且《霞

谷集》中物理是作为与生理相对立的求道概念使用的、并没有单独讨

论物理。考虑到这两点、朴平善的主张以求道来说、好像是成立的、

但是分论中基础显得不稳固。

第二是阳明学的补充性方面。“霞谷批判致良知有任情纵欲的弊

端。......霞谷在不断思索阳明学的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将心

和理的关系中的心分为物理和生理以及真理、从而克服阳明学的弊

端、即任情纵欲问题。”“承认包含情感和欲望的生理。......霞谷认

为性本善、所以生理也原本就是善的。但是、如果失去本体、生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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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失去本性、而变恶、因此需要在生理中选择真理。”

即生理因为包含情感和欲望、所以有可能发生任情纵欲的问题、

因而主张选择生理中的真理。这一主张也是被经常使用的。其最大

的争论点是如何看待生理和真理。当然、朴平善以生理包含真理这

一概念缓和了之前对真理处于生理之外的设定的批判。但是、观察

《霞谷集》中真理和生理各自的地位、就可以发现真理是形容生理的

术语、霞谷良知论的中心在于生理二字。生理与物理相对、是表现

活跃的良知的术语。

阳明提出的“心即理”中、心是指本心、是活着的、活动的心。

实际上、在现实中经常无法避开过犹不及问题的心被认为是理、因

此阳明心即理的论题经常遭受逻辑方面的挑战。即便如此、阳明学

依然是心即理、不会抛弃心即理而回到性即理。我们应该以同一思

路看待霞谷的生理。忽视这一点就有可能遗漏霞谷学的精神。

第三、是朱王融合方面。“霞谷虽然没有说生理即真理但是他认

为真理就是生理、在这样的生理中、真理无法摆脱气。因此、从真

理层面来看、这是与朱子学中的’本然之性’一致的概念、从理气

一体论的角度来看、是和阳明学中良知论相同的概念。这种真理和生

理的差异与朱子学的性与情类似。可以说这是在将所有事物都用理

气一体论来说明的阳明学的框架中融入了朱子学心的理论。”

此处“霞谷虽然没有说生理即真理但是他认为真理就是生理”这

句话有可能遭到对他理解霞谷学精神的准确性的质疑。因为在阳明说

过心即理、以及性即理的章节中、提到没有心、性将不复存在。依

据《霞谷集》的思路、应该是生理即真理。这种细微的差异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引向不同的道路。就像为堂郑寅普认为霞谷的宗旨是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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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一样、霞谷找到的阳明学的精髓也是实心实学、支撑他的实心

实学的概念则是生理。

在讨论近代阳明学时、无法跳过的人物便是谦谷朴殷植。虽然对

于谦谷能否被认为是阳明学者这个问题有一些争论、我们依然无法

否定朴殷植的思想中阳明学所占据的地位。朴殷植刚开始学习的是

朱子学、对于他接受阳明学的时间和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Kim, 

Hyon Woo的”朴殷植对基督教的接纳与良知论：以灵性和良知为中

心”(《阳明学》第42号)从和基督教的相关性角度探究了这一问题、

有别于一般研究。

Kim, Hyon Woo在讨论朴殷植转向阳明学的时间时、如此写道

“朴殷植以良知论为中心、大概从1909年开始转向阳明学。同时、在

他的转变中基督教也产生了影响。这是因为这一时期、以朴殷植进

京前活动过的北方三道为中心、新教迅速地传播开来。之后、在他的

著作中也多次提到过基督教。”“朴殷植阳明学的核心是以良知为中

心的宗教性、即灵性。这是与中国梁启超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日本高

濑武次郞格物致知的实践论相比肩的内容。他强调良知、这与1990

年中后期、以北方三道为中心、出现的新教扩张运动有很大的关联。

这一事件也被称为’圣灵运动’、是当时全世界的新教信仰运动的

延续、朴殷植深刻地关注了个人信仰的变化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他发现新教信仰虽然简单、却强调个人的悔改和自觉。同时、他试

图将其融入儒教的良知概念之中。另一方面、他又主张拒绝良知的

思辨性、让底层老百姓也能容易地接纳。他在早期曾表明良知是孟子

的论旨、而非王阳明的主张、也体现了他对于思辨性的反感。”

既存的主张注意到在朴殷植从朱子学转向阳明学的过程中、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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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明治维新中重要的思想动力––日本的阳明学的省察起到了重要

作用。Kim, Hyon Woo以被称为“平壤大复兴运动”的圣灵运动为中

心、展开议论。

Kim, Hyon Woo主张的依据是《王阳明实记》。“1910年发行的

《王阳明实记》中、他从灵性角度说明了良知。他在既存’良知’概

念的基础之上追加了生命和变化。凭借这一点、他探索了正确感应

现实的人的形象。即将良知解释成人类的生命、生活和变化的根本

原因。这种良知论和基督教的圣灵多多少少存在共通之处。良知是

所有人生命的根源、也是人类实现善恶的现实主体。”“朴殷植阳

明学的重点也与上面两位思想家不同。《王阳明实记》中、与高濑

武次郞不同的是、他认为王阳明通过龙场大悟悟出的就是’良知’。

更进一步、他还从6个方面研究良知、并作出新的解释。将这三位的

良知论作比较、可以发现、梁启超主要的焦点在于格物致知、即认识

论和中华、高濑武次郞的阳明学重点在于知行合一、即实践论和国

家、朴殷植的重心在于灵性和个人。”

那 么 、 朴 殷 植 的 良 知 和 圣 灵 是 相 同 的 吗 ？ 当 然 不 是 。 因 为

朴殷植的良知来自于儒学、圣灵出自信奉唯一的神的基督教。

Kim,HyonWoo对这种差异做出如下说明：“朴殷植的良知具有基

督教基础上形成的灵性的方面。虽然接受了基督教圣灵的影响、然

而他依然否定基督教的神、即人格神的概念。也就是说、和Richard 

Dawkins的视角一样、他的良知论认为’人类即便不依赖神也是灵性

的存在’。因此、朴殷植的良知论作为认识到’人是具有自我决定

权、有灵性的、主体存在’的哲学证据、将韩国传统儒教和近代转

型期传入的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这种哲学讨论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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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Hyon Woo在提出这些主张时、说明了自己的几个前提、首

先是“当然、他关注日本阳明学是在撰写《谦谷文稿》(1900)或者

《学规新论》(1904)时、即1900年代初期。但是、当时他关注的是’

日本如何实现近代化、在那过程中、阳明学扮演了怎么的角色’等问

题、良知并不是主要的关注点。因此、本论文认为良知受到的是来自

大同教以后新教的影响。”这种主张和既存观点不大一样、所以之后

需要对该主张的恰当性进行严密的论证。

另外“大同教之后、朴殷植的良知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个

人性、二是民族性。《王阳明实记》中出现的良知有强烈的个人性、

即宗教性。相反《梦拜金太祖》(1911)的心有浓厚的民族性、即国魂

的特点。个人性和民族性、宗教性和现实性在之后也一指=直出现。

如果将其带入儒教内圣外王的公式、前者是内圣、后者则是外王。”

《王阳明实记》到底是否具有强烈的个人性、即宗教性、这同样需要

论证。

作为后续讨论、现在来看看Lee, Hye Gyeong的“朴殷植的阳明学

解释：以与高濑武次郞的差异为中心”(《哲学思想》第55辑)。众所

周知、朴殷植在撰写《王阳明实记》时、参考了高濑武次郎的《王

阳明详传》。那么、高濑武次郎的著作与朴殷植的《王阳明实记》有

怎样的差别呢？Lee, Hye Gyeong作了如下整理：“高濑武次郎希望阳

明学发挥作用、培养忠于天皇的臣民、而从阳明学的知行合一中抽取

了未加深刻思考的单纯的实践。因此、他认为爱国心、文武兼备、事

功等是阳明学的优势。朴殷植与高濑武次郎不同、他一直保持批判近

代文明和生存竞争的观点。他所认为的阳明学的长处在于接受变化并

柔软应对的主见和自信感、在于面向整个世界的仁义之心、在于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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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实践的诚信等等。”

就像Lee, Hye Gyeong所说的、高濑武次郎是在近代阳明学史上占

据重要地位的人物。“在发表《教育勅語》的第二年、井上哲次郎发

表了《教育勅語》。根据他的解释、教育勅語的主要意思是“培养

效忠天皇的忠臣的德行、巩固国家的基础、培养共同爱国之心、为

突然的变化做准备”。他所谓的‘共同爱国’也和‘效帝忠臣’一

样、是宏大的德义。即他所熟悉的儒家道德‘效帝忠臣’和新的

‘爱国’要求都是在同一层面进行研究的。井上哲次郎在德国学习了

康德哲学、回国之后、他对明治早期日本的西洋哲学史以康德为中心

进行叙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以德育的培养

为目的的阳明学。……为了发挥阳明学培养国民道德心的作用、在

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专业毕业之后、他在支那专业凭借研究中国哲学

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的高濑武次郎的影响下开始正式研究阳明学。”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就能够明确把握井上哲次郎阳明学的主旨。

在“朴殷植的阳明学评价”一章中、叙述了为说明和井上哲次郎

不同的朴殷植的阳明学观点而使用的方法论。“朴殷植的《王阳明实

记》和高濑武次郎的《王阳明详传》形式上也十分相似、朴殷植本人

也坦言自己参考了高濑武次郎的书。但是、两本书的核心部分存在分

歧。至少朴殷植没有将阳明学仅限定在爱国和忠君方面。为了解这

两本书的差异、通过对王阳明的介绍、以及对阳明学的探讨、可以

解读出各个编者的意图。但是其实有更加方便、准确的可以了解编

者意图的方法。这就是高濑武次郎的书在各节的结尾都会有<结论>、

说明个人的意见；朴殷植通过<按>表明自己的意见。特别是朴殷植

的<按>、在很多情况下揭示了作者处在当时那种环境中所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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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的感觉。”

Lee, Hye Gyeong分析了朴殷植的<按>、并提出以下几点。第一、

“朴殷植评价称阳明学的主观性是合乎时宜的。朴殷植从良知是真理

的试金石、而不是固定原则的角度说明阳明学是适合剧变的时代

的。”第二、“对反映朴殷植的特征的、‘合乎时宜’的评价使得对

于阳明的‘事上磨练’的解释更为显著。……良知是在现实当中磨练

出的、与‘仙佛教的顿悟’自然不同。因此、强调了这条路虽然‘简

易真切’、但却不是很容易就能获得的。阳明自己也说‘长久以来、

通过一直验证、实践各种事、才忽然悟出了良知。虽然非常简单、心

灵却非常痛苦’。”第三、“朴殷植感叹‘近代文明世界的教育是

以游戏和戏剧作为辅助手段’、这一点符合阳明的意思。此外、音

乐也随着时代发生了变化、迂腐的人无法看到这些变化、他批判他

们‘只是慨叹其前所未有、而不尝试将现代音乐加以应用’。朴殷

植从阳明学中看到了其对于人类感性的关注以及一同变化的时代的

开放精神。”第四、“朴殷植对阳明学的近代适用性的独到评价和对

因为生存竞争而到来的近代文明的批判性态度相关联。……朴殷植从

阳明学中发现的不仅仅是切合近代的‘合乎时宜’。近代是发现和

承认具有理性的、以及扩充对自然的认识的个人的时代。但是近代

为了解放、把人推向战场、为了自身的解放、要求他人牺牲、是暴力

的。朴殷植幡然醒悟：近代并非无条件的价值。另外、他通过阳明

学、确定人、人心是最终的价值和最后的依靠。‘拔本塞源’是以对

人无限的信赖作为前提条件的。朴殷植之后不管走哪条路、都会重新

回到人这一本源、都会是思考人所应该走的路的结果。”

