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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本报告书综合分析了自2016年1月到12月韩国学术界所发表的有关中

国宋代儒学的研究成果。本论文索引对象为韩国研究财团的登载集、

登载候补集论文以及各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出处为韩国教育学

术情报院的学术研究信息服务（RISS）以及韩国研究信息服务（KCI）。

检索结果共39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4篇，一般论文35篇。

就分类整理方法而言，第一种为将北宋时期和南宋时期的学者按

照人物分类；第二种为按照主题，分为经学、性理学、伦理学、政治社

会学、礼学、比较学等。

文中还选取众论文中值得关注的几篇进行了介绍与批评并对2016

年研究成果进性了评价，最后阐述了未来的展望。

2. 按人物分类

按照人物分类部分调查整理了介绍北宋时代的性理学家程颢、程颐、

程颐的弟子郭忠孝，南宋的朱熹陆九渊、蔡元定等六位儒学家以及浙

江学派思想的论文。其中，关于程颢的论文有1篇，关于程颐的论文有

2篇，关于郭忠孝的论文有1篇。关于朱熹的论文数量最多，共32篇，其

中一般论文28篇，博士学问论文4篇。另外，关于陆九渊的论文有2篇，

关于蔡远定的论文有1篇，关于浙江学派的论文有1篇。



第2章 中国性理学研究   41

1) 程颢（明道，1032-1085）【一般论文1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Jung, Jong Mo 程明道的《周易》解释及其
经学史意义 《阳明学》第45号 韩国阳明学会

关于程颢的论文，仅有Jung, Jong Mo的《程明道的<周易>解释及

其经学史意义》1篇，通过此文可以明确其经学和哲学层面具有的独

立地位。

2）程颐（伊川，1033-1107）【一般论文2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Ahn, Jae Ho 敬与穷理机制-程颐的修养
功夫是否是认识的？

《中国学报》
第76辑 韩国中国学会

2 Hwang, Tae Hyun 《大学》听讼章的理解-以伊
川和朱子为中心

《东洋文化研
究》第24辑

灵山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院

关于程颐的论文共2篇，其作者分别是Ahn, Jae Ho和Hwang, 

Tae Hyun。就内容而言，其中一篇是关于敬和穷理的，另一篇通过比

较程颐与朱子关于《大学》听讼章的观点进行了叙述。

3）郭忠孝（出生未详-1128）【一般论文1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郭曉東 
Guo, Xiao Dong

程门“中庸学”的别传-通过
与朱子进行比较看郭忠孝的

《中庸》解释

《退溪学报》
第140辑 退溪学研究院

2016年首次发表了关于程颐弟子郭忠孝的论文，此论文的作者是

中国的郭晓东，中文版和韩文版皆登载于《退溪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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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熹（晦庵，1130-1200）【一般论文28篇，博士学位论文4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賈模斯 《朱子家训》在现代社会中的发
展传承-以道德、人性为中心

《退溪学论丛》
第28辑 退溪学研究院

2 Kang, Jin Seok 国内朱子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2011-2015）

《中国学报》
第78辑 韩国中国学会

3 Kwon, Young 
Hwa

有关通过朱子心论看人类危机
的考察

《哲学论丛》
第85辑 Sahan哲学会

4 Kim, Keehyeon 朱子学“未发”概念的确立过程 《阳明学》
第44号 韩国阳明学会

5 Kim, Mi So 朱子的主宰是巨大的指向还是
恣意的实力活动

《哲学研究》
第53辑

高丽大学哲
学研究所

6 Kim, Bum Soo 朱子的学问是否是杂学？ 《人文社会21》
第7卷第6号 亚洲文化学术院

7 金相俊 “不同的近代”与朱子主权论的现
在性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第66辑 韩国儒教学会

8 金正覺
关于朱熹易学中占卜和道德之
关系的研究-以对《易经》中“元
亨利贞”的解释为中心

《孔子学》
第31号 韩国孔子学会

9 金慧洙 从朱子的工夫论观点重新解释
理气的关系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第66辑 韩国儒教学会

