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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论

此报告综合分析了2016年韩国发表的韩国性理学相关研究成果。分析

范围包括2016年一年期间韩国研究基金会收录地发表的韩国性理学

相关学术论文，以及博士论文，共计233篇。为全面把握研究现状方向，

报告在对人物分类及主题分类进行分析之后，又针对几篇个别主要论

文进行了讨论。

2. 人物分类

人物分类下有关退溪李滉（1501-1570）的论文篇数最多，有43篇，有关

栗谷李珥（1536-1584）的论文篇数其次，有22篇。还有，虽远不及退

溪和栗谷，但南塘韩元震（1682-1751）的相关论文也有8篇，艮斋田愚

（1841-1922）和愚潭丁时翰（1625-1707）的相关论文各6篇，弘斋正祖

（1752-1800）的相关论文有5篇，算是在研究中占比较重。此外，尤庵

宋时烈（1607-1689），大山李象靖（1711-1781），农岩金昌协（1651~-

1708），巍岩李柬（1677-1727），星湖李瀷（1681-1763），寒洲李震相

（1818-1886）等多位学者的相关论文也都有2篇以上。  

1) 退溪李滉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 金诚实
《人文学都市核心原理上的“共感”
的相关研究-以孟子和退溪的感情
理解方式为中心》

岭南学31 庆北大学岭南
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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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2 张润珠 《退溪的南冥观-以书信为中心》 退溪学报139 退溪学研究院

3 权香淑 《反省自我意识上的四端七情论-以
李滉和李瀷为中心》

人文科学
研究论丛37(3)

明知大学（首
尔校区）人文
科学研究院

4 金基柱 《四端七情论，退溪和高峰的学术交
流和道德探索》 国学研究29 韩国国学振兴院

5 杨孙瑾 《退溪和高峰：四端七情的现代解
析》 

东方哲学
研究87 东方哲学研究会

6 安琉镜 《退溪和高峰四端七情论的对比考
察》 温知论丛47 温知学会

7 李致亿 《退溪四七论中的七情本善的意义》 儒学研究36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8 金东夙 《退溪四端七情论的修养论考察-以
正心工夫为中心》 儒学研究36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9 吴知奂 《退溪的善悲观》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10 金紫云 《退溪的誓愿观和朝鲜后期绍修书
院讲学的变化》 退溪学论集18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1 金泰焕 《退溪观物堂诗“观我生”的理论背
景》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66 韩国儒教学会

12 郑锡胎 《退溪李滉的汉诗作品改稿和其意
义》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3 申泰秀 《退溪梅花诗的形体美学和其人性
论意义》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4 孙五圭 《退溪诗和道德文章》 退溪学论丛27 社团法人退溪
学釜山研究院

15 金秉权 《退溪文学的知觉论受容研究》 退溪学论丛28 社团法人退溪
学釜山研究院

16 赵炳华 《退溪和T.S.Eliot：在形而上学道德
论上的碰撞》

T.S.Eliot研
究26(1) 韩国T.S.Eliot学会

17 金东煕 《退溪的妙合思维》 退溪学论集18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8 郑焘源 《退溪李滉的艺术和道学世界-对“理
到”意境的思想史考察》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19 李承焕 《对退溪理发说的几点误解》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20 丁垣在 《李滉互发说的渊源是洪治吗？》 退溪学报140 退溪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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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21 李贤仙
《李滉的程颢哲学解释和明代儒学

批判-以<定性书>的主要概念为中
心》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65 韩国儒教学会

22 侯美新 《退溪的心性论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建国大学研
究生院：哲学
和东方哲学

23 崔天植 《李滉的理发说和奇大升的理动说ㆍ
理到说》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24 姜保承 《从四端不中节论辩看退溪理发说
的意义》

韩国哲学
论集51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25 朴奎泰 《退溪和大山的宗教欲望-以康德和
拉康为地图-》 退溪学论集18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26 尹千根 《退溪李滉的“感性哲学”-以土地观
念为中心》 退溪学报140 退溪学研究院

27 朴奎泰 《李滉和本居宣长的善恶观》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28 金璟镐 《对贫和乐的省察-以高峰和退溪为
中心》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29
韩智允，
张宇在， 
申昌镐

《退溪的“修养”和康德的“陶冶”的比
较》 儒学研究36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30 夏成云 《李退溪的养生修炼和诗的形象化》 博士学位论文

鲜文大学一般
研究生院：国
语国文学系古
典文学专业

31 李仁哲 《退溪的异端排斥和教育性含义》 教育哲学59 韩国教育哲学会

32 鲜于美贞 《对退溪修养论中敬和礼相关性的
研究》 阳明学44 韩国阳明学会

33 姜卿显 《退溪的明代儒学批判和退溪学的
实践指向性性格》 哲学论集46 西江大学

哲学研究所

34 赵成桓，
张志英

《退溪学中心灵和生命的相遇-以<心
经附注>和<活人心方>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18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35 金诚实 《退溪的知行概念研究-以<大学图>
和<传习录辩论>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18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36 申昌镐 《从退溪的正学看人性教育的方法
性特征》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37 黄金重 《从退溪的<圣学十图>看人性教育
的意义和原理》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第5章 韩国性理学研究   103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38 金珉载
《为活用退溪思想的道德教育的试
论：以<圣学十图>的“图”和“说”再分
配问题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39 金起贤 《退溪的人性观-以真自我的觉醒和
实现为主题》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40 成东权 《被几何学秩序证明的退溪先生的
敬》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41 严连锡 《从退溪的多层次天观看敬的主宰
性》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42 李东基

《退溪的人性教育论（2）-以<人性教
育振兴法>的核心价值 德目为依据

-=<人性教育振兴法>的核心价值 德
目为依据》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43 赵南旭 《李退溪的家庭教育的相关研究》 退溪学论丛27 社团法人退溪
学釜山研究院

退溪李滉的相关研究论文高达43篇之多，与其他人物相比在篇数

上占绝对多数。除四端七情论外， 也有对退溪在其他许多方面的哲

学观及价值观的分析，同时，还有数篇修养论及工夫论的相关研究论

文。而且，在艺术方面的研究和摸索现代教育的适用性做出了许多努

力，同时也有对通过与西方学者比较的新解读的尝试。

2) 栗谷李珥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 林宪圭 《儒教中死亡的意义：以论语和与其
相关的栗谷的解析为中心》 温知论丛47 温知学会

2 李钟晟 《栗谷大同社会论的哲学性指向和
解析的转折》

东西哲学研究 
81 韩国东西哲学会

3 金熙 《通过<挚蒙要诀>看栗谷的文化启
蒙意义研究》

东西哲学研究 
82 韩国东西哲学会

4 具美贞 《在民生危机时代回味栗谷李珥的
生民政治》 生命研究42 西江大学生命

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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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5 金敬莱 《栗谷李珥的<东湖问答>和君臣论》 韩国文化75 首尔大学奎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6 李相益 《通过<圣学辑要>“修己篇”看栗谷的
政治学规划》 

韩国思想
和文化85

韩国思想文
化学会

7 马龙哲 《关于栗谷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以<
圣学辑要>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一
般研究生院：
东方哲学系

8 金赫 《从经营的观念看栗谷的经世思想》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一般
研究生院：儒学系

9 李钟晟 《<醇言>中反映出的政治哲学信念
的含义》

东西哲学研究
80 韩国东西哲学会

10 李玲景 《栗谷情论的伦理性特征》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66 韩国儒教学会

11 金东夙 《栗谷的感情善恶问题和诚意工夫》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12 洪性敏 《栗谷的四端七情论中的中节的意
义》 韩国学研究58 高丽大学世宗校

区韩国学研究所

13 金东煕 《退栗的妙合思维》 退溪学论集18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4 李钟晟 《大路和歧路：关于栗谷<醇言>的最
终选择地》 大同哲学75 大同哲学会

15 郑斌那 《对栗谷的天人关系论中反映出的
人类位相的考察》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66 韩国儒教学会

16 申顺贞 《栗谷的理气之妙和致中和-以气质
变化的道德教育性含义为中心》

韩国哲学
论集5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17 安永皙 《从心学的观点来看栗谷的性理说
和修养工夫论》 儒学研究37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18 蔡熙道 《作为栗谷工夫论理解的开端的浩
然之气论研究》 栗谷学研究32 （社）栗谷学会

19 郑然守 《关于志•意（念•虑•思）的栗谷的工
夫论研究》 栗谷学研究32 （社）栗谷学会

20 徐明锡
《栗谷身体学习法的教育性再品味-
以<挚蒙要诀>的<立志章>和<持身
章>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21 李兰淑 《栗谷的<医药策>中蕴含的治愈观-
以医药和医国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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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22 宋修珍 《栗谷的立志论研究：人性教育的省
察》 博士学位论文