对于Lee, Hye Gyeong的这种观点、Kim, Hyon Woo在本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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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脚注中评价道“Lee认为朴殷植的良知论和高濑武次郎不同、没

有‘爱国’、‘忠君’的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恰当的、但是再做

推敲、就会发现高濑武次郎的《王阳明详传》的核心词是知行合一、

而不是良知。这是因为高濑武次郎比起理论、更加强调现实。相反、

朴殷植因为更加重视人内心的状况、所以从良知出发、因此自然而

然就不会有爱国或忠君。但是、对于朴殷植来说、良知若在现实当中

被具体发现、自然也会以爱国、忠君的形式出现、所以很难说他的哲

学中没有爱国或者忠君这种民族主义的要素。”

同样是读《王阳明实记》、原来脚注的重点不同、对其理解也会

不同、我们可以再一次感受到这一平凡的事实。Lee, Hye Gyeong将焦

点放在高濑武次郎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阳明学解读、以及与此不

同的朴殷植的阳明学观点上、而Kim, Hyon Woo则主要关注《王阳明

实记》中个人性、即宗教性很强的良知。

在研究韩国阳明学时、必读的一本书是李能和的《朝鲜儒界之阳

明学派》。在对李能和的研究不多的情况下、Lee,UJin的“李能和的

韩国阳明学研究”(《阳明学》第42号)是充分符合学界期待的优秀论

文。

对李能和的评价众说纷纭。“它是亲日派还是民族主义者？一方

面、他被认为是参与修订日占时期朝鲜历史、歪曲民族史、建立殖

民史学的先锋人物、是亲日派。另一方面、他参与朝鲜史的编纂、将

‘渤海使编入韩国史、包括建国神话’、以此为据、他抵制对日占时

期韩国历史的歪曲、正确整理韩国的历史、并获得接触珍贵资料和

典籍的机会、是引领民族精神的启蒙的民族主义者。”

那么李能和有关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立场是什么呢？首先来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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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有关朱子学的立场。“李能和不仅批判了朱子学形式和精神的

封闭、也辛辣地批判了朝鲜朱子学庶民意识的不足、嫡庶差别意识、

过度的慕华思想等。他是在‘近代性思考’的基础上批判朝鲜朱子

学的。尤其是李能和认为因为固守锁国政策而导致国家落后于世界和

时代的根本原因是‘朝鲜封闭的朱子学的第一主义’。他指出这是

引起党争、束缚思想自由、排斥西洋的宗教或文物、切断韩民族发展

的可能性的罪魁祸首。”

其次、来看看李能和有关阳明学的观点。“李能和绝对没有否定

阳明学是带有时代变革、新的可能性的思想这一观点。对阳明学的

这种认识与‘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的变动、在儒教传统经历巨大

的变化的阵痛过程中、关注阳明学在变革方面的新的可能性的众多

知识分子的立场’相一致的。”

李能和的《朝鲜儒界之阳明学派》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李

能和主张南彦经是朝鲜最早的阳明学者。郑寅普认为崔鸣吉和张维

是朝鲜最早的阳明学者、而李能和则认为徐敬德的门人南彦经才是

朝鲜最早的阳明学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李能和‘说=概念设定’的

观点在现在阳明学的研究中被原封不动地沿袭下来。另外、李能和

认为阳明学传入韩国的时间是1567年前后、即明宗末期至宣祖初期。

他的这些观点之后被高桥亨以及刘明钟继承。”更重要的一点是其著

作对后代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与郑寅普的《阳明学衍论》一样、

李能和的《朝鲜儒界之阳明学派》中出现的阳明学研究视角或者资料

收集之广为以后的研究者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就是说、李能和构

建的‘韩国阳明学研究’为以高桥亨为首的尹南汉、刘明钟等解放

后韩国阳明学研究者的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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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李能和的这本著作有何局限性呢？“可以从《朝鲜儒界

之阳明学派》中与朝鲜朱子学相关联、反复提及的‘事大主义’和

‘党争’这两个术语中得到确认。‘事大主义’是指在研究韩国历史

时、认为韩国是依附于大国而生存下来、而不是独立、自律的、这

是被殖民史学者们歪曲的术语。其结果是无论何时都具有依赖性的韩

民族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支配也变得正当化了。此外、‘党争’是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史学者有关朋党间的对立情况、歪曲的、夸张的

说法、认为韩民族原来就具有强烈的分裂倾向、为了各自的目的建

立派系、发生战争、结果使朝鲜灭亡。其实、这种‘事大主义’和

‘党争’构成了《朝鲜儒界之阳明学派》的主要框架。…可以说李能

和在整理韩国阳明学过程中、运用了殖民史学中经常使用的政治对

决的框架。”

最后、来看看Kim,SukPil的“秋史金正喜‘性灵论’的阳明心学的

意义”(《阳明学》第42号)。阳明学与朱子学相比更加重视主体和情

感。这种层面以文艺论、即圣灵论的形式展开。Kim, Suk Pil凭借圣灵

论探究了秋史的艺术世界、并将阳明心学与秋史相联系。这一点就

是这篇论文的特色。Kim, Suk Pil写道“秋史的美学思想得出了外部结

合朱子学、内部结合阳明学、外朱内王的合一的逻辑。”虽然为了使

这一主张得到学界的公认、需要再提供更多的论据并形成共鸣、然

而该论文将秋史的艺术精神与阳明学相结合的尝试、从扩大研究领

域这一层面来看、可以说是值得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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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与展望

2015年发表了12篇相关论文、虽然与前一年相比有所增加、却依然是

不足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几篇论文主题新颖、一定程度上符合学界

的需要、但是也很难说是佳作。

其实、1年内在主要学术期刊上刊载的韩国阳明学研究论文不过

12篇这一点可以说直接反映了阳明学在朝鲜新儒学史中所占据的比

重、地位。与上一年一样、这些论文所研究的对象也主要集中在所

谓的江华学派。

因此、为了使将来朝鲜阳明学的研究更加活跃、需要发掘更多的

阳明学者、并探索更多主题、扩大讨论的范围。当然、还应该解决

最大的障碍、即文献的局限性问题。比如、朝鲜时代儒学者中虽然

具有阳明学的特点、但是考虑到其在他们所有的思想中占据的比重、

很难称他们为阳明学者的情况、或者虽有浓厚的阳明学色彩、由于文

献的失传、研究无法进行的情况。因此、虽然没有在主要论文的评

价中进行探讨、但是像金容载的“通过朝鲜时代反明学文献的调查

和提取、对阳明学批判内容的倾向的分析、及对反阳明学思潮变化中

出现的特征研究[2]”(《阳明学》第40号)这样的研究需要更加活跃

地开展起来。





第7章

韩国实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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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作爲“2015年韓國學界儒學研究成果分析與展望”報告的一部分、本

文綜合分析2015年韓國國內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與“韓國實學”有關論

文、以及博士學位論文的硏究成果。本文將收集2015年發表的韓國實

學相關論文的目錄、並按人物、主題進行分類、接著筆者對其中的幾

篇論文進行詳細的說明和評論、並簡略談及今後的展望。相關論文主

要選取韓國研究財團的登錄發表的學術期刊、並利用RISS(學術硏究資

訊服務)等數據收集系統提供的檢索功能。

2015年韓國國內主要學術期刊上刊載的有關韓國實學的論文約有

45篇、博士學位論文約5篇、共計約50篇可以搜尋得到。爲了淸楚

地把握整體論文發表情況、本報告將這些論文按以下兩種方式歸類、

一、人物類別、二、主題類別。在人物類別下又將細分爲星湖學派、

北學派、被認爲實學集大成者的丁若鏞及崔漢綺、以及其他人物四

類。而在主題類別之下細分爲一、經學、二、哲學、三、政治及經

濟、四、西學及科學、五、其他領域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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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物類別的分類

若按學派將韓國實學相關研究論文進行分類的話、可以分爲以下幾類：

星湖學派2篇、北學派5篇、與茶山有關的論文26篇、惠岡崔漢綺0篇、

以沈大允爲首的其他人物及主題研究17篇。其中、與茶山有關的論文

數量最多、對北學派和星湖學派的硏究論文卻減少了。沒有與惠岡有

關的論文、沈大允等其他人物及有關語言、文字等主題相關的論文較

多。 

1) 星湖學派

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 黃昞起
星湖學派的周易象數學說硏究––李
瀷∶以愼後聃，丁若鏞的易象說爲
中心

茶山學 26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2 徐根植
星湖學派中茶山丁若鏞易學的成立
過程(1)––表現於星湖李瀷的《易
經疾書》之《周易》解釋方法

韓國哲學論集44 韓國哲學史硏究
會

如上表所示、硏究星湖或星湖學派的論文有2篇、都是硏究易學

的文章。一篇硏究李瀷·愼後聃以及丁若鏞的易象說、是《周易》中

象數學相關的論文。另外一篇是硏究李瀷對《周易》的解釋方法的

論文、從探討丁若鏞易學的成立過程的角度試圖進行了分析。

2) 北學派

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 辛正根 洪大容的汎愛意義硏究 東洋哲學硏究 82 東洋哲學硏究會

2 李學堂 李德懋的儒家童蒙敎育思想硏究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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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3 趙成山 18世紀後半到19世紀前半的燕巖
集團知識人之天認識 大東文化硏究90 成均館大學校大

東文化硏究院

4 李春姬 湛軒洪大容的《醫山問答》硏究 博士學位論文 東國大學校

5 Lee，Jee 
Sun

隱喩敎育硏究––以朴趾源的《虎
叱》爲中心 博士學位論文 漢陽大學校

如上表所示、硏究北學派的論文共有5篇、其中硏究洪大容的論

文2篇、朴趾源的論文1篇、李德懋的論文1篇、有關燕巖集團的論文

1篇。就博士學位論文而言、與洪大容和朴趾源相關的論文各有1篇。

總體來說、與北學派相關的硏究 多。

3) 丁若鏞

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 張東宇 茶山《喪儀節要》的義淵源與再成
文化的原則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2 方仁 虞飜的卦變說與丁若鏞的推移說
的 比較 茶山學27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3 Yi， Sook 
Hee

作爲欲望和廉恥的丁若鏞之心性∶ 
性嗜好說對“樂善恥惡”的硏究 茶山學27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4 周月琴 《孟子要義》與《孟子字義疏證》 
∶丁茶山與戴震的人性論比較 茶山學27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5 趙誠乙 《俟菴先生年譜》的文獻學的 檢討 茶山學27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6 Noe， Jee 
Hyun