10 金慧洙 对朱子赤子之心的伦理学解释 《哲学探究》
第44辑

中央大学中央
哲学研究所

11 金慧洙 朱子哲学对幸福意义的考察 《东洋哲学》
第45辑 韩国东洋哲学会

12 Moon, Suk yoon 朱子的道德实践、感情及修养
问题

《东洋哲学》
第46辑 韩国东洋哲学会

13 朴成浩 朱子格物致知与圆佛教的事理
研究比较

《圆佛教思想与
宗教文化》
第70辑

圆光大学圆佛
教思想研究会

14
Park, Jae Gahb
Go, Jae Suk 
Chun, Chul

关于祖先与后孙相遇的东西方
多元思维研究-以朱子的感应
理论和卡尔•荣格的同时性理
论为中心

《儒学研究》
第34辑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5 房敬勳 关于朱子通过心的认识的研究
《圆佛教思想与
宗教文化》
第69辑

圆光大学圆佛
教思想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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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6 Seo, Geunsik 通过朱子的《大学章句》看平
天下的世界

《东洋古典研
究》第63辑 东洋古典学会

17 Sung, Kwang 
Dong

关于朱熹“格物致知说”的考察-
以对《大学或问》前五章与“大
学或问语类”的批判性理解为中
心

《东洋古典研
究》第63辑 东洋古典学会

18 Lee, Gi Won 哲学商谈治疗中的慎独论-以朱
熹的注解为中心

《东方学》
第35辑

韩瑞大学东洋
古传研究所

19 Lee, DaeSeung 朱熹《参同契考异》的著述与
背景

《泰东古传研
究》第36辑 泰东古传研究所

20 Lee, Dong uk 关于朱熹“孝”概念的特征研究-
关于“孝”的社会性扩大

《哲学》
第126辑 韩国哲学会

21 Lee, Dong uk 关于朱熹“孝”概念的特征研究
Ⅱ-关于孝与仁的关系

《哲学》
第127辑 韩国哲学会

22 Lee, Yun Jeong 朱熹的读书论：通过涵养工夫
的读书

《阳明学》
第44号 韩国阳明学会

23 Lee, In Chul 性理学与知行问题-以朱子和阳
明为中心

《教育哲学》
第61辑 韩国教育哲学会

24 Lee, HyangJoon 恕：性理学的变形-以朱熹为中
心

《东洋哲学》
第46辑 韩国东洋哲学会

25 Lim heonGyu
关于“徳”概念论争的考察-比较
朱子与茶山对《论语》“德句节”
的解释

《退溪学与儒教
文化》第59号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26 Hong, Seong 
Min

朱子工夫论中身体的意义与作
用-以身体的暗默之概念为中心

《东方学》
第34辑

韩瑞大学东洋
古传研究所

27 Hong, Seong 
Min

朱子哲学中感情的适当性与道
德性

《东方学》
第35辑

韩瑞大学东洋
古传研究所

28 Hwang, Tae 
Hyun

《大学》听讼章的理解-以伊川
和朱子为中心

东洋文化研
究24辑

韩瑞大学东洋
古传研究院

29 金慶姬 
朱熹、伊藤仁济、丁若镛对《孟
子》解释的比较-以性、心、政为
中心

国内博士 成均馆大学
一般研究生院

30 朴榮植 关于朱熹“敬”思想的研究 国内博士 东国大学大学院

31 朴峻徹 朱熹的知行功夫论研究 国内博士
韩国学中央
研究院 韩国
学大学院

32 房敬勳 关于朱子之“理”的哲学性探究 国内博士 成均馆大学
一般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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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熹的论文共32篇，其中一般论文28篇，博士学位论文4篇。

关于朱熹的论文可谓占据了韩国学术界有关中国性理学研究的绝大部

分，与其他的学者相比，具有压倒之势。另外，主题也丰富多样，包括

经学、理气论、认识论、政治思想、比较、其他等各个不领域，其中，涉

及最多的主题是伦理修养论。尤其是在将朱熹与其他学者进行比较

的论文中，多不是朱熹与王阳明或者朝鲜儒学家的比较，而是试图与

西方的理论进行比较。另外，还出现了关于朱熹“孝”思想或者哲学商

谈等之前不常见的新主题。

5）陆九渊（象山，1139-1193）【一般论文2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Lee, Dong uk 关于陆九渊易学特征的试探 《阳明学》第44号 韩国阳明学会

2 Cho, Won Il 陆象山的天人关系研究 《儒学研究》第37辑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2015年没有关于陆九渊的 ，2016年出现了2篇。

6）蔡元定（西山，1135-1198）【一般论文1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Cho, Hie Young
宋代易学与律度量衡论的接
触-以蔡元定的《律吕新书》
为中心

《哲学论集》第44辑
西江大学
哲学研究所

7) 其它【一般论文1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Lim, Myung 
Hee

关于宋代浙学流派与其思想
特征的研究

《东洋哲学研
究》第88辑

东洋哲学
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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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题分类