庆北大学研究生
院：教育学系教
育哲学及史学

23 柳汉诚
《对四端七情论争的互发说的理解
分析-以对栗谷和愚潭的“发”字的理
解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栗谷的相关研究论文篇数有23篇，虽远不及退溪，但又明显比其

他人物多出许多。即，在人物分析方面，可以说退溪和栗谷一如既往的

占据着压倒性的比重。与退溪相似，栗谷的相关研究也涉及方方面面。

不仅有理气论、心性论、修养论，还包含关于经世论的相关论文数篇。

此外，还有从关于栗谷的死，以及治愈观等相对广义的观点来探寻栗

谷思想的尝试。

3) 南塘韩元震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 李海林 《关于韩元震的未发的研究》 哲学研究53 高丽大学
哲学研究所

2 李海林 《韩元震的心性论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首尔大学研究生
院：哲学系（东
方哲学专业）

3 谢晓东 《韩南塘的人心道心思想研究》 栗谷学研究32 （社）栗谷学会

4 郑然守 《关于浮念和偏念的韩元震的<大学
>工夫论研究》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5 裴帝晟

《朝鲜后期人物性同异论争和理通
氣局说的关系研究-以南塘韩元震
的性三层说和巍巖李柬的反驳为中
心》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6 邢丽菊

｢NAMDANG’S THEORY ON THE 
NATURES OF HUMANS AND NON-	
HUMAN LIVING BEINGS AND HIS 	
DEVELOPMENT OF ZHUXI’S 	
THEORIES｣ 

ActaKoreana
19(2)

启明大学韩
国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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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7 段伦珍 《南塘韩元震和大山丁若镛的未发
论对比研究》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63 韩国儒教学会

8 崔海淑 《韩元震性三层说的现代性解读》 儒学研究36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南塘的相关研究论文数有8篇，除退溪及栗谷外占比最重。对南塘

的研究，总体来说就是湖洛争论相关的人物性，也集中于未发生的相

关问题。然而，既有人心道心说的研究，后又出现了对南塘修养论和

工夫论的独特性和特征的新研究，由此出现了对南塘研究的多样化趋

势。

4) 艮斋田愚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 刘志雄 《艮斋的心论和明德说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全北大学一般
研究生院：哲
学（东方哲学）
韩国儒家哲学

2 朴鹤来 《艮斋田愚和艮斋学派研究现状及
课题》 孔子学30 韩国孔子学会

3 张淑必
《通过艮斋的发信兰札看艮斋和门人
们的思想问答类型分析-以性师心弟
说和功夫论的关系为中心》

孔子学31 韩国孔子学会

4 黄甲渊 《对艮斋陆王学的质疑和批判，以及
适否》 大同哲学77 大同哲学会

5 李天承 《艮斋田愚的自存意识和讲学活动》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63 韩国儒教学会

6 苏铉盛 《艮斋田愚的明德说一考-以<大学记
疑>为中心》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64 韩国儒教学会

艮斋田愚是朝鲜末期最为活跃的性理学家。艮斋的相关研究论文

有6篇。研究内容主要是以对其明德、性师心弟说、心学等主要学问性

问题的批判为中心展开的。也有在此基础上，以时代发展状况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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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艮斋人性的一面展开的研究，以及对艮斋学派的整体研究。

5) 愚潭丁时翰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 罗大龙 《愚潭丁时翰的人物性异论-以与四
端七情论的关联性为中心》 儒学研究35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2 安琉镜
《葛奄和愚潭对栗谷人心道心说的

批判和对退溪人心道心说的再解
读》

国学研究29 韩国国学振兴院

3 金洛真 《丁时翰的<山中日记>和求道者的
人生》 退溪学报139 退溪学研究院

4 李元准 《愚潭丁时翰对理到说的见解》 韩国哲学
论集5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5 崔英成 《愚潭性理说和栗谷说之间的隔阂》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6 柳汉诚
《对四端七情论争的互发说的理解
分析-以对栗谷和愚潭的“发”字的理
解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愚潭丁时翰的相关论文有6篇。从细分主题来看，论文中有对人心

道心说、四端七情论等理气•心性论为中心的人物性论的研究，也有针

对丁时翰人性的一面的研究。

6) 正祖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 朴景南 《和正祖的自然•万物观共存的政
治》 历史批评 115 历史问题研究所

2 金庾坤 《为体现理想社会的正祖的经典解
释学》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 65 韩国儒教学会

3 金治烷 《性理学政治理念的两面性和正祖
的实利主义政治观研究》 历史和实学59 历史实学会

4 安孝星 《正祖荡平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博士学位论文 韩国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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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5 尹先英 《正祖代四书疑试题小考》 泰东古典研究
37

翰林大学泰东
古典研究所

正祖的相关研究状况也属活跃。正祖是政治分量与影响力不容小

觑的君主，再加上其思想方面也令人瞩目，都推动着对其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其政治哲学方面的成就。

6) 其他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 赵昌奎 《通过尤庵宋时烈看圃隐郑梦周的知
省事位相》 圃隐学研究17 圃隐学会

2 金文俊 《宋时烈的春秋思想和郑梦周追崇的
意义》 圃隐学研究17 圃隐学会

3 李宗雨 《尤庵宋时烈的四端七情说和对其的
批判和拥护》

洌上古典
研究53 洌上古典研究会

4 安琉镜 《大山和农岩四端七情论的对比考察》 东方哲学研45 韩国东方哲学会

5 李元准 《大山李象靖的物格说和理活物说-以
和理到说的关系为中心》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6 田炳郁 《大山李象靖的四端七情说中的理活
物的意义》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7 李明心 《巍巖和鹿门的理气同实论的比较研
究》

东方哲学
研究87 东方哲学研究会

8 裴帝晟 《巍巖李柬的人物性同论的意义和指
向》 阳明学44 韩国阳明学会

9 李向俊 《未发心体：通向战场的窄门-就李柬
而言》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10 崔天植 《金昌协哲学研究-以知觉论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首尔大学研究
生院：哲学系

11 崔天植 《金昌协四七论和李瀷四七论的共同点
和差异点》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6 韩国儒教学会

12 李宗雨 《寒洲李震相的未发说》 洌上古典
研究49 洌上古典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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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3 秋制协 《寒洲李震相的心主宰性和尊德性工
夫论-以<心经款启>为中心》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6 韩国儒教学会

14 崔正延 《星湖李瀷的性理学：对退溪理学的批
判性继承和西学的吸收》 博士学位论文

韩国学中央研究
院韩国学研究
生院：哲学专业

15 安琉镜 《星湖和清代四端七情论的对比考察》 民族文化47 韩国古典翻译院

16 朴智显 《李瀷对李滉四端七情论的再解读》 博士学位论文
首尔大学研究
生院：哲学系
东方哲学专业

除此之外，对其他学者的研究也不胜枚举，而在此我们的收录对

象仅限于以相关论文在2篇以上的学者。尤庵宋时烈的相关论文记录

有3篇，可见其在哲学方面的及政治思想方面的成就显而易见。大山李

象靖的相关论文也有3篇。退溪学派以四端七情说和理到说•物格说•

理活物说等为主张，对其学派的主要学者之一大山，理论性争论的相

关研究持续存在。巍岩李柬的相关论文也有3篇，其中2篇是针对湖洛

论争，另一篇则是通过对巍岩和鹿门任圣周（1711-1788）的理气论的

比较，试图对二者进行理解分析的论文。关于农岩金昌协，包括与大山

的比较论文在内共3篇，其中2篇以四端七情论为主，另外1篇则农岩

知觉论为主，长久以来，这已经成为被反复作为研究中心的两个主题。

关于寒洲李震相，以未发说、工夫论为主的论文有2篇。而星湖李瀷的

相关论文则有3篇。其中2篇是针对其四端七情论，另一篇则阐明了以

退溪理学的继承关系及与西学的关联性为中心的其性理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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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题分类

按主题分类来看，关于理气•心性论（40篇）的论文占分量最大，紧随

其后的就是修养论（含教育论33篇）的相关论文。还有政治•经世论的

相关论文也不在少数（25篇）。此外，还有各种主题的论文，虽然很难

再范畴化，但其中文艺•艺术方面比重相对较重。

1) 理气论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 权五荣 《西山金兴洛的学脉和理学思想》 国学研究31 韩国国学振兴院

2 金东煕 《退栗的妙合思维》 退溪学论集18 岭南退溪学研究院

3 金世贞 《心学的肉眼看高峰学》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4 孙兴徹 《对<太极问>中太极的相关考察》 南冥学研究51 庆尚大学庆南
文化研究院

5 孙兴徹 《李恒的太极论理气论和思想史上
的意义》 退溪学论丛28 社团法人退溪

学釜山研究院

6 李明洙 《以“机自尔”为中心来看存在论的自
我机制》

韩国哲学论集
49 韩国哲学史研究会

7 李承焕 《对退溪理发说的几点误会》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8 李元准 《愚潭丁时翰对理到说的见解》 韩国哲学论集
50 韩国哲学史研究会