丁若鏞(1762~1836)的古文尙書批
判 茶山學27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7 方仁 茶山易的天命觀∶請命，稟命，
順命 茶山學27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8 鄭吉雄 對茶山《易》學與禮學的關係之
硏究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9 林忠軍 茶山對漢代象數易學的檢討及評
價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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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0 林在圭 從卦變說的變遷過程看茶山的推移
론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11 Lee， 
Chang Il 從易學史檢討茶山爻變說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12 金永友 茶山丁若鏞對來知德易學的批判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13 李蘭淑 茶山對鄭玄易學的批判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14 張壽 
方浩範

創造，特色，意義∶對茶山學的
重新考察與推進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

團

15 李幸勳 茶山丁若鏞的心性論∶對人心道心
的 重新解釋與性嗜好說 東洋哲學硏究84 東洋哲學硏究會

16 李永慶 丁若鏞的正義論 儒敎思想文化硏
究61 韓國儒敎學會

17 鄭素伊 在茶山丁若鏞的倫理論中最終決定
權在哪裏?∶在理性和感情之間

儒敎思想文化硏
究62 韓國儒敎學會

18 金文植 正祖時代丁若鏞的經學硏究方法 震檀學報124 震檀學會

19 白敏禎

丁若鏞的經學著述中見的“德”槪念
之哲學上意義和論點∶現代西洋
德倫理學[virtue ethics]的義論爭
相關

震檀學報124 震檀學會

2 盧京姬 日帝強占期日本人制作茶山著述的 
筆寫本及新式活字本 震檀學報124 震檀學會

21 Kim， Bo 
Rum

從《與猶堂集》到《與猶堂全書》
∶以“全書初本”的重新檢討爲中心 震檀學報124 震檀學會

22 鄭大泳 茶山的“神論”與“心學”的關係性硏
究 哲學硏究134 大韓哲學會

23 鄭一均 從東亞的觀點重新審察茶山的四書
學 韓國思想史學51 韓國思想史學會

24
Kim， 
Kwang 
Soo

茶山丁若鏞的象數學層面之易學硏
究 博士學位論文 韓國外國語大學

校

25 李霜芽 茶山丁若鏞的《祭禮考定》硏究 博士學位論文 成均館大學校

26 Li， Zhen 
Zheng 茶山丁若鏞的《雅言覺非》硏究 博士學位論文 高麗大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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硏究丁若鏞的論文共有26篇、是所有人物研究分類中研究數量最

多的。茶山學之所以興盛、其中一個原因是《茶山學》獨立期刊的

創辦。而且與丁若鏞有關的博士學位論文有3篇、比起其他思想家較

多。其中經學領域有14篇、哲學7篇、其他領域5篇。由此可見、以

哲學和經學爲中心的硏究茶山思想的論文相當多、這是茶山學硏究的

一個特徵。 

4) 其他

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
Lee， 
Sang 
Hyeok 

特輯∶朝鮮後期語言，文字硏究
與 知識交流∶朝鮮後期訓民正音
的流通和談論之樣相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2 愼鏞權 
特輯∶朝鮮後期語言，文字硏究
與 知識交流∶朝鮮後期的漢語學
習書與 訓民正音的使用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3 鄭丞惠
特輯∶朝鮮後期語言，文字硏究
與 知識交流∶朝鮮後期朝日兩國
對語言 學習和文字的認識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4 楊沅錫 
特輯∶朝鮮後期語言，文字硏究
與 知識交流∶透過小學和《說文
解字》硏究看朝鮮後期漢字學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5 丁淳佑 正祖的統治理念中蘊含的荀子的思
惟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6 Park， 
Kwon Soo 旅庵申景濬的科學思想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7 林熒澤 特輯1∶白雲沈大允的文學與思想
∶ 沈大允的功利主義思想和經世論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8 宋赫基 特輯1∶白雲沈大允的文學與思想
∶ ∶沈大允散文的議論性考察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9 孫惠莉 特輯1∶白雲沈大允的文學與思想
∶ 沈大允的南征錄硏究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10 Kim， 
Ha Ra

特輯1∶白雲沈大允的文學與思想
∶ 沈大允的自我敍事––勞動兩班的
認同性與自我解釋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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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1 張炳漢 

特輯1∶白雲沈大允的文學與思想
∶沈大允對《禮記正解》的硏究––
以19世紀陽明學的禮學論之一特
徵了解爲中心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12 咸泳大

特輯1∶白雲沈大允的文學與思想
∶白雲沈大允的學者自我意識及經
典解釋的一局面––以白雲集和論
語解釋的資料爲中心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13

Kim， 
Ryang Jin/
Shin，
Sang 
Hyun 

朝鮮知識人的淸代滿洲語受容硏
究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14 金駿泰 東皐李浚慶的國政運營論硏究 東洋哲學43 韓國東洋哲學會

15
Cho， 
Hyeon 
Beom

朝鮮後期儒學者的西學認識∶對
宗敎與科學區分論的重新檢討 韓國思想史學50 韓國思想史學會

16 鄭豪薰
20世紀後半期在美國的實學硏究∶
以James Palais的《磻溪隧錄》硏
究爲中心

韓國史硏究168 韓國史硏究會

李炯性 磻溪柳馨遠的著述重新檢討與後
學的 相關資料考察

韓國思想與文化
79

韓國思想文化學
會

其他人物及主題分类下共有17篇论文。其中有關沈大允文學和思

想的論文有6篇、以朝鮮後期語言及文字硏究與知識交流爲主題共有

4篇、這些論文都刊載於《韓國實學硏究》的特輯、這一點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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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題分類

按主題分類來看、與經學相關的論文有17篇、哲學領域13篇、政治和

經濟2篇、西學與科學思想2篇、其他領域中、硏究沈大允的6篇論文

和硏究朝鮮後期語言與文字的4篇論文、共有16篇。特別値得關注的

是、對各種 同領域的硏究相當豐富。今年有關經學和哲學領域的論文

仍然相當多、由此可見、有關韓國實學的硏究側重於理論方面、這點

可以說是令人振奮的。

1) 經學

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 黃昞起
星湖學派的周易象數學說硏究 李
瀷∶以愼後聃，丁若鏞的易象說
爲中心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2 徐根植
星湖學派中茶山丁若鏞易學的成
立過程(1)––星湖李瀷《易經疾
書》中《周易》解釋方法

韓國哲學論集 44 韓國哲學史硏究會

3 張東宇 茶山《喪儀節要》的義淵源及再
成文化的原則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4 方仁 虞飜的卦變說與丁若鏞的推移說
比較 茶山學27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5 Noe， 
Jee Hyun

丁若鏞(1762~1836)的古文尙書批
判 茶山學27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6 鄭吉雄 對茶山《易》學與禮學的關聯性
硏究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7 林忠軍 對茶山的漢代象數易學的檢討與
評價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8 林在圭 從卦變說的變遷過程看茶山的推
移論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9 Lee， 
Chang Il 茶山爻變說的易學史上的檢討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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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0 金永友 茶山丁若鏞的來知德易學批判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11 李蘭淑 茶山的鄭玄易學批判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12 金文植 正祖時代丁若鏞的經學硏究方法 震檀學報124 震檀學會

13 鄭一均 從東亞觀點重新審察茶山的四書
學 韓國思想史學51 韓國思想史學會

14 張炳漢

特輯1∶白雲沈大允的文學與思
想 ∶對沈大允《禮記正解》的硏
究––以了解19世紀陽明學的禮學
論特徵爲中心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15 咸泳大

特輯1∶白雲沈大允的文學與思
想 ∶白雲沈大允的學者自我意識
與經典解釋的一局面––以白雲集
和論語解釋的資料爲中心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16
Kim， 
Kwang 
Soo

茶山丁若鏞的象數學層面的易學
硏究 博士學位論文 韓國外國語大學校

17 李霜芽 茶山丁若鏞的《祭禮孝定》硏究 博士學位論文 成均館大學校

如上表所示、硏究經學問題的論文共有17篇、其中探究易學的論

文有10篇、所占比重最多。在這些論文中、特別値得注目的是硏究

星湖學派與丁若鏞易學關聯性的2篇論文、是透過易學來討論了學派 

續性問題。另外論文、除了與沈大允的禮學和《論語》相關的2篇以

外、都是有關丁若鏞經學的論文。尤其是《祭禮考定》翻譯成韓文

這一點將會使得向來不多的丁若鏞禮學硏究較以前更加深化。由此可

見、有關丁若鏞經學的硏究今後也會持續而廣泛地進行。關於丁若鏞

經學的研究碩果累累、具有廣泛性與持續性、而丁若鏞是代表朝鮮

時代實學的人物、透過此機會有關他的學術成果更會受到世人的明

白、這是極其令人振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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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哲學

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 辛正根 洪大容的汎愛意義硏究 東洋哲學硏究 82 東洋哲學硏究會

2 李學堂 李德懋關於儒家童蒙敎育思想的
硏究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3 趙成山 18世紀後半期到19世紀前半期燕
巖集團知識人的對天的認識 大東文化硏究90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

文化硏究院

4 Yi， Sook 
Hee

作爲欲望和廉恥的丁若鏞之心性
∶ 性嗜好說對“樂善恥惡”的硏究 茶山學27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5 周月琴 《孟子要義》與《孟子字義疏證》 
∶ 丁茶山與戴震的人性論比較 茶山學27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6 方仁 茶山易的天命觀∶ 請命，稟命，
順命 茶山學27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7 李幸勳 茶山丁若鏞的心性論∶對人心道
心的 重新解釋與性嗜好說 東洋哲學硏究84 東洋哲學硏究會

8 李永慶 丁若鏞的正義論 儒敎思想文化硏究
61 韓國儒敎學會

9 鄭素伊 在茶山丁若鏞的倫理論中最終決
定權在哪裏?∶在理性和感情之間

儒敎思想文化硏究
62 韓國儒敎學會

10 白敏禎

丁若鏞的經學著述中見的“德”槪
念之哲學上意義和論點∶現代西
洋德倫理學[virtue ethics]的義論
爭相關

震檀學報124 震檀學會

11 鄭大泳 茶山的“神論”與“心學”的關係性
硏究 哲學硏究134 大韓哲學會

12 丁淳佑 正祖的統治理念中蘊含的荀子的
思惟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13 李春姬 湛軒洪大容的《醫山問答》硏究 博士學位論文 東國大學校

探討哲學問題的論文共有13篇、比起前一年少一些。其中最突出

的是、關於丁若鏞心性論的論文有7篇、占了壓倒性的優勢。其中比

較丁若鏞性嗜好說和其人心道心說的論文2篇、主要硏究倫理問題的

論文3篇、與淸朝學者戴震比較的論文1篇、硏究神論與心論之關係

的論文1篇、探討天命觀的論文1篇。另外硏究北學派思想的論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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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硏究荀子與正祖統治理念關聯性之極爲特別的論文1篇。 

3) 政治·經濟

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 林熒澤
特輯1∶白雲沈大允的文學與思
想∶沈大允的功利主義思想和經
世論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2 金駿泰 東皐李浚慶的國政運營論硏究 東洋哲學43 韓國東洋哲學會