按主题分类，可分为1）经学【经学、礼学】 2）理气论 3）伦理、修养

论 4）认识论 5）比较 6）其它等。论文总数为39篇，其中经学【经学、

礼学】6篇，理气论3篇，伦理、修养论17篇，认识论3篇，比较5篇，其它

5篇。

诸论文主题多样，各具特色，很难找出其共同分母与范畴。另外，

基于先前未有的问题意识，出现了多篇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主题多样

且有深度的论文，具有重大意义。

1）经学【经学、礼学】6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金正覺 
关于朱熹易学中占卜和道德之
关系的研究-以对《易经》中“元
亨利贞”的解释为中心

《孔子学》
第31号 韩国孔子学会

2 Lee, DaeSeung 朱熹《参同契考异》的著述与背
景

《泰东古传研
究》第36辑

泰东古传
研究所

3 Lee, Dong uk 关于陆九渊易学特征的试探 《阳明学》
第44号 韩国阳明学会

4 Jung, Jong Mo 程明道的《周易》解释及其经学
史意义

《阳明学》
第45号 韩国阳明学会

5 Cho, Hie Young 宋代易学与律度量衡论的接触-
以蔡元定的《律吕新书》为中心

《哲学论集》
第44辑

西江大学
哲学研究所

6 Hwang, Tae 
Hyun

《大学》听讼章的理解-以伊川和
朱子为中心

东洋文化研
究24辑

韩瑞大学东洋
古传研究院

关于经学的6篇论文中，与易学相关的共5篇，占了绝大部分，另外

一篇是与《大学》相关的。其中，与易学相关的论文广泛地涉及了程

颢、朱熹、陆九渊、蔡元定等的易学。有关程颢易学的论文有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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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g Mo的《程明道的<周易>解释及其经学史意义》；与朱熹易学相

关的论文共2篇，分别是Kim, Jung Kak的《关于朱熹易学中占卜和

道德之关系的研究-以对<易经>中“元亨利贞”的解释为中心》和Lee, 

DaeSeung的《朱熹<参同契考异>的著述与背景》。此外，关于陆九渊

和蔡元定的论文分别是《关于陆九渊易学特征的试探》和《宋代易学

与律度量衡论的接触-以蔡元定的<律吕新书>为中心》。关于《大学》

的论文是《<大学>听讼章的理解-以伊川和朱子为中心》。

2）理气论（3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金慧洙
Kim, Hye Su

从朱子的工夫论观点重新解
释理气的关系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第66辑 韩国儒教学会

2 房敬勳
Bang, Kyung Hun 关于朱子之“理”的哲学性探究 国内博士 成均馆大学

一般研究生院

3 Cho, Won Il 陆象山的天人关系研究 《儒学研究》
第37辑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关于理气论的论文共3篇，包括2篇一般论文和1篇博士学位论文。

一般论文为Kim, Hye Su的《从朱子的工夫论观点重新解释理气的

关系》和Cho, Won Il的《陆象山的天人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为

Bang, Kyung Hun的《关于朱子之“理”的哲学性探究》。

3）伦理、修养论（17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賈模斯 
Jia, Mo si

《朱子家训》在现代社会中的发
展传承-以道德、人性为中心

《退溪学论
丛》 第28辑 退溪学研究院

2 Kwon, Young 
Hwa

有关通过朱子心论看人类危机
的考察

《哲学论丛》
第85辑 Sahan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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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3 Kim, Mi So 朱子的主宰是巨大的指向还是
恣意的实力活动