9 李元准 《大山李象靖的物格说和理活物说-
以与理到说的关系为中心》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0 李炯性 《后代学者对李珥的理通气局论的
学问性继承和变化形式研究》 儒学研究36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1 郑炳硕 《经纬论对张显光理气的解释》 民族文化论丛
63

岭南大学民族
文化研究所

12 崔英成 《愚潭性理说和栗谷说之间的隔阂》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研究院

13 崔天植 《李滉的理发说和奇大升的理动说ㆍ
理到说》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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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4 洪元植 《退溪学派的发展和权相一的性理
说》 韩国学论集64 启明大学韩

国学研究院

15 姜保承 《四端不中节论辩中退溪理发说的
意义》

韩国哲学论集
51 韩国哲学史研究会

16 金祐莹
《<天命图说>中宇宙论和道德论的
问题-以与<太极图说>的比较为中
心》

退溪学报139 退溪学研究院

17 田炳郁 《大山李象靖的四端七情说中理活
物的意义》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研究院

理气论为重点的论文共篇，有14篇，除李明洙主张气学者提出的

“机自尔”理论的论文外，所有论文研究的都是特定学者的太极与理气

观念。具体来说，退溪及其后辈学者的相关论文占据压倒性比重，同

时，栗谷学的主张理通氣局的论文1篇，主张龟峯（宋翼弼,1534-1599）

的太極论的论文1篇，李恒（一斋，1499-1576）与退•栗没有直接关系，

其性理气论的相关论文、高峯（宋翼弼，1527-1572）的理论与阳明心

学的比较论文、还有退溪和栗谷的四维体系的比较论文各1篇。

退溪及相关人物的理气论为主的论文中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关

于退溪的研究包括以理發为主的论文在内，关注点在理动•理到等不

同命题的研究也已得到确认。而且，以旅轩（张显光，1554-1637）的

经纬说和大山的理活物说等后辈学者的特殊命题为关注点的论文也

有发表。由此，退溪理气论的相关研究对不仅退溪本人的横向研究，

更对关注后辈学者们学说的纵向研究，以及研究多样化的问题上都

取得了质和量的发展，这一点也得到了论证。

一方面，就以上结尾的3篇（姜保承，金祐莹，田炳郁）论文来说，利

用理气论和心性论进行了研究。联系四七论和理气论考察的论文有2

篇，联系符合宇宙论层面观念的太极和符合道德层面观念的阐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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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来考察的论文有1篇。

2) 心性论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 李宗雨 《寒洲李震相的未发说》 洌上古典研究
49 洌上古典研究会

2 刘志雄 《艮斋的心论和明德说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全北大学一般
研究生院：哲
学（东方哲学）
韩国儒家哲学

3 李英子 《毅堂朴世和明德说的特征和意义》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4 张淑必
《通过艮斋的发信兰札看艮斋和门人
们的思想问答类型分析-以性师心弟
说和功夫论的关系为中心》

孔子学31 韩国孔子学会

5 苏铉盛 《艮斋田愚的明德说一考-以<大学记
疑>为中心》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64 韩国儒教学会

6 刘志雄 《艮斋田愚的道德性心论和明德说》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65 韩国儒教学会

7 李宗雨 《对华西李恒老的性理说争论点的解
释-以尤庵宋时烈的影响为中心》 东方哲学45 韩国东方哲学会

8 裴帝晟
《朝鲜后期人物性同异论争和理通氣
局说的关系研究-以南塘韩元震的性
三层说和巍巖李柬的反驳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9 段伦珍 《南塘韩元震和大山丁若镛的未发论
的对比研究》

儒教思想 文
化研究63 韩国儒教学会

10 崔海淑 《韩元震性三层说的现代解读》 儒学研究 36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11 李海林 《对韩元震未发的相关研究》 哲学研究53 高丽大学哲
学研究所

12 李向俊 《未发心体：通向战场的窄门-就李柬
而言》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13 刘志雄 《几湖学派洛论系心论的特征》 阳明学44 韩国阳明学会

14 郑焘源 《洛论的心学的转折和道学的历史意
识》 儒学研究35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15 李海林 《韩元震的心性论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首尔大学研究生
院：哲学系（东
方哲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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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6 崔天植 《金昌协哲学研究-以知觉论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首尔大学研究
生院：哲学系

17 李贤仙 《李滉的程颢哲学解释和明代儒学批
判-以<定性书>的主要概念为中心》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65 韩国儒教学会

18 侯美新 《退溪的心性论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建国大学研
究生院：哲学
和东方哲学

19 洪元植 《退溪学派的发展和权相一的性理
说》 韩国学论集64 启明大学韩

国学研究院

20 金世贞 《心学的肉眼看高峰学》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21 崔英成 《愚潭性理说和栗谷说之间的隔阂》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22 孙恩锡

《朝鲜性理学中人类女性意向
(anima humana)的自立性(per se 
subsistens)意义冲突-以慎后聃
的<西学辩>中的魂和心为中心》

哲学论集44 西江大学哲
学研究所

23 朴鹤来 《美湖金元行的性理说研究-留意18世
纪中半期洛论的心性论》

民族文化
研究71

高丽大学民族
文化研究院

以心性论的主题分类的论文共23篇。正如在心性论的范围下可写

的范围广一样，其中细分的主题也数不胜数。首先，对退溪李滉、农岩

金昌协、南塘韩元震、渼湖金元行（1702-1772）等特定学者们的心性

觀进行过全面阐明。其次，也出现过以特定争论点为中心的讨论。对

湖洛论争相关的人物性论或是未发生问题等进行了集中描写，同时也

存在与以此类主题为中心的其他时期的学者们进行的对比，又或者

现代行的再解读等的尝试。一方面，朝鲜后期对明德的争论占据相当

重要的地位，因此关于艮斋田愚与毅堂朴世和（1834-1910）的讨论也

层出不穷。而且，主要写寒洲李震相的未发说的李宗雨的论文，是以

寒洲之前时期记载的理论性争论点为中心讨论的，可以说此论文突出

了其学说所具有的特征。崔英成试图通过比较愚潭和栗谷的性理说来

突出说明愚潭的性理说的特点。刘志雄和郑焘源试图就二人的意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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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点来突出说明洛论系心性论学派的特点。孙恩锡则利用慎后聃（河

滨 1702-1761）的西学辩来阐述心这一观念。

3) 修养论及教育论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
韩智允
张宇在
申昌镐

《退溪的“修养”和康德的“陶冶”的比
较》 儒学研究 36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2 刘权钟 《对旅轩张显光的学问成就和心灵
理解的相关研究》

东方古典
研究 65 东方古典学会

3 夏成云 《李退溪的养生修炼和诗的形象化》 博士学位论文

鲜文大学一般
研究生院：国
语国文学系古
典文学专业

4 李仁哲 《退溪的异端排斥和教育性含义》 教育哲学59 韩国教育哲学会

5 鲜于美贞 《对退溪修养论中敬和礼相关性的
研究》 阳明学44 韩国阳明学会

6 姜卿显 《退溪的明代儒学批判和退溪学的
实践指向性性格》 哲学论集46 西江大学 

哲学研究所

7 赵成桓，
张志英

《退溪学中心灵和生命的相遇-以<心
经附注>和<活人心方>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18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8 金诚实 《退溪的知行概念研究-以<大学图>
和<传习录辩论>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 18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9 申昌镐 《从退溪的正学看人性教育的方法
性特征》 退溪学论集 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0 黄金重 《从退溪的<圣学十图>看人性教育
的意义和原理》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1 金珉载
《为活用退溪思想的道德教育的试
论：以<圣学十图>的“图”和“说”再分
配问题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2 金起贤 《退溪的人性观-以真自我的觉醒和
实现为主题》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3 成东权 《被几何学秩序证明的退溪先生的
敬》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4 严连锡 《从退溪的多层次天观看敬的主宰
性》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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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5 李东基

《退溪的人性教育论（2）-以<人性教
育振兴法>的核心价值 德目为依据

-=<人性教育振兴法>的核心价值 德
目为依据》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6 全峰叔 《<心学图>的心理健康增进谈论》 退溪学论丛27 社团法人退溪
学釜山研究院

17 赵南旭 《李退溪的家庭教育的相关研究》 退溪学论丛27 社团法人退溪
学釜山研究院

18 郑海延 《“白鹿洞规图”的人性教育性要素和
实践方案》 退溪学论丛28 社团法人退溪

学釜山研究院

19 秋制协 《寒洲李震相的心主宰性和尊德性
工夫论-以<心经款启>为中心》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6 韩国儒教学会

20 金凤坤 《芦沙学派南冥曹植的敬意思想继
承情况》

韩国思想
史学52 韩国思想史学会

21 郑然守 《关于浮念和偏念的韩元震的<大学
>工夫论研究》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22 申顺贞 《栗谷的理气之妙和致中和-以气质
变化的道德教育性含义为中心》