對政治經濟等領域進行硏究的論文只有2篇。今後期望有關這種

領域的硏究可以有更多發展。

4) 西學及科學

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
Park， 
Kwon 
Soo

旅庵申景濬的科學思想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2
Cho， 
Hyeon 
Beom

朝鮮後期儒學者的西學認識∶對
宗敎與科學區分論的重新檢討 韓國思想史學50 韓國思想史學會

我們不可以忽視中國接受的西學及中世紀歐洲科學對朝鮮後期實

學派成立的影響。有關這些問題的硏究也不断進行著、這一年也有2

篇論文發表。硏究個別學者的科學思想有1篇、從整個角度分析朝鮮

後期儒學者對於試圖將宗教與科學分離之西學的認識的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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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 趙誠乙 從文獻學硏究《俟菴先生年譜》 茶山學27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2 張壽 / 方
浩範

創造，特色，意義∶對茶山學的
重新考察與推進 茶山學26 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3
Lee， 
Sang 
Hyeok 

特輯∶朝鮮後期語言，文字硏究
與 知識交流∶朝鮮後期訓民正音
的流通和談論之樣相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4 愼鏞權 
特輯∶朝鮮後期語言，文字硏究
與 知識交流∶朝鮮後期的漢語學
習書與 訓民正音的使用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5 鄭丞惠
特輯∶朝鮮後期語言，文字硏究
與 知識交流∶朝鮮後期朝日兩國
對語言 學習和文字的認識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6 楊沅錫
特輯∶朝鮮後期語言，文字硏究
與 知識交流∶透過小學和《說文
解字》硏究看朝鮮後期漢字學

韓國實學硏究29 韓國實學學會

7 宋赫基 特輯1∶白雲沈大允的文學與思
想∶ ∶沈大允散文的議論性考察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8 孫惠莉 特輯1∶白雲沈大允的文學與思
想∶ 沈大允的南征錄硏究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9 Kim， 
Ha Ra

特輯1∶白雲沈大允的文學與思
想∶ 沈大允的自我敍事––勞動兩
班的認同性與自我解釋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10

Kim， 
Ryang Jin 
/ Shin， 
Sang 
Hyun 

朝鮮知識人的淸代滿洲語受容硏
究 韓國實學硏究30 韓國實學學會

11 鄭豪薰
20世紀後半期在美國的實學硏究

∶以James Palais的《磻溪隧錄》
硏究爲中心

韓國史硏究168 韓國史硏究會

12 李炯性 磻溪柳馨遠的著述重新檢討與後
學的 相關資料考察 韓國思想與文化79 韓國思想文化學會

13 盧京姬 日帝強占期日本人制作茶山著述
的 筆寫本及新式活字本 震檀學報124 震檀學會

14 Kim， Bo 
Rum

從《與猶堂集》到《與猶堂全
書》∶以“全書初本”的重新檢討
爲中心

震檀學報124 震檀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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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 題目 期刊名 發行機構

15 Lee， Jee 
Sun

隱喩敎育硏究––以朴趾源的《虎
叱》爲中心 博士學位論文 漢陽大學校

16 Li， Zhen 
Zheng 茶山丁若鏞的 《雅言覺非》硏究 博士學位論文 高麗大學校

其他類別中的論文共有16篇、這些論文大略可分爲4個特徵。第

一、硏究朝鮮後期的語言和文字、以及探究以知識交流和淸代滿洲語

接受問題爲主題的論文5篇；第二、與沈大允的文學和思想相關的論

文有3篇。第三、檢討茶山文集的論文3篇；最後、探討柳馨遠《磻

溪隧錄》和其它著作的論文有2篇。這些硏究使得有關韓國實學的硏

究更深入且範圍更加廣泛、所以可以說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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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論文分析及評論

《韓國實學硏究》期刊在2015年以三個特輯的形式收錄了韓國實學研

究的相關論文、這些論文的構成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一、第29卷以

“朝鮮後期語言、文字硏究與知識交流”爲主題、共收錄了4篇論文；

二、第30卷以“朝鮮時代《家禮》的硏究與實學”爲主題、同樣收錄

了相關的4篇文章、另外、收錄了6篇以“白雲沈大允的文學與思想”

爲主題的有趣文章。

在此重點考察了收錄於《韓國實學硏究》30卷中以“白雲沈大允

的文學與思想”爲主題的論文。 大允(1806～1872)是在19世紀朝鮮

時代末期、一邊從事商業活動來維持生計、一邊致力於硏究學問的人

物。在《沈大允的功利主義思想和經世論》一文中、 熒澤認爲、沈

大允所建立的福利思想核心在於“利”和“慾”、 同於性理學所主

張的內容。並且筆者强調、沈大允爲了糾正而擺平沉迷於追求利益

的人類社會、而採用“公”槪念來重視公共性。進而指出、從現代

的觀點來看、沈大允的福利思想可以說是一種功利主義。

宋赫基在《沈大允散文的議論性考察》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假說、

即沈大允寫文章的理由在於要傳達福利思想。筆者指出、沈大允所寫

文章的特徵在於、即使我們雖然不可能立刻改變這個世界的現實、可

是只有留下文章、才能期望未來的某一天可以被實現。他具有這樣

的信念和使命感、以多樣的方式、努力爲說服民衆而寫文章。

孫惠莉在《沈大允的南征錄硏究》中介紹、《南征錄》記錄了爲

了將在1755年的乙亥獄事中遭受連坐而死亡於 放地的沈大允之曾祖

母和祖父、大姑母三人的遺骨返葬到先墓、記錄從1841年10月4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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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4月1日的6個月間 程的著述。筆者認爲、這件文獻是收錄了沈大

允家門之凄切悲劇、是一段充滿苦惱的獨白。筆者又評價道、沈大

允在這篇文章中試圖透過返葬的事來治癒而克服家族的悲劇、並且仔

細記錄其過程、表達給子孫們家門重建的堅强意志。進而他希望後

代的人能懷抱作爲少論名門後裔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Kim, Ha Ra在《沈大允的自我敘事–– 動兩班的認同性與自我解

釋》一文中介紹、在《東邱子自解》中我們可以找到30歲時的沈大

允作爲士大夫的面貌、當時他雖然屬於“廢族”的後裔身分、處於貧

困的情況、可是他銳利地維持著士大夫的本分和對現實的問題意識。

“廢族”是指由於祖先犯了大罪而其後裔不得做官的家門。而且沈大

允在40歲之前、即1843年寫給弟子柳榮建的《與柳君夏元書》一書

中坦白了、放棄作爲兩班士大夫的面子而正式投入商業的28歲以來

的經驗。筆者評價道、通過這些紀錄可以看出兩班對於肉體勞動的更

進一步的想法。

張炳漢在《沈大允對《禮記正解》的硏究––以了解19世紀陽明

學的禮學論之特徵爲中心》一文中講道、沈大允爲了打破當時的危

機局面、試圖對從前被崇仰之《禮記》與傳統禮學體系相變通。筆

者進而評價道、在那一過程中透過對既有程朱學禮學的批判和解體、

提出了新的禮學。

咸泳大在《白雲沈大允的學者自我意識及經典解釋的一局面––

以白雲集和論語解釋的資料爲中心》一文中、透過沈大允的詩來解釋

道、他雖然在家庭中遭遇不幸的事而且在社會上經驗了貧窮、但他

仍然肯定自己的人生並以道德爲己任、試圖默默地走上作爲儒學學者

的道路。並且筆者分析、沈大允基於通過自己的生活經驗所领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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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事理、試圖對多種經典做出解釋。

其次受到注目的硏究、是與星湖學派對丁若鏞易學的影響相關的

2篇論文。徐根植在《星湖學派中茶山丁若鏞易學的成立過程(1)––

星湖李瀷《易經疾書》中《周易》解釋方法》一文中、闡明李瀷《易

經疾書》中的《周易》解釋方法是互體法、主張丁若鏞的易學是受

到此星湖學派的影響而完成的。在《星湖學派的周易象數學說硏究 

李瀷∶以愼後聃、丁若鏞的易象說爲中心》一文中黃昞起斷定、丁若

鏞獨特的易理四法、即推移、物象、互體、爻變、是透過李瀷和繼

承他的愼後聃等星湖學派中形成的爻變說之周易解釋方法論而成立

的。

這兩篇論文透過周易的解釋方法論、很好地證明了星湖學派與丁

若鏞在學問上的繼承關係。就這一點而言、這一硏究可以說很好地

闡明了實學內部的學派繼承關係。而且以上8篇論文集中闡明丁若鏞

易學、對於硏究丁若鏞的學術思想具有做出了巨大貢獻。

與丁若鏞的倫理學相關硏究中、有的論文探究其倫理論最終決定

權在於道德情感並理性中以道德情感爲先的、有的比較了西洋德倫

理學與丁若鏞倫理學、這兩篇論文尤其引人注目。

除此以外、分析而評價James Palais的《磻溪隧錄》硏究、將會幫

助於理解審察柳馨遠和當時朝鮮社會的海外學術動向。此外、也有文

章比較檢討柳馨遠的著述和他死後其門人和後學們所寫的“傳”與

“行 ”等、能夠使我們更加 體地考察他的思想。 

在《朝鮮後期儒學者的西學認識∶對宗敎與科學區分論的重新檢

討》一文中、Cho, Hyeon Beom判斷、近來的討論大致解釋道、朝鮮

的儒學者們包容西學書籍中與科學相關的內容、但卻排斥包含宗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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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諭的內容。並且、他以被認爲含有朝鮮後期儒學者們之認識的名

物度數學和爲己之學的語法、試圖進行新的解釋。這一硏究看起来、

似乎試圖以全新的槪念代替旣存的對西學的區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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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價與展望

我們可以看到2015年也有許多實學硏究成果表現於多樣的領域之中。

特別是2015年在經學和哲學領域的硏究較多。這樣的傾向在查明對韓

國實學的思想特性之層面上令人感到振奮、進而期待未來對於實學定

性的探討更能爲深化。

到今日爲了在學問硏究的層面上使得韓國實學定位於朝鮮後期歷

史中、學者們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努力和硏究。雖然如此、但韓國實學

研究仍然任重道遠。筆者認爲、韓國實學爲了找到其意義與位置於

朝鮮後期整個歷史局面上、仍然需要更多的關注、而且應該進行更

深入的硏究。



第8章

韩国经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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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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 韩国经学思想研究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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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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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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章

韩国近代儒学研究



208   

1. 序言

本章以韩国教育学术信息院学术信息服务(RISS)为中心、以从19世纪

后期至1945年之间的时期作为研究对象、整理、评价了与韩国近代儒

教相关的研究现状。在韩国、一提到近代、就会产生屈辱的学问、屈

辱的历史、屈辱的哲学这种自卑意识。这是因为当时韩国还没能很好

地适应近代化、甚至经历了被日本帝国主义灭国之痛。因此、过去研

究者研究近代时、都会像展现自己的私密部位一样、感到无比的恐

惧。

但是、最近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去年、在相关章节中也提到过

一部分、现在、随着韩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于近代的关注和研究

也颇具深度地开展起来。这是因为西欧的没落以及非西欧圈的日本、

韩国还有中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

尤其是韩国学、已经在各方面呈现出世界化的趋势。这是因为世

界各国想要学习韩语的人增多、负责韩语教育的世宗学堂也不断增

加、以韩流为中心的韩国文化也在网络上占据优势。世界化的韩国

的地位将逐渐引起韩国学领域的相关研究需求、可以预想在几年之

内、就会有有关近代和近代化的研究需求。

在另一方面、韩国学界也慢慢开始出现这种趋势。2015年和2014

年相比、研究主题有所变化。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近代化

相关的研究。之前主要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儒学中出现的近代性、而

现在则以韩国儒教为中心、扩散开来。然而、目前还只是初级阶段、

特别是有种中国学或者日本学的研究者在还未准确理解韩国学时、

就仓促进行研究的感觉。第二种是开始对这一时期进行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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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和翰林大学HK研究团等引入瑞克·霍布斯鲍