《哲学研究》
第53辑

高丽大学
哲学研究所

4 金慧洙 对朱子赤子之心的伦理学解释 《哲学探究》
第44辑

中央大学中央
哲学研究所

5 金慧洙 朱子哲学对幸福意义的考察 《东洋哲学》
第45辑

韩国东洋
哲学会

6 Moon, Suk yoon 朱子的道德实践、感情及修养
问题

《东洋哲学》
第46辑

韩国东洋
哲学会

7 朴榮植 关于朱熹“敬”思想的研究 国内博士 东国大学
大学院

8 朴峻徹 朱熹的知行功夫论研究 国内博士
韩国学中央
研究院 韩国
学大学院

9 Seo, Geunsik 通过朱子的《大学章句》看平
天下的世界

《东洋古典研
究》第63辑 东洋古典学会

10 Ahn, Jae Ho 敬与穷理机制-程颐的修养功夫
是否是认识的？

《中国学报》
第76辑 韩国中国学会

11 Lee, Gi Won 哲学商谈治疗中的慎独论-以朱
熹的注解为中心

《东方学》
第35辑

韩瑞大学东洋
古传研究所

12 Lee, Dong uk 关于朱熹“孝”概念的特征研究-
关于“孝”的社会性扩大 《哲学》第126辑 韩国哲学会

13 Lee, Dong uk 关于朱熹“孝”概念的特征研究
Ⅱ-关于孝与仁的关系 《哲学》第127辑 韩国哲学会

14 Lee, Yun Jeong 朱熹的读书论：通过涵养工夫
的读书

《阳明学》
第44号 韩国阳明学会

15 Lee, HyangJoon 恕：性理学的变形-以朱熹为中
心

《东洋哲学》
第46辑

韩国东洋
哲学会

16 Hong, Seong 
Min

朱子工夫论中身体的意义与作
用-以身体的暗默之概念为中心

《东方学》
第34辑

韩瑞大学东洋
古传研究所

17 Hong, Seong 
Min

朱子哲学中感情的适当性与道
德性

《东方学》
第35辑

韩瑞大学东洋
古传研究所

关于伦理、修养论的论文在按照主题分类中所占比重最大，共17

篇，其中，一般论文15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一般论文包括賈模斯的

中文论文《<朱子家训>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传承-以道德、人性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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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Kwon, Young Hwa的《有关通过朱子心论看人类危机的考察》、

Kim, Mi So的《朱子的主宰是巨大的指向还是恣意的实力活动》、

Kim, Hye Su的《对朱子赤子之心的伦理学解释》和《朱子哲学对幸

福意义的考察》、Moon, Suk yoon的《朱子的道德实践、感情及修养

问题》、Seo, Geunsik的《通过朱子的<大学章句>看平天下的世界》、

Ahn, Jae Ho的《敬与穷理机制-程颐的修养功夫是否是认识的？》、

Lee, Gi Won的《哲学商谈治疗中的慎独论-以朱熹的注解为中心》、

Lee, Dong uk的《关于朱熹“孝”概念的特征研究-关于“孝”的社会

性扩大》和《关于朱熹“孝”概念的特征研究Ⅱ-关于孝与仁的关系》、

Lee, Yun Jeong的《朱熹的读书论：通过涵养工夫的读书》、Lee, 

HyangJoon的《恕：性理学的变形-以朱熹为中心》、Hong, Seong 

Min的《朱子工夫论中身体的意义与作用-以身体的暗默之概念为中

心》和《朱子哲学中感情的适当性与道德性》。博士学位论文有Park, 

Young Sik的《关于朱熹“敬”思想的研究》和Park, JoonChul的《朱

熹的知行功夫论研究》。

4）认识论（3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Kim, Keehyeon 朱子学“未发”概念的确立过程 《阳明学》
第44号 韩国阳明学会

2 房敬勳 关于朱子通过心的认识的研究
《圆佛教思想与
宗教文化》
第69辑

圆光大学圆佛
教思想研究会

3 Sung, Kwang 
Dong

关于朱熹“格物致知说”的考察-
以对《大学或问》前五章与“大学
或问语类”的批判性理解为中心

《东洋古典研
究》第63辑 东洋古典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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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识论的论文共3篇，分别是Kim, Keehyeon的《朱子学“未

发”概念的确立过程》、Bang, Kyung Hun的《关于朱子通过心的认

识的研究》和Sung, Kwang Dong的《关于朱熹“格物致知说”的考察-

以对<大学或问>前五章与“大学或问语类”的批判性理解为中心》。

5）比较（5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郭曉東 
程门“中庸学”的别传-通过与朱子
进行比较看郭忠孝的《中庸》解
释