韩国哲学
论集5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23 安永皙 《从心学的观点来看栗谷的性理说
和修养工夫论》 儒学研究37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24 蔡熙道 《作为栗谷工夫论理解的开端的浩
然之气论研究》 栗谷学研究32 （社）栗谷学会

25 郑然守 《关于志•意（念•虑•思）的栗谷的工
夫论研究》 栗谷学研究32 （社）栗谷学会

26 徐明锡
《栗谷身体学习法的教育性再品味-
以<挚蒙要诀>的<立志章>和<持身
章>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27 李兰淑 《栗谷的<医药策>中蕴含的治愈观-
以医药和医国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33 （社）栗谷学会

28 宋修珍 《栗谷的立志论研究：人性教育的省
察》 博士学位论文

庆北大学研究生
院：教育学系教
育哲学及史学

29 陈晟秀 《龟峰宋翼弼的修养论研究》 东方哲学
研究87 东方哲学研究会

30 金容载

《 韩 国 经 学 研 究 上 的 体 人 知
（Change）（体：认同性，人：关系性，

知：创造性知识），-“自古历久”经学
研究上“应该有的”经书工夫论-》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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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31 严振晟 《对徐花潭修养论的检讨-以<周易>
的认知体系为中心》

儒教思想 文
化研究66 韩国儒教学会

32 宋志旭 《儒学的下学传统和南冥的下学论》 南冥学研究49 庆尚大学庆南
文化研究院

33 金永友 《郑介清的节义论批判和气质变化
论》 南冥学研究49 庆尚大学庆南

文化研究院

修养论和教育论，前者作为性理学的固有主题本身占据着一定地

位，而相比之下，后者则在与各种实技应用系统有强烈的相关性这一

点上与前者有差异。尽管如此，在应用方面后者被和前者联系在一起，

因此这两个范畴总是被合并研究。修养论及教育论的相关论文一共有

33篇。为明晰根据分析对象而筛选出的论文特征，将其归类到“人物”

主题，详情如下。

李滉（及奇大升）17篇，李珥7篇，曹植（南冥 1501-1572）（及奇正

镇（芦沙 1798-1879））2篇，徐敬德（花潭 1489-1546）1篇，宋翼弼1篇，

李震相1篇，张显光1篇，郑介清（困斋 1529-1590）1篇，韩元震1篇。

这里引人注目的，正是在33篇分析对象论文中，以“退溪李滉”的学

说为中心的论文足足占了17篇之多。紧随其后的便是以“栗谷李珥”的

学说为中心的论文，也有17篇之多。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分析对象的

33篇论文中，以这二人为中心的论文有2篇，足足占了73%。以修养论

/教育论的相关论文以及此方面的学者（前文言及的李滉和李珥）为

中心，这一部分令人遗憾。在这一点上，曹植、徐敬德、韩元震等在内

的韩国性理学界内，鲜为人知的郑介清等学者的思想研究论文的登场，

这可以说是振奋人心的消息。

还值得一提的是岭南退溪学研究院发行的《退溪学论集》19号中

记载的7篇“人性教育”的相关论文。这些论文是2016年10月22日在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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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学举办的以“退溪学和人性教育”为主题的第54届退溪学研究院

发表会上发言的论文修改・完善后发表的内容。正如前文所言，近来

韩国社会对人性教育日渐关心。为顺应此趋势，2015年通过实施了“人

性教育振兴法”。另外，我认为如今许多研究儒学的学者也充分先祖

的思想和学说转化为对学生的人性教育。为使韩国儒学者们的学说

适用于人性教育领域，最近开办了人性教育相关学术会，新的相关论文

也层出不穷，这是转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4) 经世论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 朴景南 《和正祖的自然•万物观共存的政治》 历史批评115 历史问题研究所

2 金庾坤 《为体现理想社会的正祖的经典解释
学》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 65 韩国儒教学会

3 禹景變
《17世纪朝鲜学者们的尊王论和老
少分歧（Ⅱ）-以1683年宗庙论争为中	
心-》

泰东古典研究
36

翰林大学泰东
古典研究所

4 金治烷 《性理学政治理念的两面性和正祖的
实利主义政治观研究》 历史和实学59 历史实学会

5 安孝星 《正祖荡平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博士学位论文 韩国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哲学系

6 金文俊 《宋时烈的春秋思想和郑梦周追崇的
意义》 圃隐学研究 17 圃隐学会

7 金文俊 《同春堂宋浚吉的春秋精神和现实应
对》

韩国哲学论集 
5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8 崔英成
《18世纪洛学派的现实认识和对应论
理——以黄胤锡对<性理大全>的认
识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 
5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9 李钟晟 《栗谷大同社会论的哲学性指向和解
析的转折》

东西哲学研究 
81 韩国东西哲学会

10 金熙 《通过<挚蒙要诀>看栗谷的文化启蒙
意义研究》

东西哲学研究
82 韩国东西哲学会

11 金骏泰 《权道论研究》 阳明学44 韩国阳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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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2 具美贞 《在民生危机时代回味栗谷李珥的生
民政治》 生命研究42 西江大学生命

文化研究院

13 金敬莱 《栗谷李珥的<东湖问答>和君臣论》 韩国文化75 首尔大学奎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14 李相益 《通过<圣学辑要>“修己篇”看栗谷的
政治学规划》 

韩国思想
和文化 85

韩国思想文
化学会

15 马龙哲 《关于栗谷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以<圣
学辑要>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一
般研究生院：
东方哲学系

16 金赫 《从经营的观念看栗谷的经世思想》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一般
研究生院：儒学系

17 李钟晟 《<醇言>中反映出的政治哲学信念的
含义》

东西哲学研究
80 韩国东西哲学会

18 尹锡卿
权正万 《明斋尹拯的思想背景和公职观》 儒学研究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9 宋载赫 《郑道传的政治体制论：<书经>的政
治理念和王权的正常化》 博士学位论文

高丽大学研究
生院：政治外交
学和政治思想

20 李镇卿 《17、18世纪中华谈论的主体性反省》 东西哲学研究
79 韩国东西哲学会

21 李钟范 《15、16世纪朝鲜社会的道学运动和
事君论》 历史学研究61 湖南史学会

22 金钟秀 《西溪朴世堂的刑罚考证立论》 韩国实学研究
31 韩国实学学会

23 崔民圭 《南衮的经文一致论和政治意识》 韩国史研
究172 韩国史研究会

24 严连锡 《金宗直经学思想的性理学倾向和经
世论》

泰东古典研究
37

翰林大学泰东
古典研究所

25 金振峰 《梅月堂金时习的政治思想的相关研
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东义大学研究
生院：哲学 伦
理文化学系

关于政治 ‧经世论的一共25篇论文中①栗谷的相关论文8篇，②

正祖的相关论文4篇，③愚潭的相关论文篇，④其他人物相关论文12篇。

政治 ‧经世论的相关研究中栗谷约占比重25%，成为这个主题的主要

研究对象。由此可以推断出在整个性理学中占比较重的退溪在政治 ‧



第5章 韩国性理学研究   119

经世论的研究中却并非如此。另外，政治 ‧经世论中正祖的相关论文

也占据了10%以上的比重，在此主题下关于正祖的比较性论文也比较

多。

按时期来分类①高丽末朝鲜初（14~15世纪）的相关论文1篇，②朝

鲜前期（15~17世纪）的相关论文12篇，③朝鲜后期（17~19世纪）的

相关论文12篇。正如前文政治 ‧经世论的相关研究中栗谷占约25%

的比重一样，按时期来看，朝鲜前期在整个研究中也占据着相当重的

比重。而且，从朝鲜前期相关论文的主题来看，道学派的相关论文较多，

并且与政治 ‧经世论和道学义理思想有关。与此同时，正如按人物分

类下正祖的相关研究相对来说占较大比重，朝鲜后期研究成果中正祖

的相关论文占比也不容小觑。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就洋乱（指壬辰倭

乱和丙子胡乱）以后的小中华主义或老论‧少论分歧为主的论文。

5) 其他

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1 朴鹤来 《龟峰宋翼弼的相关研究现状及
课题》 儒学研究36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2 朴向元 《用图像体系看韩文创造的哲学原
理》 东方艺术33 韩国东方艺术

学会

3 金诚实
《人文学都市核心原理上的“共感”
的相关研究-以孟子和退溪的感情
理解方式为中心》

岭南学31 庆北大学岭南
文化研究院

4 金贤寿
《朝鲜时代宫阙建筑的原理和其思
想性基础上的礼研究-一景福宫为
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
51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5 金世绪利亚
《通过朝鲜儒学家族叙事的关系性
自我精细化：以宋德峰的散文选
中的夫妻叙事为中心》