姆(Eric Hobsbawm)倡导的“长期19世纪”(The long 19th century)概

念、并将其应用于韩国和东亚进行持续性的研究、同时朝鲜大学韩

国哲学研究所(所长Lee, Cheol-seung教授)以“我们(韩国)的哲学”为

主题、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资助下、将近代转型期的韩国哲学划

分为“我、理、心、实、气、教、民、美”8个领域、开始为期3年

的研究。韩国传统文化大学的精神文化中心(中心负责人Choi, Young-

song教授)也在研究近代探求韩国的传统文化源流的各种尝试、并在

准备今年(2016)11月的学术会议。

这些研究计划将发挥使韩国学中被冷落的近代研究变得活跃的积

极效果。受其影响、有关之前相对而言研究较为欠缺的近代儒教的各

种研究也会开展起来。这种趋势从2014年一直延续到2015年、通过

本次分析和评价、希望研究在质和量方面有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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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人物分类

2015年、田愚和朴殷植一起成为了重要的研究对象。此外、对黄宪、

李相殷、金昌淑、申采浩、崔汉绮等之前研究成果很少的人物的研究

也活跃开展。

领域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哲学 金建佑 韩末儒学家的危机意识和近代文明
论批判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1 韩国儒教学会

哲学 金璟镐 梅泉黄宪––作为旧韩末的儒教知识
分子活着 《孔子学》28 孔子学会

哲学 金洛真 卿辂李相殷的韩国儒学研究的方法
和精神 《孔子学》29 孔子学会

哲学 Kim, Sea-
jeong 韩国性理学中的心学 艺文书院 2015

哲学
Kim, 
Hyon 
Woo

朴殷植对基督教的接纳与良知论 《阳明学》42 韩国阳明学会

文学 罗钟善 对艮斋，田愚的序跋文中出现的世
教和道本文末的考察 《东方汉文学》62 《东方汉文学》62

史学
Noh, 
Kwan 
Bum

对大韩帝国时期申采浩的“我”的概
念的重新研究 《概念与沟通》14 翰林大学翰林科

学院

史学 Seo, 
Dong-Il

1910年韩人迁居安东及接梨树韩人
村的形成

《 韩 国 史 研 究 》
171

《 韩 国 史 研 究 》
171

文学 Lee, 
Young Ho

通过心山和艮斋门人的出处是非争
论看日本帝国统治下的儒教知识分
子

《大东汉文学》42 大东汉文学会

哲学 Yi, Hye-
Gyung 朴殷植的阳明学解释 《哲学思想》55 首尔大学哲学思

想研究所

哲学 Yi, Hye-
Gyung 朴殷植的思想转变 《哲学思想》58 首尔大学哲学思

想研究所

史学 Lim, Tai 
Hong

近代转型期崔汉绮和西周(Nishi 
Amane)的学问观比较

《东洋文化研究》
22

《东洋文化研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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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朴殷植相关的研究有Kim, Hyon Woo和Yi, Hye-Gyung创作的3篇

论文。Kim, Hyon Woo一直都做朴殷植相关研究、而Yi, Hye-Gyung之

前一直是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这次首次发表了韩国儒教相

关的研究成果。与田愚相关的论文比朴殷植多1篇、共有4篇、分别

出自金建佑、金璟镐、Kim, Sea-jeong, Lee,Young Ho。金建佑的论文

以田愚对梁启超的批判为中心、研究了其保守型的哲学。罗钟善则从

文学方面研究田愚。Kim, Sea-jeong创作的《韩国性理学中的心学》中

研究了心说论争中的一个方面、即田愚的心论。Lee,Young Ho介绍了

心山和艮斋门人之间的争论。特别是Lee, Young Ho、金洛真、金璟镐

等人的研究从近代一直延续到现代、从这一层面来看、我们可将其命

名为韩国儒教的现代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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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题分类

2015年相关研究的主要主题是近代性。但是、这种现象之前主要在中

国或者东亚的儒教研究中出现、而很难在韩国的儒教研究中看到。相

关研究成果如下：

领域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哲学 Kwon, 
oduerae

特辑 近代转变期概念的运动和变
奏：20世纪10年的“革命”--以3.1运
动前夜的概念和用法为中心

《概念与沟通》15 翰林大学翰林科
学院

哲学 金璟镐 摆脱殖民和韩国儒教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2 韩国儒教学会

哲学 Na, Jong 
Seok

传统与近代：以韩国的儒教近代性
讨论为中心 《社会与哲学》30 社会与哲学研究

会

哲学
Park, 
Jeoung 
Sim

对殖民时期消极的主体意识和儒学
意识的批判性省察

《东洋哲学研究》
83

《东洋哲学研究》
83

哲学
Lee, 
Byeong 
Tae

韩国哲学与“现代(modern)” 《 时 代 与 哲 学 》
26-1

韩国哲学思想研
究会

这种研究潮流可以说是在寻找韩国的认同性的过程中产生的。西

欧对近代化的怀疑和替代方案的寻找、已经随着20世纪60年代儒教

资本主义的登场而开始。但是韩国的儒教研究却并未受到较大关注、

而主要是在日本、中国或者东亚的范畴内进行探索。但是、如今这

些研究成果的出现是因为韩国的儒教最适合解释韩国的近代化或者

该地区的近代化这一种共同认识在研究者中间传播扩散。众所周知、

韩国的儒教和中国或日本的儒教都有所不同。另外、这样的主题摆

脱了实学派或者近代改革性的儒教知识分子主张的实业或者实学、

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促使韩国工业化延长的、对韩国近代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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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理解。这也是在尝试解释近代并非单纯的工业化而是认识的变

化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可以期待将来会有更多研究出现、从演绎、哲

学方面、多种视角看韩国儒学和近代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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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论文分析和批评

首先要分析的论文是Yi, Hye-Gyung的两篇。1 Yi, Hye-Gyung作为中国近

代的研究者、2015年发表了“梁启超与’革命’概念的转变––《清

议报》、《新民丛报》”(《人文论丛》72-2、首尔大学人文学研究

院)。同时也发表了两篇有关韩国近代哲学、或者说与朴殷植相关的

论文、即“朴殷植的阳明学解释––以和高濑武次郞之间的差异为中

心”(《哲学思想》55、首尔大学哲学思想研究所、2015)和“朴殷植

的思想转变––探索生存和自尊的征程”(《哲学思想》58、首尔大

学哲学思想研究所、2015)。

前一篇是将朴殷植的《王阳明实记》与高濑武次郞的《王阳明详

传》中的阳明学做比较研究、对此作者做了如下说明：

本论文在正式解决这个问题(近代“知识”和“道德”选择的矛

盾)之前、首先将解决面临的疑问定为当前目标、即朴殷植所认为的

近代学问––阳明学的特征与高濑武次郞主张的阳明学有多大程度

以及什么样的差异性。

此外、Yi, Hye-Gyung解释了这种差异、称“至少朴殷植不会将阳

明学限定在爱国和忠君方面”。另外、对朴殷植采纳阳明学的原因

说明如下：

朴殷植也想从阳明学中获得力量、以在与前大不相同的世界上生

1　Yi, Hye-Gyung原来是中国近代哲学专家，在首尔大学学习了东洋哲学的硕博课程，在日
本京都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主要著述有《天下观和近代化论：以梁启超为中心》(文学与知
性出版社，2002)，《梁启超：被文明和儒学羁绊的爱憎的书史》(太学士，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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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下去、这一点和高濑武次郞并无区别。关于“做学问的原因”、朴

殷植说是为了“修养自身…为世界做贡献”。因此、他说阳明学的

“简易真切”是“合乎时宜”的。朴殷植借梁启超的话说明了其原因、

即他判断在当时那样扩大的、复杂的世界上、要想学科学、如果不

是用阳明学“简易真切”的方法、将很难实现。

朴殷植没有将阳明学局限于爱国和忠君、一篇评论曾说忠君是正

确的、然而爱国不适合。这是因为在他1911年西间岛亡命时期创作

的《梦拜金太祖》中、心即良知、被作为恢复国家的原动力。同时、

朴殷植强调阳明学中的简易直捷(上文中是简易真切)的原因是当时韩

国儒学界对于过度的思辨论、即心说论争或者湖洛论争的批判、而

绝非对于接纳西欧的理解。

朴殷植在《王阳明实记》中批判道“之前的阳明学陷入了过度的

思辨论之中”。这明确反映了他的阳明学所追求的东西。因此、他所

谓的简易直捷或者简易真切、并不是针对文明而言的、而应该是对之

前的韩国传统的批判。

并且、以这篇论文为代表、Yi, Hye-Gyung在其研究中并未提及阳

明学固有的核心理论。阳明学和朱子学不同的核心价值有“格物致

知”、“知行合一”、“亲民”三种。格物致知与认识论有关、与

将“真我”、“真如”和良知相结合的梁启超有关。《王阳明详传》

中主张龙场大悟的理就是知行合一、良知论被记录成万年雪。因此、

高濑武次郞的观点便是知行合一。相反、朴殷植与这两个不同、更

加接近亲民。他在《儒教新旧论》(1909)中明确指出儒教要走的一条

路在于“普通国民”。并且在这本书中、他将良知解释为“在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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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流动、圣人和凡人间不存在差异”的事物。他表明龙场大悟的结

果并非知行合一、而是良知。Yi, Hye-Gyung未能分析出这种差异性、

这从根本上来说源于她对儒教哲学和韩国哲学的理解不到位。

Yi, Hye-Gyung的第二篇论文也没有脱离第一篇论文的观点。她在1. 