《退溪学报》
第140辑 退溪学研究院

2 金慶姬 朱熹、伊藤仁济、丁若镛对《孟子》
解释的比较-以性、心、政为中心 国内博士 成均馆大学

一般研究生院

3 朴成浩 朱子格物致知与圆佛教的事理研
究比较

《圆佛教思
想与宗教文
化》第70辑

圆光大学圆佛
教思想研究会

4 Lee, In Chul 性理学与知行问题-以朱子和阳明
为中心

《教育哲学》
第61辑

韩国教育
哲学会

5 Lim Heon 
Gyu

关于“徳”概念论争的考察-比较朱
子与茶山对《论语》“德句节”的解
释

《退溪学与儒教
文化》第59号

庆北大学
退溪研究所

比较论文共5篇，其中一般论文4篇、博士学位论文5篇。一般论文

包括Guo, Xiao Dong的《程门“中庸学”的别传-通过与朱子进行比较

看郭忠孝的<中庸>解释》、Kim, Kyung Hee的《朱熹、伊藤仁济、丁

若镛对<孟子>解释的比较-以性、心、政为中心》、Park, Sung Ho的

《朱子格物致知与圆佛教的事理研究比较》、Lee, In Chul的《性理学

与知行问题-以朱子和阳明为中心》、Lim heonGyu的《关于“徳”概念

论争的考察-比较朱子与茶山对<论语>“德句节”的解释》；博士学问论

文有Kim, Kyung Hee的《朱熹、伊藤仁济、丁若镛对<孟子>解释的

比较-以性、心、政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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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它（5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Kang, Jin Seok 国内朱子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2011-2015）

《中国学报》
第78辑 韩国中国学会

2 Kim, Bum Soo 朱子的学问是否是杂学？ 《人文社会21》
第7卷第6号

亚洲文化
学术院

3 金相俊 “不同的近代”与朱子主权论的现
在性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第66辑 韩国儒教学会

4
Park, Jae Gahb
Go, Jae Suk
Chun, Chul

关于祖先与后孙相遇的东西方
多元思维研究-以朱子的感应理
论和卡尔•荣格的同时性理论为
中心

《儒学研究》
第34辑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5 Lim, Myung Hee 关于宋代浙学流派与其思想特
征的研究

《东洋哲学研
究》第88辑

东洋哲学
研究会

其它类论文主要有Kang, Jin Seok的《国内朱子学研究的现状与

展望（2011-2015）》、Kim, Bum Soo的《朱子的学问是否是杂学？》、

Kim Sang Jun的《“不同的近代”与朱子主权论的现在性》、Park, Jae 

Gahb、 Go, Jae Suk 、Chun, Chul共著的《关于祖先与后孙相遇的

东西方多元思维研究-以朱子的感应理论和卡尔•荣格的同时性理论为

中心》及Lim, MyungHee的《关于宋代浙学流派与其思想特征的研

究》。



第2章 中国性理学研究   51

4. 主要论文分析与批评

1) 主要论文

⑴ Lee, Dong uk的《关于朱熹“孝”概念的特征研究Ⅱ-关于孝与仁的关

系》

本论文是对《关于朱熹“孝”概念的特征研究-关于孝与仁的关系》的评

论。如果说《关于朱熹“孝”概念的特征研究-关于孝与仁的关系》一文

主要是从朱熹“孝”概念的特征谈论了孝的社会性扩大问题，那么《关

于朱熹“孝”概念的特征研究Ⅱ-关于孝与仁的关系》一文则就“孝”这

同一主题，谈论了“孝的社会价值或者义的冲突”问题。在此文中，笔

者认为对孔子、孟子所谈的“由于个人关系的退行”这一“孝”的问题持

何种观点这一疑问，朱熹强烈反对“孝”因个人的关系而退行，并且为了

防止这种退行，提出了理论性的假设，即运用仁-爱的体用构造。Lee, 

Dong uk为了探讨这一假设，提出了“孝与社会规范的冲突”这一主题

与朱熹的仁-爱体用论有何种相关性？对于诸家提出的儒学的道德性

偏颇性与差别性问题，朱熹的体用论构造能否拥护儒学的伦理构造？

对于朱熹当时诸多理论家的道德性-仁，朱熹的体用论持何种立场？三

个问题，主张朱熹的仁-爱体用论不是对其中一个问题的理论回答，而

是对于所有问题的有效对策。Lee, Dong uk在此论文中认为，“朱熹

主张，在孝与仁的冲突中，个人关系之‘孝’无法优先于道德伦理‘仁’，当

两者冲突时，反对像孔子、孟子那样因个人的关系而退行。并且朱熹还

认为，在仁-爱体用论这一构造中，仁是道德本质，爱/孝是道德本质的

现象化。而最初将这种仁-爱体用论构造引入新儒学的是程颐，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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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接受。程颐和朱熹确立了体用论构造，依据先秦儒