韩国女性哲学
25 韩国女性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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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6 李炯性 《韩国思想（哲学）：韩国儒学变迁
中反映出的书生的现实应对情况》

韩国思想文化
81

韩国思想文化
学会

7 尹寅铉 《从16世纪初晦斋李彦迪的自然观
看儒者的特性》

韩国古典研究
34

韩国古典研
究学会

8 林宪圭 《儒教中死亡的意义：以论语和与
其相关的栗谷的解析为中心》 温知论丛47 温知学会

9 崔英辰 《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儒教理想
社会观》 栗谷学研究32 （社）栗谷学会

10 韩睿嫄
Han, Yae Won《朝鲜时代儒教对死的理解》 东方哲学研究

87 东方哲学研究会

11 金赫倍 《朝鲜时代儒学者的鬼神论研究：
以秋江南孝温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圆光大学一般研

究生院：佛教学系

12 姜云 《朝鲜王朝前期韩国朱子学的特
点》 哲学研究140 大韩哲学会

13 曹玟焕 《玉洞李溆的理气性情论和书艺认
识-以与退溪李滉的关系为中心》 退溪学报140 退溪学研究院

14 金泰焕 《退溪观物堂诗“观我生”的理论背
景》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66 韩国儒教学会

15 郑锡胎

《退溪李滉的汉诗作品改稿和其意
义-以<次韵具景瑞金秀卿所和权
景受六十绝并景瑞五律赵士敬见
示>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6 申泰秀 《退溪梅花诗的形体美学和其人性
论意义》 退溪学论集19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7 孙五圭 《退溪诗和道德文章》 退溪学论丛27 社团法人退溪学
釜山研究院

18 金秉权 《退溪文学的知觉论受容研究》 退溪学论丛28 社团法人退溪学
釜山研究院

19 赵炳华 《退溪和T.S.Eliot：在形而上学道
德论上的碰撞》

T.S.Eliot研
究26(1) 韩国T.S.Eliot学会

20 梁勋植 《成浑诗的道学的性向和风格美》 博士学位论文
崇实大学研
究生院：国语
国文学系

21 桂永庆
《15世纪后半期性理学文艺观的
内面化倾向和其社会性动因-以官
僚构成形态的变化为中心》

美学82(2) 韩国美学会

22 尹浩镇 《忘忧堂汉诗中体现的俗和仙，以
及节义》 南冥学研究49 庆尚大学庆南

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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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名 论文题目 学术之名 发行机构

23 李元锡 郑道传对《孟子》的主要概念的理
解

泰东古典
研究37

翰林大学泰东
古典研究所

性理学研究涉及了哲学•历史•政治•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因此其

范围相当广。再者，哲学范围内特别学者的死，又或者是对鬼神的观点

等都存在着不同视角的各种研究。另外，有学者试图对性理学者们的

文艺观和艺术观等进行阐明，对退溪的研究则在其中相当突出，其中

还有与T.S.Eliot（1888-1965）的比较论文。另一方面，还存在集中于

性理学理论的应用层面的论文。金贤寿以文献内容为基础通过精细

的分析对景福宫的建筑原理进行了说明。朴相原以天地人的概念和图

像体系为中心对韩文的创造原理进行了分析。金诚实以对孟子和退溪

的感情理解为中心提出了能参照人文学的都市构建原理。此外，还存

在针对性理学者们的实践性行动或个人人性（观）的论文。

4. 主要分析论文及批评

① 四端七情论的相关研究，依据时间和方法论可以分为两大类。根

据时间来看，可以分为退溪、高峰的四端七情争论和退溪之后的四七

论两部分；根据方法论来看，可以分为是否将论争本身作为着力点和

是否将之与伦理学类似的现代文学相联系两部分。若将此范畴作为中

心，金东洙（以下简称为作者）的《退溪四端七情论的修养考察 -以正

心工夫为中心》是在描写退溪和高峰的四端七情论争的同时将着力点

放在论争本身的论文。可以说此类论文包含了两大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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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退溪根据价值将四端和七情划分开来，借此以正心工夫为

对象将目光放到了对七情的指定上。主张这可以作为主张四端或正心

对象的高峰不同，在这点上，退溪仅将七情作为正心对象，而阐明这个

问题原因就是论文的目的。

第二，退溪为划分四端和七情，将这二者各自的根本来历归为理

和气，这与四端也是不中节（指不符合原则）的驳论相悖，自然就引人

注目。对此，作者试图关注退溪如何对应之后了解其中的伦理相关性。

对此，作者在p63中提到“根据退溪的根本来历定义，对四端的不

中节不做伦理性说明，七情在中节时，很难说明其是否是一种道德性

的感情”。即，退溪主张在四端七情论中本就很难将其根本来历和四

端不中节做伦理性关联，并将此作为根据把论证资料扩大到四七论辩

以外。这种尝试通过退溪的整体思想对了解四七论辩的论者退溪的

想法很有帮助。但是相反的，又会出现作为四七论辩的论者，表达个人

意见的退溪和与弟子们就广泛主题辩论时的退溪又可混淆的方法论。

即，尽管表面上来看，退溪在其他对话中的发言对理解四端七情有所

帮助，但各段对话中的固定条理又不尽相同，因此反倒容易引起忽视

条理的认知。所以说，以彻底深入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将论辩之外的

对话和四七论辩联系在一起才是实现论文圆满进行的关键。

作者指出，退溪四七论辩中的根本来历和中节、不中节的问题不完

全属于同一脉络。他认为根本来历是为了从伦理角度区分四端和七情，

而不中节和中节则是为了从现实角度辨析感情的形态。因此即便退溪

坚持四端的根本来历源于理，也不能完全断定四端是不中节。作为论

据，作者提出四七论辩中普通人即使有四端之心，也有可能因为气产

生不中节的倾向，心统性情图中说明了四端的向恶过程。此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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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德弘对话可以得知，对于退溪而言，中节、不中节的问题在于心的

主宰，而非各种情的根本来历。即，虽然起初高峰通过四端的不中节

对退溪主张的四端和七情的根本来历分别为理和气的意见进行了批判，

但退溪却论证了根本来历和不中节根本就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问题。由

此论文的前半部分将根本来历和不中节问题来自各自不同脉络作为

依据，把可谓根本来历的心性论和可谓不中节的工夫论分离开来。

相反的，后半部分又将根本来历和正心的工夫论联系起来。作者将

重点放在了退溪将七情作为正心的工夫对象，以及将七情的根本来历

指定为气这两个点上。前半部分中，根据心的主宰划分开中节和不中

节，即使说四端的根本来历为理，心的主宰与否才能决定恶的走向，这

一点在前文已得到论证。即四端作为工夫的对象也是包含在内的。

然而，正心章中提到“一有之而不能察”，由此可见此处主张其形态

是变化的。作者主张从可谓“察”的工夫性特征来看，根本来历为理的

四端虽然不能作为察的对象，但根本来历为气的七情却可以作为察的

对象。因此，退溪将正心对象假定为七情符合可谓“察”的方法论特性，

而此特性又和根本来历为气的七情的特性相吻合。即，作者主张因根

本来历的特性正心工夫的对象被定为七情。

事实上，四七论辩的特性上，修养论并不是论辩的主论题。但是，

心理学心性论的范畴所具备的特性上，修养论角度上的探讨是必然

相伴的。所以，四端不中节和正心的相关讨论虽不是四七论辩的主要

论题，但也是必须要明晰的部分。针对此部分，作者联系心统性情图

和与李德弘的对话进行了说明，说明的同时又对各个探讨的条理进行

了分析性的考察。正因为有此尝试，在引用各式对话的同时只研究一个

问题意识也毫不奇怪。同样的，可以看出因引用其他条理对话时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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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进行严谨分析，考虑到条理差异的同时提出自身的论点。这是在留

意到运用自身方法论的副作用的前提下才变得可能，因此也不会出现

论点偏轨的倾向。

② 郑然守（以下简称为作者）的《有关志，意（念・虑・思）的栗谷

的工夫论研究》简单探讨了栗谷对志，意（念・虑・思）的定义，从用诚

和敬明确善的定义的立志工夫和省察善恶后以善为先向道心发展的

诚意工夫，到控制浮念的正心工夫，对恢复內圣的栗谷的工夫论进行

考究。

情和知以及义虽始于一心，但情是人们看待事物时自然反应的感

情，是在知和义反应之后的意识作用。这里意识方向决定的是知，运

用意识的就是义。知和义没有先后关系的争论，但在工夫论中，立志

则是工夫之首，这也正是內圣工夫的基础。立志工夫中有不信、不智、

不勇三种病态，可以对此省察并将其意义明确到善的领域并专心培养，

进而克服。

此种立志工夫必须与倾向于善的诚意工夫并行。物欲和私欲原于

义，消除它们则依靠自觉和自省的诚意工夫。这里的诚意工夫也与栗

谷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有直接关系。人心和道心兼具情和义，这

正意味着接触事物，情产生感应后，由于义的介入，人心和道心转变互

相成为了周而复始的关系。知觉原于性命之正，即使发于道心，也可有

由于依于形气的一己私义的介入转换为人心，相反的，若发于人心，也

会由于自觉自省之义的介入趋向善，从而转变为道心。这就是人心和

道心相互转换的诚意工夫的真谛所在。

一方面，栗谷表示自己的内心本体虽湛然虚明，但却要时常警戒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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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心的杂乱之症导致的恶念和浮念。其中，恶念在产生之前通过立