问题提出部分写道：

本论文从宏观角度整理朴殷植的思想转变过程、到目前为止、主

要将朴殷植的思想按照研究领域进行了分类、与集中研究某个领域

的主题的其他朴殷植研究相互区别。假如排除思想转变、而研究

“教育与增产”的“自强”思想、那么朴殷植将被一直误会是文明论

者。同样地、大部分针对朴殷植的阳明学的研究都只以为朴殷植所

关注的阳明学和时代的变化无关。

朴殷植思想的根基从“基于退溪学的朱子学”转变到“茶山学”、

最后到“阳明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分化出了上面提到的教育

和增产、自强等思想。这种评论和最近Kim Hyon-woo发表的《皇城

新闻的实学认识》(人文学研究、朝鲜大学人文研究所、2016)对近代

转变期文明论形成及变化的理解一致。

然而、朴殷植在《旧习改良论》(1907)中或者说1909年大同教创

立之后、批判文明论者、这应该和他始终没有批判西欧文明本身这一

点要区分开来。相反、朴殷植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西欧文明是人类文明

的积极部分。他在《谦谷文稿》中已经提到过东西的普遍性、《韩

国独立运动之血史》(1920)中也没有将“大同之气”限定在排除西欧

的东亚、即儒教的思考、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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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殷植批判文明论者、并从中脱离出来、但是不能说他因为这样就

否定西欧文明。但是、在这篇文章也下了这样的结论、即朴殷植也像

梁启超一样、批判西欧文明、主张回归儒教的传统秩序、而这种错

误可以说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朴殷植的儒教、即阳明学。朴殷植和

梁启超的价值观不尽相同。梁启超想要通过将阳明学与康德理论相

结合、发现超越现实的中国文化的认同性、而朴殷植只是想通过阳

明学推翻殖民地、建立新的近代独立国家、所以无法将两人的理论共

同划定为阳明学。

此外、还有几点要说明、那就是这篇论文包括正文、摘要、参考

文献等共26页、其中与和朴殷植无关的梁启超相关的内容占据1/3、

共9页、那么这篇论文的重心在朴殷植还是梁启超、可以说很难区分。

同时、引用和评价也存在问题。Yi, Hye-Gyung在说明一些研究者“认

为朴殷植关注的阳明学与时代的变化无关”时、举了朴正心的“有关

白岩朴殷植的哲学思想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这个

例子。但是朴正心教授之后又挖掘了朴殷植众多的哲学思想、同时

也发表了多篇有关阳明学对东亚近代空间的作用的论文。参考文献中

也没有看到很多最近的研究成果、这无疑削弱了这篇论文的整合性。

Yi, Hye-Gyung以上两篇论文都是有关朴殷植和他的阳明学的研究、

与她现有的研究模式不同。但是、因为一直在自己对中国近代研究的

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对韩国近代哲学的理

解存在不足。特别是对朝鲜时代为什么阳明学受到批判、到了近代

韩国的哲学如何发展、在那过程中、朴殷植的阳明学具有何种价值

这些问题、我认为需要更加认真严肃的思考和研究。这是因为这些

论文研究的内容不是思想或者思想史、而是包括这些的、更具有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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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哲学领域。

与此相反、金璟镐的研究可谓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联系近

代性、把重点放在湖洛论争的湖学上。湖学派是继承了韩元震的人物

性异论的学者们。这是因为将人与事物相互区分的认识的变化和近

代性价值更好地相连接。可以说这种评价与过去崔英辰教授对韩元

震的人物性异论是“人文主义”的评价类似。

金璟镐发表了“摆脱殖民与韩国儒教”、“梅泉黄宪––作为旧

韩末儒教知识分子活着”这两篇论文。他的研究主要是包括湖洛论

争、心说论争在内的近代儒教的讨论和儒教知识分子的思考。他假定

近现代的韩国儒教同时具有殖民性和近代性、他主张现代儒教应该

具备克服这些的新的面貌。从这一点来看、他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韩

国儒教和近代性层面的研究。

Kim, Hyon-woo的研究具有与此不同的特征、他最近在做和近代

宗教相关的研究。朴殷植也曾主导、参与了被称为大同教的儒教界

宗教的创立、其实、从韩国被日本强占之前开始、他就与大倧教建

立了直接联系。但是、从思想方面来看、包括阳明学在内的他的近代

儒教受到了基督教的较大影响。他的这篇论文“朴殷植对基督教的

接纳与良知论”分析了朴殷植的哲学所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以他

为首的成均馆大学的其他几位研究者也主张要在韩国学层面研究近

代时期的基督教。这是因为天主教传入韩国已经超过250年、新教也

经历了130年、如今基督教无论何时都不能被限定为外来宗教了。尤

其、最近东洋哲学研究会主办的《东洋哲学》或者韩国儒教学会的

《儒教思想文化研究》都在接受研究有关将儒教和基督教折中的人物

的论文投稿、这一领域未来将获得长足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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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与展望

从2014年开始、韩国政府对韩国近代儒教的研究资助不断增加。

2015年、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征集的韩国学丛书项目中、除了前面提到

的朝鲜大学韩国哲学研究所、选定的研究主题都是“长期19世纪”领

域的研究。按照这种趋势、未来对近现代的儒教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

进展。

但是、这种研究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损害韩国学固有的认同性。本

文批判性地评价Yi, Hye-Gyung的论文、是因为作者在没有深刻理解朴

殷植的哲学或者是性理学、阳明学的基础上、套用中国近代哲学的

模式进行分析。从这一点来说、对于近代韩国学的研究首先应从确认

韩国学固有的认同性开始。

从这种意义上、我想介绍2016年初刊发的朴正心的《韩国近代思

想史》(青年的思想)、它会被列入2016年研究成果之中。这本书收录

了朴正心教授有关韩国近代哲学和思想的既存研究。这本书能够在相

关研究开始之前扩大研究者对于韩国哲学的理解。

最后、我们应该关注韩国学的国际化。韩国学随着韩国的国际认

知度的提升正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学问。其中尤其是作为西欧价值

的替选方案哲学的儒学占据重要地位。即这种要求是属于对近代或者

现代与儒学间的关系的研究。因此、研究者们为了韩国儒教的国际

化、要扩大翻译等的范围、通过积极与海外研究者的交流、培养研

究的自我生长能力。





第10章

“韩流与儒教”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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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韓流”是什麽？那本來是由中國人所創造的詞匯。用韓語解释的話、

可以說是“韓國流行文化”或者“韓國文化的热潮”。嚴格來說、

“韓流”與“韓國文化”是 相同的槪念。將韓國人之間共享的文化、外

國的人們也一起看而享有的文化就是“韓流”。

以《江南style》引起全世界旋風的PSY爲 、如果僅在韓國跳舞唱歌

的話、便不可稱為“韓流”、而出去海外公演的話、則可稱爲“韓

流”。當然、外國的人將PSY的韓國公演實況、通過網路來觀賞自娛

也可以說是“韓流”。在這樣的觀點上、韓流的主體旣是韓國人也

是其他國家的人們。製作文化产品的韓國人以及用其來娛 的外國人、

以兩者爲主體而作出來的産品或文化、就是韓流。

這報告的目的是、在2015年發表於韓國和日本、中國的論文中、

將硏究“韓流與儒敎”關聯性的論文成果、介紹而分析之。“韓流

與儒敎”的關聯性是、換句話說、就是在外國介紹的韓國文化産品

裡有沒有儒敎文化的要素、及其要素帶給韓流怎麽樣的影響等。同

時特別宏观、韓中日三國的韓流相關論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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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韓國的“韓流與儒敎”硏究

如果在韓國國會圖書館網站以“韓流”關鍵詞進行檢索的話、在2015

這一年度、以2016年9月3日爲止可以檢索出338件的論文。這些硏

究皆是關於海外韓流的硏究論文。其中圖書資料有20件、學位論文

有46件、學術記事214件、其他網路資料等58件。用同樣的條件來檢

索2014年發表論文的話、總共可檢索出354件的結果。其中圖書資料

有30件、學位論文31件、學術記事225件、其他網路資料等68件。就

整體來看、2015年比2014年減少了16篇。其中、圖書資料減少10件、

學術記事減少11件、可是學位論文增加了15件。這數値代表著此後專

門硏究韓流的專家將會增加。

僅觀察以2015年發表學術論文爲對象的硏究主題、硏究中國韓

流的論文有近20篇、數量最多。硏究東南亞、南美、日本各有6篇 9

篇左右。硏究美國、中東地區和北韓各有3 4篇。歐洲、臺灣、非洲、

蒙古、罗马尼亚等地也有一兩篇左右論文發表。韓流現象不僅限於

東亞地區、而幾乎已成爲在全世界普遍看得到的現象。雖然那個風

潮特別盛行的地區是中國、日本和東南亞地區、但是在美國、歐洲、

南美等地享受韓國文化的人們也越來越多。這意味著韓流産品裡面、

比我們一般想像、含有更普遍性的魅力。當然、其中也可能蘊含著普

遍神奇或奇異的內容。雖然如此、像那樣的特性也不分地域、具有

能受歡迎的魅力、是値得注目的地方。

有不少的韓流硏究論文分析韓流與經濟或産業的關聯性。至少有

50餘篇以上的論文試圖做那種分析。其中議論最多的是與化妝品、

美麗産業、時裝和設計相關的論文、約有20篇左右。與觀光産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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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論文約10篇、國家品牌和國家形象相關的論文6篇、韓國語敎育

相關的論文有5篇左右。外國人們享受韓國文化時、也産生了享有韓

國人所使用的化妝品和服装且像韓國 性一樣打扮的欲望。這些論文

同時分析、韓流如何使得韓國的國家形象得以改善、使喜愛韓流的人

們想學習韓國話及韓文、進而若有機會甚至想訪問韓國等。以前聽

到韓國只想到韓戰或是好戰之北韓的許多外國人、開始具有跟以前

完全 同的新形象。

臺灣的某個藝能節目(WTO姊妹會)進行了有一項問卷調査、如果

放棄臺灣的國籍而選擇其他國家之國籍的話、你想選哪一國的國籍

(2016年7月12日)。以759人作爲對象的這一調査顯示出、回答希望

取得韓國國籍以336人爲最多。第2名爲日本及新加坡、有137人、第

3名爲美國有45人。節目相關人員對於與日本或美國相比、人們更喜

愛韓國這一現象大為吃驚。更爲驚人的是、選韓國的人數比其他國

家壓倒性地多。這樣現象可以比喩爲、以前站在墻外看韓國人玩的

外國人開始希望參與到韓國人的行列之中一起嬉戱。

觀察韓流領域 別、K-POP相關論文約有20篇、 續劇約10篇、言論

和廣播相關內容也有10篇左右。並且分析韓食、漫畫、電影等方面

韓流的論文也各有3篇 5篇。這反映著韓流 只限於 續劇或是K-POP、

並且顯示韓國文化是擴散到更多樣的領域中的。這些論文中、沒有正

式分析韓流和儒敎的關聯性。但是在一些論文中可以找到提及韓流

與儒敎的關聯性的。

《東亞3國的韓流∶以韓國、中國、日本的受容者分析爲中心》

(Park, Seung Woo、《疏通學硏究》、第23-1號、2015.2)分析韓國電影

對韓中日三國的觀衆具有的意義、同時指出“對於表現儒敎的長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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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道德觀或家族愛等的內容要素、三國觀衆都表示對普遍性價値

的好感、但對暴力性和嫌恶性的素材或場面表現出很强的拒绝感。”