学中道德情绪/感情而扩大道德对象的方式，即通过扩张基于‘爱’这一

情绪反应的行为，经过不断延续达到‘仁’的视角具有局限性。朱熹认

为‘仁’作为本体，规定‘爱’这一现象的作用与属性，本体‘仁’是根据是目

标，所以与爱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必须以‘仁’为基准进行裁断。”也就说，

Lee, Dong uk认为，朱熹将仁与孝视为体用关系，以此解决了先秦儒

学中孝所具有的因个人关系而退行之理论的问题。

本论文就现代儒学研究者普遍具有的公共社会规范和个人道德情

感何为先的问题，通过朱熹的体用论构造提出了合理的答案。尤其是

通过朱熹的体用论构造说明了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孝必须基于

公共道德规范—仁，作为公共道德规范的“仁”通过个人的“孝”，即差

别性的爱进行实践，这是其意义所在。

⑵ Hong, Seong Min的《朱子哲学中感情的适当性与道德性》

本论文中，Hong, Seong Min认为“近来西方的感情论研究多集中在

‘感情的适当性’问题上，其核心论题是感情是否是指向对象的？感情

与对象不一致的理由为何？能否用道德哲学评价感情与对象能够一致

等问题，这与性理学中关于中节的论议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重叠，通

过朱熹对中节问题的探究可以与近来感情论研究进行有意义的对

话。”并认为为此必须分析朱子哲学中出现的关于中节意义的概念，并

阐明其为何种感情状态、包含着何种道德价值。Hong, Seong Min

在此论文中首先考察了朱子是如何设定道德感情的范畴的。他认为

“在世界感情现象中，朱子不把四端与七情区别为纯善与有善恶。相反，

朱子认为四端与七情都具有恶的危险与善的可能性，并且区分四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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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的界限也十分模糊不清。”那么朱子是如何规定感情的道德性的？

对此，Lee, Dong uk认为“朱子根据感情是否合中节而规定是否是道

德感情。…朱子认为恶不是本质性的、先天性的，而是现象、经验性

的问题”。因此，他主张“朱子认为四端与七情是相互连在一起的感情

群。这样将四端的意义弱化之后，就需要规定道德感情道德的新基准

与根据。而朱子认为这种基准即是中节。”Hong, Seong Min认为，朱

子只不过把恶视为感情的过不及，所谓的中节是指使自己的感情与万

民的感情共通，即达到普遍妥当、公平无私的感情状态。另外，朱子的

道德感情论具有很强的规范主义色彩，这种感情拒绝即发性、自然性，

是依据道德价值规范而熟知、习得的感情。Hong, Seong Min还认为，

“朱子为了进行感情训练，提出了穷理与持志工夫，所谓穷理是指为了

掌握感情主体所要达到的中节基准而进行了理想的工夫，所谓持志是

指抵御自身的气质，坚定自身追求的意志工夫。只有通过这样的理性、

意志工夫才能形成中节的道德感情。”

本论文中，作者认为，朱子并未将感情是否具有道德性通过四端与

七情的范畴进行区分，也未对四端与七情的心性论基础进行不同的设

定。另外，作者认为善与恶的区分在于感情的中节与不中节，这一观点

是十分独特的，尤其是朱子认为在感情呈现的现象中，四端也可能会

出现不中节。作者认为，这与作为朝鲜性理学研究主流的李滉与齐大

升的四端七情论研究也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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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文批评