志工夫和诚意工夫可以容易控制，为控制类似于浮念的意念则需要正

心工夫。为反省靠自觉难以左右的浮念，用以修心的经书学习很重要。

不仅如此，捕捉引起浮念的每个瞬间并反省，应该连即时清除浮念的

念头都一个不留。栗谷提出“轻轻放退”和“轻轻照管”的具体方法。这

和体认到事发前征兆的工夫方式也是一脉相通的，栗谷将事发前的

征兆解释为“轻轻照顾”。

正如作者也在序论中表明的一样，关于对已发时意识的栗谷的工

夫论，不同于以看似仅以诚意工夫为主的研究倾向为基准的研究，将

多种意识的问题具体细致地来看，本论文在这一点上获得了较高的评

价。不仅如此，将已发时的各种意识概念联系各自的工夫论，经过细

密地说明，不仅能发现立志工夫和诚意工夫的差异，并且能明晰与保

留未发本体的工夫有直接联系的正心工夫的本质，这一点也是值得注

目的。

③ 金珉载（以下简称作者）的论文《为退溪思想的道德教育活动

的时论：以《圣学十图》中“图”和“说”的再分配问题为中心》提出了，

关于将以“敬”为中心的退溪李滉的工夫法活用于学校道德教育的可能

性，退溪的《圣学十图》中对“图”和“说”进行了再分配。为此，作者首

先以《圣学十图》的《天命图说》和《自省录》等中出现的经的有关言

论为中心，并试图对此概念用相对较带有积极意义的“道德观“教育用

语来进行解析。作者认为迄今为止，一般教育学的观点认为关于退溪

思想的研究论文不在少数，其研究内容中的大部分都是实质性的“教

育现场”，尤其指出将其活用于人性教育的核心“道德教育的现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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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较多。即，为实际活用于教育现场，退溪学说和思想中有意义的解

析和积极的活用是必须的。

在这一点上，作者与退溪提出的存养和省察的经工夫是道德教育

的能动性学习评价的意见中有相当一部分保持一致，将其观点进而

扩大到天人合一的退溪的经工夫主张，在道德教育中，将省察的对象

范围扩大的方式是价值关系扩张法，可以说道德主体与之也密不可分。

不仅如此，“2015道德和教育课程”中主张，考虑到所谓“道德现象和对

个人内心的探求，省察，实践”的点，作为用于推进学校道德教育大方

向的用语登场的词语“道德行”一词毫无疑问地会与退溪的经理论会

有一致部分。

作者通过将退溪的经工夫用“冥想”的观点进行解析，寻求退溪思

想在道德教育方面的活用可行性，为儒教冥想的树立奠定基础。事实

上，在道德和教育界，冥想作为恢复与他人正确关系的教授学习方法，

正备受瞩目。而且，可以说儒教冥想的核心就是经。主一无适，整齐严

肃，常惺惺等为代表的词的经工夫，可以理解为冥想的要素，在此值得

一提的就是这些正符合道德问题的解决。退溪的经思想也可以用此种

道德冥想论来解释，退溪认为，只有在内心与道德性合二为一时，我

们才能获得一颗正常的心，真正治愈心病。

退溪的此思想被看做儒教冥想的核心，同时，为降之结构化，使其

符合学校道德教育情况，作者尝试用《圣学十图》的再分配。不少先

行研究将退溪的言论作为基础，将《圣学十图》依次排序。然而作者

却认为，为使学生更容易接近经工夫，应该从已发时的省察工夫开始

儒教冥想的学习。因此，作者提议，应该将已发时省察工夫的代表方

法——“慎独”阶段化，再配合各阶段分配《圣学十图》内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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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活用退溪思想的教育界论文虽不在少数，

但比起积极恰当地活用退溪思想，更多的是肤浅的接近研究。不过，

如此作出的论文在具体提出退溪思想的现实性应用方面却大有益处。

不仅如此，重新分配的道和说能贯彻落实到实际，具体方法和教案是

必不可少的，重新分配的道和说的可行性的探讨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两方面在具体的后续研究中被提出，这一点值得受到高度评价。

④ 崔英成的论文《18世纪洛学派的现实认识和对应论理——以黄

胤锡对<性理大全>的认识为中心》试图论证的是，尽管朝鲜后期北学

派是从洛学派分离出的学派，除了北学派之外的大部分洛学派学者们

始终无法摆脱性理学纲纪的原因。

一般来说，由于相关经验的有无，以前的论文对18世纪北学派和

洛学派的差异大多单纯略过。崔英成通过对洛学派人物黄胤锡（颐斋  

1729-1791）的性理大全的认识分析了当时洛学派的观念。通过黄胤锡

可以得知，当时洛学派认识到了时代的局限性，不仅道，器也一样重要，

也应该研究器。而且，与器相关联，关心性理学的范畴内的象数学，认

识到性理大全中收录的《皇级经世书》、《易学启蒙》、《律吕新书》等

经世学相关著作的重要性，并要对此展开研究。论文中主要对黄胤锡

的分析回归性理大全的基本精神，清除现实的积弊，主张回归原本性

理学的原则。

洛学派主张人物性同论，认为与中国清朝交好才出现了北学派的

老式死板主张，本论文对此提出反驳，意义非凡。主写北学派的现有

论文无视了18世纪洛学派的思想特征，相比之下，这类论文对于当代

洛学派的思想而言，提供了一个更利于理解的基础，这一点值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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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

⑤ 李海林（以下简称作者）的论文《韩元震对未发的研究》对韩

元震的未发解释道“并非因与朱熹同为形而上者而体现出的道德本性，

而是身为形而上者内心的自觉作用尚未受到任何外部对象刺激的状

态”，就是说，作者的主张总结为人“成为道德性存在的依据并非在于

自身内在，而是作为自觉对象存在于外部局势”，“人要想成为道德性存

在，就应该接受未发的道德轨范，而非进行未发的道德本性的培养”。

若仔细研究本文的内容，不难发现，作者认为朱熹（晦庵 1130-

1200）“未发作为纯善的本体，属于形而上学”，而相反的，南塘的未发

则属于形而下，可以说在本质上与朱熹是不同的。但是作者自知如此解

说南塘的未发概念与现研究者们的观点背道而驰。并且，在现研究者

们的研究基础上，从意识层面对朱熹未发的理解是研究前提，据作者

之言，这“并非定论（论文p4）”，以下引文是作者提出的此问题的依据。

（心）之寂静，事物未至，思虑未萌。然其一本性浑然，道义皆具，谓

之中。心之本体“寂然不动”。（心）之已动，事物交至，思虑已萌。七情

交主，谓之和。心之作用，“感而遂通”。…（未发之心），方其存也，思

虑未萌而知觉不昧。即静中有动，復卦之谓“见天地之心”。（论文p5）

对此，作者认为“未发之心作为形而上者已跨越个人意识次元”。事

实上，这种解析虽依据表述不明，但是一种证明其立场和南塘观点如

何不同的方式。 不过此证明方式却令人难以理解。据作者对关于未

发的“復卦”的解释，其一通过良孝主张为“并非单纯感觉感知或坤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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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向，而是出现道德反应的根据”，相反的，坤卦仅能反应无法表现

此根据的空虚内心的知觉能力。就是说，朱熹的未发是復卦，相反的，

南塘的未发则是坤卦，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塘的未发概念并

非贯穿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道德性依据，而是属于形而下的自觉能力，这

一点和朱熹截然不同。即便暂且忽略其他问题，这种对“復卦”和“坤卦”