中國和日本觀衆是對蘊含於韓國電影中的儒敎道德觀和家族之愛、是

表示肯定與歡迎的。 

《從人文學的觀點看“文化韓流”的啓示》(朴永煥、《中國學

報》71卷、2015)認爲、對儒敎傳統文化的抵抗就是創造出韓流的核

心要素。作者朴永煥首先介紹、中國知識分子將韓流的整體性定義爲

“充滿東洋精神和 魂的文化”或是“使傳統儒敎文化昇華的文化”。

 如、北京社會科學院的劉瑾表示《大長今》很好地表現出了儒家

孔孟之道的仁義禮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經濟硏究所硏究員詹小洪說

到、看《大長今》的話、覺得好像在參觀陳列儒敎傳統文化精髓的

博物館一樣。

朴永煥也表示、姜喆根(《韓流故事》、異彩、2006)定義過、韓

流是21世紀新 漫主義的産物、並且是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契

機下所出現的産物、韓流是光 以後更可以說是韓國的最大傑作、也

是對現有的秩序和成年一代的痛快的挑戰。還有他也將民主與反傳

統、劃一化與多元化看做韓國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主張“(韓國社

會)比起閉鎖性的體系、更追求開放性的體系、比起男性爲主·威權

主義的社會更追求兩性爲主·民主性的平等社會、比起儒家而劃一化

的文化更追求脫儒家的而多元化的文化、比起重視硬體的政策更重

視软體的政策、比起固守傳統秩序更追求對旣存秩序的變化。基於

這樣傳統與反傳統的對立和調和的基礎、韓國社會追求多樣性和開

放性、讓韓流文化脫離控制與保護的構架而可以獲得自生力來强化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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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作者評價、“韓國的‘文化韓流’熱潮的主角是 性們。……

以 性爲主的韓劇作家、 只對‘文化韓流’的 行有很大的貢獻、在對

內方面也通過 續劇逐渐地領導韓國社會的變革。但是相當多的韓國

男性們 能擺脫保守的觀點、在21世紀數位文化時代中也 能主導社會

的變革。…… 性們以柔軟的社會性和後現代的哲學、對韓國社會的

保守性和 後的觀念加以批判、透過房裡的電視來牵引韓國社會的進

步、由此擔任使得韓流熱潮 行於全世界的‘软实力’的角色”。

朴永煥將“韓流”改變爲“文化韓流”的槪念來表現。對於“文

化韓流”他沒有特別的定義。但是按照他的論文裡所表現的脈絡而解

釋的話、其意義如下∶在文化裡存在著上品文化和下品文化、下品

文化就可以說是大衆文化。但是在韓國有一個成见、即“大衆文化

是通俗性、而沒有深刻的內容、並且是有點浅薄的文化”。可是目

前在世界上 行的大衆文化、可以看到脫離那種二分法性區分的趨勢。

在韓流中那種特色中更爲突出。因此、朴永煥使用“文化韓流”這一

槪念、試圖消除大衆文化淺薄的形象。 

其實韓流 是沒有文化的。因此他採用“文化韓流”的槪念這一

點、多少會引起槪念上的混亂。無论如何、他所說的“文化韓流”、

是指一般所說的“韓流”。他可能意圖用這樣新的槪念來暗示、被評

價爲下品文化的韓流文化、實際上以一種上品文化受到世界人們的

歡迎。他以那樣的意義指出、中國和日本的上位指導者們肯定地提

到韓流。

朴永煥强調、韓流産品中蘊含的反傳統的層面、後現代性、開放

性、脫儒家的性格等。嚴格來說、可以說是對於現代“韓國文化”發

展推移的談論。享受韓流的海外人們對那種韓國文化的一部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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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的支持與稱讚的。 

如我在序言所提到的一樣、海外的韓流明顯 同於韓國內的韓國文

化。激烈抗拒傳統的韓國文化傳播到海外、並且在海外將其多樣地解

釋且欣赏。那個解釋而欣赏的部分、就是我們所談的“韓流”。我

們不能說、從這種角度、中國的知識人們在“韓流”內容中找到傳

統儒敎的樣子的角度是不對的。當然作者朴永煥也 是這樣說、但是

如果我們不嚴格定義“韓流”這槪念的話、此後要進行緻密的論理

展開的時、可能會發生不少的混亂、在此、筆者想再次指明這一點。

對朴永煥所指出的評價、我們需要等更深入和緻密的硏究。因爲

韓流文化給接受韓流文化的海外韓流支持者們、特別是 性們、産生

一個新世界的憧憬。但是另外一邊、雖然只在心裡的層面、韓流也可

能提供、解除他們對自己所處現實世界的不滿之作用。到目前爲止、

在中國提到韓流的人們大多是知識分子或是政治家。此後値得我們

關注的、不是那種統治階層的聲音、而是一般民衆的反應。對於這

些問題的硏究、今後可能會成爲韓流硏究的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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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的“韓流與儒敎”硏究

筆者在日本的學術論文網站(http://ci.nii.ac.jp/)用關鍵詞“韓流”

進行了檢索。其中這個網站不僅包括純粹的學術性論文、還包含了

刊載於日本國內發行的一般週刊以及雜誌等的文章。根據檢索的結

果、將2002年到2015年論文的發表篇數、以曲线图表示如下。曲线

图畵的左邊是論文篇數、右邊是論文發表的 度。

看上方曲線图的話、可以得知在硏究韓流的歷史中共有兩次高峰

期。第一次是2005年。《冬季 歌》在2003年4月播放、在日本全國

引起很大的熱潮、其結果導致有關“韓流”的論文激增到180篇左右。

前一年僅僅才50篇左右。這時在《冬季 歌》中扮演主演的裵勇俊引

起熱潮、與此一起韓國電視劇引起了很大的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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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2011年、此時發表了80篇左右的硏究。裵勇俊“勇様”

熱潮過後、與韓流相關的論文減少到20篇左右。但是、到了2010年

以少女時代爲首的韓國偶像團體打入到日本、由此在日本又引起了

K-pop熱潮。曲線图反映出那種氛圍。 

在2015年總共18篇的論文發表了。比起前兩次的高峰期、2015年

所發表的論文篇數大爲減少、與2009年電視劇熱潮後多少出現停滯

狀態時彼此相當。

那麽在2015年發表的文章顯示出什麽樣的傾向呢？

有關韓流的影響共有6篇、介紹韓流現況的有5篇、分析韓流的情

況僅4篇、其他爲3篇。看主要內容的話大致有、韓流對韓國認識的

影響、韓流對韓日關係的影響、日本言論的嫌韓報導、韓流明星的

兵役問題介紹、亞洲地區的接受韓流情況介紹、日本的韓流商業活

動現況介紹、韓流媒體分析、韓流的文化融合性分析等。 

從整體來看、簡單介紹2015年的硏究傾向如下：第一、韓流已經

定着的傾向、第二、 想對韓流赋予很大意義的傾向、第三、提出怎

麽做可以克服韓流的問題、第四、在日本活動的外國學者們積極介

紹和分析韓流的傾向。

其中一部分、介紹値得注目的論文如下。

《關於跨境韓流文化的文化融合特性的理論性探究(越境する韓流

文化のハイブリッド性に関する理論的探求)》(李光鎬、Journal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udies 86、2015.1.31)是專攻媒體的日本慶應義

塾大学文學部敎授李光鎬的論文、分析和介紹做出韓國的電影、電

視劇、K-POP等文化的創造者、以及怎麽融合韓國的本土性文化與全

球性文化的各種要素、來創造世界各地文化圈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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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反映 性自由的韓流(女の自由を映す韓流)》(北原みのり、《社

會運動》417、  2015.3)是登載於《學習韓流吧》的一篇特輯論文、

是論述《再見韓流(さよなら、韓流)》(2013)的北原實的文章。北原

實是热烈的韓流粉絲、也是批判日本社會與政治的 性活動家、主張

韓流具有反映 性自由的層面。 

她曾在一個采访紀錄中表示如下∶觀察韓流現象、我眞的感受到

亞洲 性們正以可觀的氣勢朝向韓國。如果 性們行动的話、就顯然帶

動文化和經濟。我想繼續觀察它。以後韓流會變的怎麽樣呢？我想自

己觀察它。我寫了《再見韓流》的時候、雖然韓流已經是一個“可以

發散自己慾望的對象”、可是從現在開始那就是“帶動亞洲 性們的

什麽”。所以我想對在日本受到非難的韓流說“現在、再見”、並且

對日本男性們所想忽視的韓流說“現在、再見”了。但是、我絶對不

想對從現在開始的韓流說“再見”。(《news-postseven》、2013.4.14)

撰寫《韓流定着的亞洲(「韓流」が定著したアジア)》(《潮》

679、2015.9)與《爲了在亞洲市場戰勝韓流的软性 量(アジア·マー

ケット 韓流ソフトパワーに勝つには)》(《文藝春秋》9-1、2015)兩

篇文章的原田曜平是一位市場分析家。他談及亞洲市場中所發生的

變化、主張日本企業必須更靠近當地市場的商業活動、並且介紹韓

流情況如下。   

“在東南亞無論哪個國家、我們打開電視的話、仍然播放韓流電視

劇或電影、韓國歌手們唱歌蹈舞。東南亞各國平均 齡爲20代、非常

年輕。對此 齡層韓流的文化号召力非常大。那也大大地影響到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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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家電、自行 、或汽車等的消費。他們想要擁有韓流明

星在電視劇使用的三星智慧型手機。化妝品也在許多東南亞各國由

韓國製品席卷著。只用張根碩等有人氣的演員照片來製作看板、把

它放在化妝品賣場的門口、就會引起許多年輕人蜂拥而至。這就是

软性 量的上昇效果。雖然日本也在東南亞各國免費提供NHK電視劇、

或者由民間傳播公司 盟在越南免費提供電視節目、可是開始後沒經

過多少時間、看不出效果。與韓國比較的話已經晚了”。 

《K-pop热潮時期的媒体與粉絲的關係分析∶以“可視廣播”爲例

(K-POPブーム期の韓國メディアとファン∶「見えるラジオ」の調

査結果から)》(吉光正絵、《東アジア評論》7、2015.3)采訪“可視

廣播”的制作人們、 繫粉絲的積極活動與網路技術的有效活用、來

分析韓流的成功因素。在日本的一般硏究、主要關注韓國政府對韓

流文化的政策性支援、主張韓流的成功起因於政府的支援。但是這

篇論文反而注意粉絲與IT技術方面。作者具體分析如下∶ 

“對於K-POP熱潮、一般被評價爲由韓國政府所主導的韓流振興政

策或者大型企劃公司對海外市場的優秀策略的成果。又或注目大衆文

化硏究、粉絲集團硏究、或者在观众硏究的觀點上關注分散在世界各

國粉絲們於網路上構築的巨大沟通來主動活動的影響力。作爲發信者

的企劃公司或者传播媒體、充分利用粉絲集團的 量、由此産生發信

者與受信者的相互作用、引起了大規模的K-POP熱潮。K-POP熱潮擴

散的部分原因、開始於粉絲們在YouTube上登錄Cover_Dance後、在

Twitter上谈到它來擴散到全世界的層面。看這樣的現象、筆者認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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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OP的世界性熱潮是、以美國出發的全球資訊情報通信技術爲一種

媒介、收束多樣的回應而達成的結果。當然另一邊、韓國能够善用

資訊通信技術、由此活用並産生獨特的技術及文化。”