⑴ Guo, Xiao Dong的《程门“中庸学”的别传-通过与朱子进行比较看郭

忠孝的<中庸>解释》

本论文是中国复旦大学哲学系郭晓东教授分析比较北宋时期程颐的

弟子郭忠孝与朱子关于《中庸》解释的文章。继承了程颐易学与中庸

学的郭忠孝在韩国学术界一次也未曾被提及过，通过本论文可以了解

到这一人物的情况。关于郭忠孝，郭晓东说道：“郭忠孝是继承程颐易

学与中庸学的晚年的弟子”。也就是说，郭晓东认为郭忠孝是继承程颐

易学与中庸学的人物。但他关于《中庸》的注释书已遗失，关于遗失的

理由，郭晓东说道：“南宋以后，朱子学独占鳌头，朱子不仅没有采取

兼山的学问，并且还对兼山的学问进行了批评，从而导致兼山的学问

未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其著作也皆被遗失。虽即如此，但兼山后学

黎立武的《中庸分章》和《中庸指归》中说明了兼山中庸学的宗旨，在

某种程度上保存了兼山著作的原型。南宋卫湜编辑的《礼记集说》中

也记录了兼山解释《中庸》的19个条目。另外，兼山在他的易学著述

《兼山易解》和《郭氏传家易说》中也揭明了很多他对于《中庸》的见解。

《郭氏传家易说》流传至今，《兼山易解》虽已失传，但宋代的方闻一和

曾种编撰的《大易粹言》则大量记录了关于兼山周易的著述。其中为

数不少的是对兼山《中庸解》的直接引用，更多一部分则考察了兼山对

《中庸》的理解。”也就是说，郭忠孝的一手资料虽皆已遗失，但由于流

传下来大量的二手资料，所以还能够反映出郭忠孝中庸学的面貌。

郭晓东认为郭忠孝中庸学的最突出特点是以“体用”讨论《中庸》。

即郭忠孝皆以体用关系看待中与庸、忠与恕、道之大源与神之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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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郭晓东认为，朱子对于《中庸》的说明实际上也没有脱离“体用”

二字。并且他还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朱子未能同意郭忠孝中庸说的原因，

“朱子认为，‘中’本身具有体用，而并非兼山所说的‘中为体，庸为用’，这

是朱子不能同意兼山的第一个原因。…朱子不满足于程颐以‘不易’解释

‘庸’，而将其解释为‘平常’。‘平常’的意义在朱子对《中庸》的理解中是十

分重要的概念，这是朱子不能同意兼山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说，郭

晓东认为朱子批判郭忠孝的理由在于将“中”理解为“体”，将“庸”解释

为“用”。

郭晓东认为，郭忠孝不仅以《易》解释《中庸》，还用《中庸》解释

《易》，实现了两者的融会贯通。并认为这是郭忠孝中庸学的一大特色。

郭晓东最后得出结论，“兼山继承了游酢和杨时，其中庸学虽与朱

子不同，但对于其中庸学的保存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

如就本论文的问题进行罗列，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笔者在仅

依靠二手材料而没有一手材料的情况下，讨论郭忠孝中庸学与朱子中

庸学的不同点以及批判朱子的理由；第二，探讨不为我们熟知的程

颐晚年弟子郭忠孝的中庸学特征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值得质疑。另外，

郭忠孝的思想之所以没有流传下来是因为其思想意义不大；第三，本

论文中只引用了原文，丝毫没有参考先行研究论文等。这使我们不得

不质疑本论文是否具有学术论文的基本框架，是否具有学术价值。

⑵ Kwon, Young Hwa的《有关通过朱子心论看人类危机的考察》

本论文通过朱子的心论考察了现代社会人类的危机。尤其是认为可在

朱子的二重性心中寻找人类危机的原因。并且通过比较朱子主张的

心的二重性与后说中所主张的意识的二重性，试图采用了现象学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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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儒学的观点看，人类的危机是由于沦陷于人的欲望而导致忘记