的解释也是不常见的，其根据也并未单独列举。总之，由此作者关于

南塘做出了“相比于道德本性，未发更适于与知觉作用搭配”的结论。

与作者的这种说明方式不同，首先，也许朱熹认为的未发之心明显

是形而上者的基本前提本身这个问题有必要重新探讨。未发和已发基

本上是用来形容内心状态的词，因此，中和新说的未发/已发概念中

性和情的角度，以及心的作用与否（未发/已发）这两个方面是共存的，

这也是陈来、牟宗三等学者早已指出的部分。就此方面考虑不周全的

情况下就直接将朱熹的未发定性为形而上者，多少有些操之过急。也

就是说，对朱熹来说这两个方面也已并存，若这能成为一个理论性问

题，那么在充分考虑到这些要素的情况下，南塘和朱熹的观点差异点

必定会显露无疑。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忽略了此问题，断章取义地对

朱熹的立场下判断，依然断定朱熹与南塘在本质上观点不同。因此毋

庸置疑，应对此部分重新做详细的比较。

此外，在分析作者原文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疑惑。比如，对于黃干

（勉斋 1152-1221）所言“其未发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则气虽偏而

理自正。”，巍岩回应道：“勉斋既曰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则其心固已

正矣，何以又谓偏欤”。（论文p7-9）巍岩言论重点在与心之湛然即心正，

其主张不与气的偏相对立。然而作者对此文句用巍岩所言“勉斋既曰

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则其心固已正矣，何以又谓偏欤”作解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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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认为巍岩又引用勉斋之言“理本正而明”并将其延伸为“其心平正而

明”。由此，巍岩认为未发之心与理无异，这一点正是他与南塘的不同

点。即，巍岩将心之湛然和理等同看待，认可未发时之性，而相反，南

塘则将心之湛然看作是未发气象。此处南塘则将心之湛然看作是未

发气象的表述虽无可厚非，但若因为不同于巍岩将心之湛然和理等同

看待的观点，而被误解为南塘不认可未发时的性，就大错特错了。

总而言之，此论文果断地选择并坚持与现存观点相悖的背景，虽

在这一点上算得上热情创新，但相比之下，其在论点的展开说明过程中

略欠严谨。

⑥ 李向俊（以下简称为作者）的论文《驮两个包裹的骡子- 从隐喻

论争看四端七情论》的目标正如副题所示，通过退溪和高峰在四七论

辩中使用的隐喻法来理解话中话。

作者在论文p71中记述道“性理学自始就依存于其自体之内包含各

种冲突的复合隐喻团之中，并构建着自身的理论体系”，通过将复合隐

喻一个一个拆开来解决理论性冲突，从而确保更深层的领悟。因此，

抽取了其论述的大部分，探明了退溪和高峰的主张中分别包含着怎样

的隐喻关系图。

作者认为高峰和退溪分别坚持一元论和二元论。作为论据，高峰

主张七包四，并提出“堕在气质之中”来作为论据，同时，为解释此论据，

用隐喻法公式对理气论命题进行说明。

第一个被提出的就是工艺公式。作者认为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

材，并以此为依据认为理和气相遇，合二为一成为新的成品。合二为

一为成品这一点虽体现出理和气的共同必要性，但其中体现的是理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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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主导权。而这必然与理弱气强的命题有冲突。理弱气强首先就是

在“理含于气”的包含公式的前提下才成立。从这一点来看，理处于弱势，

气处于强势，因此工艺图式与包含公式明显是相矛盾的。作者认为这

个难点可以用人乘马比喻来说明。

人乘马的比喻明显同时符合包含公式和工艺公式。只有人和马同

时存在才能走路，这一点符合工艺公式，理含于气又符合了包含公式。

不仅如此，工艺公式中的理强气若（此处照搬作者的原话）可以用四

端来进行说明，而包含公式中的理弱气强则可以用七情来进行说明。

即，作者主张四七论辩中出现的无数隐喻都可以用用人乘马来消除矛

盾，而之后，因高峰的因说、对说的比喻又重新出现了新的矛盾。

此方法论虽是作者李向俊一贯使用的方法论，从整个东方哲学界

来看，此方法论的尝试并不常见。因此，可以说此尝试本身是非常有

价值的。在此，我们对不常见的尝试分析此方法论的特色和其局限。

类似于隐喻分析的方法论有几条必要前提。第一，论辩的论者虽认

为本人的理论辨析是在伦理兼容性的基础上展开，然而这种展开必然

会以个人的个性为开端而进行。第二，个人个性必然会影响到个人意见

陈述的方向，此影响在用隐喻表述个人观点时最为突出。即，论者使

用的隐喻必然会以其个性为基础发挥作用，所以分析隐喻能更易于理

解话中的含义，这正是本论文的方法论前提。

此方法论确实有效。我们可以知道在将某种理论的内容转换为隐

喻或比喻的过程中，此理论对本体意味着什么。所以，除了理论的表

层含义之外，我们还可以考求其代表的深层含义。这是一种非常重要

的方法论，可以使我们透过理论的表层，再领悟到作者所谓的“现在

的哲学”。



132   第2编 韩国儒学

但是，为达到一定效果，使用前需要深思熟虑。首先，基本来说，作

者的隐喻分析将四七论的论述过于形式化。作者基本认为退溪和高

峰分别倾向于一元论和二元论。然而这并不能作为区分退溪和高峰

整体主张的标准。我们来回忆一下四七论辩的论者们使用过的所主

（言论中的强调/主要内容）和所指（言论中所指内容）论法。这是为保

证自己论文的复合性和均衡性所使用的论法。目的在于了解论者如何

理解理论的隐喻公式的接近论，反而在真正的区分上会有曲解的倾

向。

第二，对主要分析对象隐喻似乎有再观察的必要。作者用运动公式

的观点对“堕在气质之中”作了解释。“堕”指自上而下的运动，“在”指固

定不动，“中”指某物体的内部。用前文提到的包含公式就能充分解释

这个命题，这里又“运动”公式来解释着实令人费解。这种解释不仅不

能代表理是在形而下范畴内被发现的理的下向化，与韩文的基础语法

也不吻合。因为谓语和前置词组合为“他在”，其本身就不是以某种运

动意义解释的单词。那么，关于隐喻公式本身目标和对其相反的实际

使用者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一点上，通过隐喻公式接入的方法运用有必要再慎重。因为

隐喻公式的目标本身并非理论，而是针对理论使用者。问题是，正如

作者的前提所言，隐喻只以个别概念来看待究竟是可行。当然，当某

种特定比喻被提出，这种比喻自然基本与本体有着直接关系。但是，

关于人乘马比喻，理气论相关的各种命题大部分已经在朱子时期确定

了意义。因此，即使退溪和高峰运用了这些命题和比喻，也不能断定这

与他们的身体上的个性相关。假使作者以朱子为对象分析了理气论的

命题或人乘马隐喻，那么隐喻和本体的关系就有可能更近。然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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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和高峰时期的此类比喻已经部分具有历史性和客观性。因此，通过

隐喻，掌握退溪高峰的个性对伦理的理解会起到飞跃性帮助。

⑦ 崔天植（以下简称为作者）的论文《李滉的理发说和奇大升的

理动说•理到说》（《退溪学论集》，19集，299-325页）的中心思想总

结来说就是，不同于现代研究者的误解，“理动”和“理到”属于高峰学

说，而非退溪学说；高峰的“理动”和“理到”与退溪的“理发”是正相反

的。作者通过论文对退溪的“互发”和高峰的“七包四”的观点差异进

行了清晰的对比，但为了突出高峰的观点，不仅曲解了退溪的论旨，对

退溪研究者们提出的“理动”和“理到”命题的理解也不够透彻。作者

在306页主张道，高峰认为四端并非以情看，而是“存于气质之理”，即，

主张从气质之性来看，此陈述忽略了退溪和高峰都将七情看作情来进

行辩论这一点。作者还认为在此过程中高峰主张本然之性并非单独

存在，而正是气质之性的性，有高峰之文“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

中耳，非别有一性也1”为证。这看似是高峰直接引用了朱子的原句来证

明其主张。而且，在此过程中，作者记述道“李滉将情划分为四端和七

情，为究其源，又将性划分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为与高峰的主张

做鲜明对比，作者将退溪的正如性被划分为本然-气质，情也可被划分

为四-七主张本末倒置，歪曲理解。

而且，作者在311页向退溪将命题“理发而气随之”和“气发而理乘

之”修改为“理动而气俱”和“气感而理乘”的建议正高峰主张的“理动”。

1　高峰虽将引文介绍为朱子的学说，但其实引文是收录与真德秀的《西山读书记》中
的原话。不过，朱子语录第94卷中也收录有相似的语句“但论气质之性，则此全体在气
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因此这里可以看作是变相引用朱子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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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的“理动”这一四端仅指七情中的理，这意味着理只存于气中而动。