《走向世界的大眾文化:韓流》(嚴明、《人文研究》187、2015)是

由中國硏究者所發表的論文。這篇文章收錄於2014年在臺灣出刊的

《中日韓城市文學及藝術創新比較》(聖環出版社)一書、作者爲上海

師範大學敎授的作者接受上海市的支援來硏究的成果。

作者介紹韓流的發展過程、主張韓流是相當好地兼備著傳統要素

與現代娛 性的文化。他說、韓國接受儒敎文化並且到目前爲止十分

好地保存了它、我們能够韓流明星們坚守礼貌的態度、或者在韓劇

中所見的儒敎禮儀文化中確認其影響。作者也認爲、韓國本來具有自

己的傳統文化、而後接納西方的文化、將這兩者充實地消化和融合、

而産生出獨特且新的文化。即韓流就是過去與現在的東方與西方文

化融合的結果。此外他又主張、韓國人在藝術方面的才能特別突出、

故K-pop和電視劇與這種特性有緊密的 結。 

進而他提到、韓流可分爲1.0時代、2.0時代和3.0時代、並且主張

相當於3.0時代的現在、是韓國文化已到了全方位擴散到全世界的階

段。他又指出韓流的積極層面與消極層面、而擧以消極層面國家對文

化活動過度介入這一點。在這篇論文中、他所提到的與儒敎相關的部

分、可以說並 是深入。這是因爲這篇論文的整體方向、只在於槪括

說明韓流的現象。作者詳細整理了、對於韓流的誕生與其發展過程、

韓流的發展背景和韓國文化的特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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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的“韓流與儒敎”硏究

在中國的學術論文網站(http://www.cnki.net/)、用“韓流”爲主題檢

索看看。1999年以前沒有蒐尋到相關論文。1999年可以搜索到2篇文

章、其中1篇是介紹韓國圍棋界的猛烈氣勢(《洶湧韓流正當紅》(謝

銳、《棋藝》、1999/12)、另外1篇是傳達Baby VOX北京公演信息的

文章(《強勁“韓”流襲擊內陸》(《音樂世界》、1999/12)。“韓流”

一詞的産生可能是從這兩篇文章開始的。根據檢索的結果、將至2015

年爲止的論文發表篇數、畵成圖表的話如下: 

就論文篇數而言、共有1739篇、比起在日本發表的713篇、約

有2.4倍多。觀察上面的圖、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的韓流、在2002年、

2006年和2014年有很多的高峰。在2002年、《秋天童話》在中國全

國範圍內播放、另外、在2006年時、前一年播放的《大長今》引起

很大反响。 

2006年以後韓劇的播映稍微開始減少。一方面像《大長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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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準的韓劇沒有出現、另一方面中國以政策性的計劃、開始輸入

美國、泰國等其他國家的 續劇。此外中國內部的 續劇制作篇數也增

加、其水準也逐渐高了。 

之後在2013年韓國的藝能節目《我是歌手》和《爸爸去哪兒?》的

製作版權制式被出售到中國且受到很大歡迎。接下來透過網路、韓

劇《繼承者們》和《来自星星的你》播放於中國並獲得了巨大成功、

這樣的狀況似乎反映於2014年發表的論文篇數。

將發表的論文、按內容看的話、介紹和分析韓流現象的論文約60

篇、數量最多、其次硏究韓流的影響的約30篇左右、其中相當多數

的論文分析、中國的靑少年或者大學生們可以從韓流受到的積極或

消極影響。這是與幾乎沒有這種硏究的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此外

從中國应该向韓流學習的 場、提出本國存在的問題或者改善方案之

論文約有20篇左右。這種硏究也在日本爲數不多。此外、與韓國語

敎育相關的論文、與經濟一起考察韓流的論文各有15篇 20篇左右被

發表。

幾乎沒有專門分析韓流與儒敎的關聯性的論文。但是、《釋讀韓

流文化中普遍的美學法則-韓流文化中的“真善美”》(郝夢琪、《大

眾文藝》、2015.6)一文、對韓流裡面蘊含的儒敎精神進行了評價、

具體如下：

“中國的高年齡層的婦女們更喜歡一些韓國家庭倫理電視劇。劇中

充滿傳統儒家道德倫理讓人産生絶對的認同感。中國一向被稱爲禮

儀之邦、但是韓國人更是把禮儀修養融入骨血養殖中。韓國人在日常

交往之中注重禮儀涵養。……在家庭中從飮食習慣到說話方式都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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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方式和禮節等。正是如此韓劇才能如此吸引普羅大衆、歸根到底

就是美、人性中的美、有序的禮節美。” 

作者認爲、包含在韓流中的儒敎思想、是吸引普羅大衆的重要因

素。 

《“韓流”的文化現代性再審視》(張生茂、《山西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5/02)也對韓流的儒敎性因素進行了分析、具體

如下∶

“韓劇除了運用身體敍事之外、其撼動西方文化不平等交流的制勝

法寶是宣揚儒家傳統文化。……韓中日三國一衣帶水、人緣相親、文

緣相同、尤其是中國、作爲儒家文化的發源地、韓劇以儒家敎義爲

內容來占領中國電視劇版圖……”

《“韓流”啟示錄》(張碩·楊豔麗、《中國市場》、2015/36)以

韓流給中國文化産業的發展很大敎訓爲前提、提到韓國文化像這樣

做出韓流熱潮於全世界的原因∶1)政府的主導性的支援、2)東亞地區

的文化共通性、3)成功的文化商品销售戰略。並提出如下的意見。

“以中國爲例、儒家文化的浸淫、使得禮讓謙卑、內斂含蓄、溫潤

如玉等品質和特點構成了國人的人格文化基因。但伴隨著新中國成

立後歷次政治運動及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巨大物質財富的沖擊、中國原

有的文化被迅速破壞、掃除殆盡、而新的文化理念及體系卻遲遲沒有

建立起來。國人漸漸在民族傳統同現代文化的交彙中迷失、缺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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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繼承、賞鑒和創新的能力。”

如此分析了中國的現象之後、對“韓流”評價如下∶

“韓國影視作品、擅長采用傳統技法表現東亞文化圈集體認同的某

些價值觀和審美標准、展現了獨特的魅力。在國內漸已消退的中華

文明的漣漪、如重視家庭親情、孝敬長輩、即使是陌生人之間也表現

得彬彬有禮等在影視劇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國人被喚起的潛意識

中的對傳統的認同及歸屬感、使得以韓劇爲代表的“韓流”在國內奔

流急進。”

作者評估、韓流使中國人重新感到了潛意識中傳統時代的儒敎倫

理與共同體認同感、韓流的成功原因就在這裡。

其實、與此 同、大多數的論文試圖對韓流的現象進行較有“表面

性”的分析。

如 、《“韓流”現象之探析》(餘燕、《戲劇之家》、2015/10)提

及在中國出現韓流現象的原因如下∶1)豐富的傳播通路的存在、2)韓

流本身的持續 斷的改善、3)演藝企劃公司的完美無缺的體系與企劃、

4)韓國政府的支援、5)中國改革開放的産物等。 

當然沒有作者所提的這些因素、在中國不可能出現韓流的現象。

譬方說、沒有發展豐富的傳播通道、即網路或SNS等技術的話、當然

韓流不會有這麽大的廻響。從2013年末到2014年在中國播映而獲得

不小人氣的《来自星星的你》也、用網路向中國在线提供的。如果沒

有具備這種线上服務基礎、在中國播放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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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韓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對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啟示》(李蕭、

『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S2)一文也就韓流的興盛原因

提出；1)政府的支援、2)企業的 斷努力、3) 國際市場的活用、4) 韓

國國民特有的危機意識等。 

這些因素也都是重要、沒有一個可以無視。從接受外國文化而要

重新創造那樣文化的 場看、重要的 是分析那種文化的深層和思想、

而是細心把握現實中被發現的因素。從這樣觀點上、筆者認爲大多

數的硏究關注那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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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價與展望

韓國報紙《朝鮮日報》在2014年4月3日刊載了、“由於《来自星

星的你》等韓流熱潮、锁上門閂的中國”一文。

 

“因爲韓流熱潮越来越大、所以中國政府以保護本國文化的理由開

始强化控制。中國政府已限制电视上的韓國節目播放時間及作品輸

入分量等、接下來最近大幅强化網络播映限制。……此後韓劇爲了經

由優酷、土豆等中國视频網站播映、必須通過中國國務院直屬機構国

家廣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審査。廣电局對已通過審査的作品也、不論

何時都可以中斷播放。”

同一消息又傳來以下的內容；

“美國由於中國政府的這次措施不可避免受到很多的打擊。美國电

视雜誌《电视指南》豫測、恐怖素材的影像作品或者恐怖作品等、可

能會無法通過中國的審査。80%的美劇在中國可能會受到停止播映的

危機。”

近來又有 似的新闻报道傳出、由於韓國政府決定計劃THAAD(高

度导弹防禦體系、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的布置於朝鮮

半島、所以中國政府會站出来控制韓流。當然、如果沒有“韓流”、

這種問題理所当然 會發生。2011年以後、日本的“韓流”也越來越

萎缩。那麽這種問題是“韓國文化”的問題嗎？或者是韓國人的問

題？

當然不是。相反、那可以說是喜爱韓國文化的中國人、日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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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國家人們的問題。我們 能在槪念上混同“韓流”與“韓國文

化”。換句話說、所謂“韓流”不是韓國文化、嚴格來說是外國人

們的文化。有一點誇大其词的說法、日本的韓流是日本人的文化、中

國的韓流是中國人的文化。臺灣的韓流也是臺灣人的文化、泰國的

韓流也是泰國人的文化。對於這樣槪念上的問題、我們首先一定要

進行嚴格、明確的定义。

韓流的興盛有可能、讓韓國人獲得不小利益、可是獲得眞正巨大

利益的是、享有韓流文化的外國人、而 是韓國人。我們一定要深刻

地了解這一點。中國的韓流給中國人帶來巨大利益、而不是給韓國人

那樣大的利益。韓國的一些演艺人或者政治家、有時試圖利用韓流

來賺錢、或者拼命投入自己的所有 量。可是離開韓國的國內舞臺而

進出外國舞臺的許多明星們、最終多半受到挫折而回到韓國。這種

情況來看、讓我們能了解到那樣的試圖相當危險。

社會學者、經營學者、或者與一般産業相關的學者、大多硏究某

一個現象之現實或者現象本身的層面、而不是針對問題的深層領域。

這是因爲原來這些學問的方法論或性質本就如此。但是“韓流” 是

只用那種硏究方式就能够說明且了解的、可能是有著更複雜的文化現

象。這就是人文學者需更奋发努力的部分。 

歷史、文學和哲學等更多樣的人文學領域、需要參加硏究韓流的

現象。人文學領域的硏究成果、來與社會科學者的硏究成果結合、才

可以獲得眞正優秀的韓流硏究。換句話說、只要到達那種境界的時

候、我們才能夠知道“韓流”的真面目以及那種現象的時代意義。

我在這裡分析、2015年度在東亞三國發表的韓流相關論文、並且

考察了和“韓流與儒敎”相關的硏究成果。作者 得不深切感受到、



240   

作爲報告目的的“韓流與儒敎”的關聯性硏究極爲貧困。不管是肯

定儒敎還是否定儒教、儒教可以在眾多的領域展開許多議論。韓流

也是一樣。筆者期望明年。筆者期望明年會有更多出韓流與儒敎的豐

富硏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