道心，而近代现象学者则认为人类的危机是因为忘记了心理学中所说

的超越性的心。两者在认为人类之心具有二重性这一点具有形式上

的相似相；在内容上，试图在忘记朱子的道心和后说中超越之心中寻

找原因也就有相似性。Kwon, Young Hwa主张，朱子将人类的心看

作二重性的人心与道心，后说则看作二重性的心理学意识与超越性意

识；并且朱子认为格物致知是回复道心的方法，而后说则主张通过现

象学的判断终止进行还原。因此，他认为如果人类危机的出现是因为

道心的忘记，那么通过寻找并使恢复内面的道心是防止非人类化的方

法，并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现实的人心回复为内在的道心，克服

人类的危机。

以上大略考察了此论文的内容。在本论文中，笔者是否真正理解

了朱子的人心和道心令人质疑。因此，以下将对本论文中令人质疑的

部分一一进行分析。首先是绪言中“心之二重性”部分，Kwon, Young 

Hwa说道：“朱子的心是指气心，而非超越性的道德本心，心是指知觉

能力、认识作用以及意志作用，主宰着包括人之感官在内的一身。”此

处所说的“朱子的心是指气心，而非超越性的道德本心”与朱子关于心

的思想不相符。朱子视心为“理气之合”，而并非将其之看作气。在绪言

中“人心与道心”部分中，Kwon, Young Hwa在谈道心的时候，并未引

用朱子在《中庸章句》中关于人心道心说的重要内容“心之虚灵知觉,一

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

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因此，Kwon, Young Hwa认为朱子

将人心看作“感觉知觉”，认为“人心听命于道心是以理谓情”。关于人心

道心中的人心，朱子认为是形气之私而非仅指感觉知觉，人心听命于



第2章 中国性理学研究   57

道心不是指以理谓情，而是心在已发状态下是否合中节的问题。另外，

如果将人心称为情，那么道心便是性？在朱子的人心道心说中，人心

与道心虽是对等的并列关系，但性与情则不是对并列关系。在“人类丧

失道心，而以人心为根据认识世界时，人类危机便开始了。”这一内容

中，并不是说“丧失道心”，而是说道心为私欲所蔽。在第三章结束的部

分说道：“研究者认为，如果人类危机的产生是因为忘记了已丧失的道

心，那么，寻找道心并从内面回复道心便能够成为防止非人类化的方

案。主张对此的解决方案为朱子的格物致知。而朱子认为，通过格物

致知能够寻求到内在的理。”在朱子而言，寻求道心固然重要，但保存

道心也十分重要。因此，朱子认为，不仅格物致知是必需的，“敬”，即

保存守护内心的存心工夫也是必需的。

以上指出了几个问题。不可否认，本论文在通过朱子的人心道心以

及后说中的心之二重性问题，提出防止非人类化方案的层面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义。但对于朱子人心道心说的扭曲在理论的展开上是无法忽

视的重要问题。因此，为了讨论朱子的人心道心说，需要首先仔细的考

察朱子所说的有关人心和道心的内容。

5. 评价和展望

以上对2016年韩国有关中国宋代儒学的论文按照人物和主题进

行了分类，并对其中几篇主要论文进行了整理与分类。与2015年一样，

2016年也是仅以博士论文与一般论文（KCI登载集、KCI登载候补集）

为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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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按照人物分类部分调查整理了介绍北宋时代的性理学家程

颢、程颐、程颐的弟子郭忠孝，南宋的朱熹陆九渊、蔡元定等六位儒学

家以及浙江学派的思想。按照人物分类，共有论文39篇，其中，一般

论文35篇，博士学位论文4篇。关于程颢的论文有1篇，关于程颐的论

文有2篇，关于郭忠孝的论文有1篇。关于朱熹的论文数量最多，共32篇，

其中一般论文28篇，博士学问论文4篇。另外，关于陆九渊的论文有2篇，

关于蔡元定的论文有1篇，关于浙江学派的论文有1篇。可见，关于朱子

的论文比其它认为的论文更多。

与2015年相比，2016年出现之前所未见的关于程颐的弟子郭忠孝

和南宋性理学家陆九渊、蔡元以及浙江学派的论文，同时2015年所出

现的关于邵雍和李侗的论文在2016年未再出现。2015那总共有40篇

论文，其中一般论文38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朱熹1篇，程颐1篇）。按

照人物分类，关于邵雍、程颢的一般论文各2篇；关于程颐的论文共2篇，

其中，博士学位论文1篇、一般论文1篇；关于朱熹的论文共33篇，其中

博士学位论文1篇，一般论文32篇。

2016年与2015年一样，关于朱熹的论文占了大多数。虽然说因为朱

熹哲学在整个朝鲜时期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关于他的论文自然在数

量上具有压顶之势，但不可否认具有过于偏重之嫌。

第二，按主题分类，可分为1）经学2）理气论 3）伦理、修养论 4）认

识论 5）比较 6）其它等。2016年关于中国宋代儒学的论文总数为39

篇，其中经学6篇，理气论3篇，伦理、修养论17篇，认识论3篇，比较5篇，

其它5篇。而2015年则是经学5篇，理气论4篇，伦理、修养论13篇，认识

论7篇，比较6篇，其它5篇。就按照主题分类来看，2016年同2015年一

样，关于伦理、修养论的论文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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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2篇主要论文进行了介绍并对2篇论文进行了分析批评。其

中所介绍的主要论文是Lee, Dong uk的《关于朱熹“孝”概念的特

征研究Ⅱ-关于孝与仁的关系》和Hong, Seong Min的《朱子哲学中

感情的适当性与道德性》，所分析批评的是Guo, Xiao Dong的《程

门“中庸学”的别传-通过与朱子进行比较看郭忠孝的<中庸>解释》和 

Kwon, Young Hwa的《有关通过朱子心论看人类危机的考察》。

最后，由上可知，按人物分类中，关于朱熹的论文占大部分，按主题

分类中，关于伦理、修养论的论文最多。这是韩国学术界的特有现象。

期待日后更多的研究者基于深厚的学问基础，创作出更多关于中国宋

代儒学的论文。另外，期待出现更多关于目前还未被发掘的宋代儒学

家以及使宋代儒学与韩国社会的问题相结合的主题多样的论文。对

于宋代儒学概念的现代再诠释是十分具有意义的，同时也是日后应努

力的目标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