并且，由此在313页中主张，若说退溪的“理发”是将四端作为情来看的

理论，高峰的“理动”就是将四端仅作为气质之性来看的理论。暂且不

提论旨展开的问题，在此主张的基础上，作者直接下了“理动”不是退

溪的学说的结论。众所周知，退溪的命题“理动”在七情论中并不突出，

但毕竟是在宇宙论层面以朱子的言论“理有静动，故气有动静”为基础

的。七情论范畴中高峰的理论“理动”尤为突出，但仅仅因为单词一致，

作者就将退溪研究者们提出的非七情论的范畴中的“理动”混为一谈。

无论如何，作者都将“理到”只当做高峰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展

开辩论，在此过程中，作者不仅牵强附会解释高峰的论点，更是坚持

对退溪学说进行歪曲解说。首先，作者在序论中断定“理到”属于高峰

的学说，并在此过程中对先行研究者们把“理到”这一学说看作只属于

退溪学说的观点进行了批判（302页），然而先行研究者们早已明确表

示，大体来看，“理到”原是高峰的理论，后由退溪沿袭继承。2从此部

分开始，作者对“道理”的理解相当盲目。而且，作者在315页联系前文

提到的高峰的“理动”和“理到”理论将“理到”解释为“气质清浊定理之

隐现”。然而众所周知，“理到”的相关论辩期初暴露于《大学章句》的

“物格”及其注释的懸吐问题下，高峰的接入方式也充分算得上是分析学，

从这一点来看，不得不说作者的主张有着伦理性飞跃。

作者为证明“理到”是仅属于高峰的学说而对退溪学说的歪曲大部

2　作者提出的先行研究有田炳郁的《退溪哲学中“理到”的问题》（东方哲学第38集，
2012）、丁向峰的《退溪对朱子哲学的理解和其特色-一理的动静、发、到为中心》（韩
国哲学论集第37集，2013）、金相显的《对李滉哲学的理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以理发、
理动、理到说为中心》（哲学论集第40集，2015）。但是，上述研究中的“理到”被看做
是退溪的专属命题，因此当初没有论文否定其原是高峰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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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已被发现。首先是316页，主张退溪最终并未承认高峰式“理到”的

同时，反而提出了退溪初期主张物格说的《答郑子中》作为依据。还

有317页，叙述道“李滉接受理到说意味着否定了情意义上的四端……”，

但其实不仅退溪本人，连现代研究者们都提出，大体上退溪的“理到”

和高峰的“理到”理解层面是不同的。这是由于前文作者在对“理动”的

说明过程中出现了错误，也就是错将高峰的“理到”和退溪的“理到”混

为一谈。继而，作者仅凭退溪晚年致高峰的书信便认定退溪绝不会轻

易认可高峰的“理到”的读法，但不仅《退溪集》中收录的文人间的往

来书信，连其嫡传弟子艮斋李德弘的《溪山记善录》和退溪的经学著

作《大学释义》等多部文献中都有关于退溪认可高峰式“理到”读法的

记载。还有，作者在320页主张到，“（在对物理之极处无不到的解释

上），若在主语和谓语间插入‘依我穷之’，暂且忽略句意解析问题，便是

原封不动地坚持了原释义”。然而，退溪将格物的功效定性为“理的发

现”，在此基础上以“依穷之而理至”来解读“理到”，这与其早年“吾至

事物之理”的主张根本不一致。

迄今为止讨论过的作者的错误，其实是在从四七论层面对高峰“理”

的探讨过程中，对退溪的“理”也仅从四七论层面探讨而导致。也是仅

因同字就断定其命题同义所导致。但是，不同于退溪的“理”的概念特

性，其他各种讨论绝不全来源于四七论。找出“理发”、“理动”、“理到”

等各种命题下突出的共同特色，是退溪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而需要

注意的是，在突出共同特色的同时绝不可忽略各种讨论的来源。

⑧ 李元锡在其论文《郑道传对<孟子>主要概念的理解》中借郑道

传对《孟子》的理解，评价郑道传（三峰 1342-1398）带有气一元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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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属于中和旧说的立场。作者介绍了评价郑道传很难称得上是性

理学者的先行研究，同时，试图分析以对《孟子》的理解为中心的郑道

传的性理学继承具有怎样的特征。在此立场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郑道

传在对浩然之气的解释中，带有气一元论的倾向，在对四端的解释中，

带有中和旧说的倾向。

但是，此论文整体上有穿凿附会，言过其实的倾向。例如，p82中

“凡物之盈于两者间，皆得是气以为之体”的句子，句中的“体”解释为了

本体。然而，将此处的“体”译为本体并无道理。《孟子》中有原文“夫志，

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此处的“气”充盈于“体”中，因此，并非本体

之意。并且，《西铭》中有原文“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此处的“天地之塞”摘自对《孟子》中浩然之气做解释的“塞于天地之

间”，此时的“体”与“性”相对，由此可知也并非本体之意。因此，即使

以《孟子》原文以及性理学著作为依据，将引文中的“体”译为本体之

意也过于敷衍。另外，以P83-84中“物之哉天地间，何莫非是气之所发

见”的表达为据，“发现”可用于主体性存在，因此可以得知，在“气的发

现”的表达上“气”应视为本质性存在，实际译为浩然之气。“发见”也读

作“发现”，也可用于主体性存在。但它并不是必然存在，所以忽略前后

文，单单看短句“气之所发见”不能将其中的“气”看作主体性存在。例如，

《朱子大全》第44卷《答梁文叔》中有文，“嘘吸聪明，乃是一身之中魂

魄之所发见而易见者耳”，意为类似于呼吸这样的事是由体内魂魄发

现并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以此为据，也不可断言朱子将魂魄看作本体

之意。

像这样，即使句子章节可以有不同的释义，李元锡依然在解释上偏

气一元。若具有独特的兼容性，此种说法也是成立的。但是，郑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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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气理篇》中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就理对佛教的心和道教的气的局

限性进行了批判。《心气理篇》的理论展开较为系统化，不同于《三峰

集》许多句段有不同释义余地的特点。因此，就兼容性来说，有必要对

郑道传气一元论倾向明显这一问题再做考虑。

此种倾向在主张郑道传中和旧说立场的段落中表现尤为明显，而

只占两三行的其他文字来进行逻辑的铺展。例如，郑道传通过尽心认

为知性有存在的可能性，只因此论理符合朱子早年的理论主张，作者

就断定其属于中和旧说的立场。关于“此本心以穷理也”一句，起初为

寻找其与“尽心”之间的关联性而将其译为“以心为本而穷理”，之后为

讨论“良心”又将其改译为“以本心而穷理”。

高丽末朝鲜初期的学者们也许对中和旧说和中和新说的划分并没

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因此在性理学的继承过程中学说是有所变化可能

的。但是，小段落的言过其实和对问题意识的过分要求方面都有重新

讨论的必要。

5. 评价与展望

即使将论文探讨的范围仅限于韩国研究财团登载志，与韩国性理学

有直接•间接关系的论文数量也不计其数，因此有关研究对象的论文

有233篇。其中的部分论文处在性理学研究范围的是非灰色地带，除

这些论文，研究范围可以说非常广。这是由于性理学本身囊括了哲学•

政治•艺术•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从而，此多领域的接入方式在活跃发

展的同时，在个别研究角度适度限定研究范围和方法论，再重新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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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多种观点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性理学是的重要课题。

尽管研究如此多样性，研究大多仍然一如既往的倾向于以退溪和

栗谷为中心。人物分类下，包括与其他人物重叠的论文在内，退溪和栗

谷的相关论文高达65篇，在总研究论文的占比高28%。虽然退溪和栗

谷的相关研究共同成为了理气•心性论的探究主线，但除此之外，退溪

在艺术层面、修养论、以及教育意义方面也颇多见解。相比之下，不同

于退溪，栗谷的研究更多地偏于政治•经世。

在人物分类下，南塘的相关研究论文共8篇，仅次于退溪和栗谷。南

塘的相关研究主要以湖洛论争为主，此种倾向也能通过巍岩的相关

研究也相对较多（含与南塘的重复论文共4篇）这一事实得知。但是南

塘的相关研究中，人心道心说和其工夫•修养论的相关研究发表的同

时，对现代性应用的探索也在进行中，因此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变的可

能。另外，主要叙述正祖的政治哲学的论文较多，也是其特征之一。将

其政治层面和性理学联系，阐明了更深层次的思想道理。

不仅如此， 愚潭丁时翰、大山李象靖、农岩金昌协、星湖李瀷、艮

斋田愚等的相关研究也不在少数。以艮斋田愚为对象的研究相对较

为活跃，其与四端七情论辩•湖洛论争在内，与被划分为朝鲜时代主要

学术论争的后期心说（或明德）论辩间的关系对后代研究有重要影响。

愚潭丁时翰与大山李象靖、农岩金昌协、星湖李瀷等的相关研究反映

出了，对从退溪和栗谷时期延续至朝鲜后期的争议焦点和地形的关注

问题，所以，之后对性理学理论研究范围的逐渐扩大并多变值得令人

期待。

2016年研究现状显示，研究的大体走向与往年相似。依然是人物

研究上以退溪和栗谷为中心，主题上以四端七情论为中心的理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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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论为主要研究主题。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包括此倾向在内，湖洛论

争和朝鲜后期明德•心说论辩等也逐渐持续稳定走向主题化。并且，其

此为中心轴，对退•栗以后的重要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也似乎在持续扩

大化。若这些倾向持续发展，韩国性理学整体的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将进一步深化，这一点也值得令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