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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作为 「2016年韩国学界儒学研究成果分析与展望」报告的一部分，本

文综合分析2016年韩国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与「韩国实学」有关

之论文，以及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收集2016年发表的

韩国实学相关论文的目录，并按人物、主题进行分类，接着笔者对其

中主要的几篇论文进行详细的说明和评论，并简略谈及今后的展望。

相关论文主要选取自登录在韩国研究财团发表的学术期刊，并利用

RISS(学术研究信息服务)等数据收集系统提供的检索功能。

2016年韩国国内主要的学术期刊上刊载有关韩国实学的论文约有

49篇，博士学位论文约10篇，共计可以搜寻得到约59篇论文。为了能

一目了然地掌握整体论文的发表情况，本报告将这些论文按以下两种

方式归类：一、人物类别，二、主题类别。在人物类别下，又将依序细分

为：星湖学派、北学派、被认为是实学集大成者的丁若镛及崔汉绮、以

及其他人物等四类。而在主题类别之下则细分为：一、经学，二、哲学，

三、政治及经济，四、其他领域等四类。

2. 人物类别的分类

若将韩国实学相关的研究论文按照学派来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为：

星湖学派7篇，北学派6篇，与茶山有关的论文29篇，惠冈崔汉绮 1篇，

以柳僖为首的其他人物及主题研究16篇。

其中，与茶山有关的论文数量最多，对北学派和星湖学派的研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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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稍微增加了一些，而关于柳僖的学问世界及实学学术性质之集中关

注令人瞩目。

1) 星湖学派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Cho, Seong-ae 大学的「学而知之」-以『孟子疾
书』的尽心和知性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2 郑焘源
星湖左派的「自得」和从道学性
思考的离开-以茶山丁若镛为中
心

东洋哲学研究86 东洋哲学研究会

3 Choi, Jeong-
yeon

有关星湖李瀷「心说」的形成之
议论-以荀子说和三魂说为中心 韩国思想史学54 韩国思想史学会

4 徐根植

在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学
成立过程(2)-河滨愼后聃的《周
易象辞新编》中的《周易》解释
方法

韩国哲学论集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5 Chai, Miha 安鼎福的对新罗国家祭祀的理
解和其意味 韩国实学研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6 Kim, Dae-
joong 星湖和茶山的肉体经济学 韩国实学研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7 Choi, Jeong-
yeon

星湖李瀷的性理学:退溪理学的
批判性继承和西学的收容 博士论文 韩国学中央

研究院

研究星湖或星湖学派的论文有 4 篇，探讨与茶山之关联性的论文

有 3 篇。 其中有透过继承退溪性理学之批判的星湖性理学以及西学

受用的两方面，提出了研究的博士论文。 另外，以李瀷的心说以及荀

子和西学的三魂说为中心研究的论文，也与前面的研究倾向有着某种

程度上的关联性。 探讨星湖学派和茶山的继承方面的论文有3篇，透

过对于实学学派继承的方面及近畿实学的努力持续研究，可期待在

此一领域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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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学派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Kim, Yun-jo
李书九《望蜀联集》编纂和其
意味-《韩客巾衍集》以后所试
图的又一个的《四家诗集》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2 沈庆昊 正祖的文体政策和制述附加 震檀学报127 震檀学会

3 赵成山 燕 岩 集 团的夷 狄议 論 和《春
秋》 韩国史硏究172 韩国史硏究会

4 韩相一 北学派的实心艺术思想硏究 博士論文 成均馆大

5 Jeong, 
Seonghun

洪大容和朴趾源的作家精神比
较硏究:以《医山问答》和《热
河日记》为对象

博士論文 朝鲜大

6 Shin, 
Jeongmin

燕岩朴趾源的生涯和思想的敎
育性含意 博士論文 梨花女大

研究北学派的论文共有 6 篇，其中研究朴趾源及李书九、正祖的

论文各有一篇，研究洪大容和朴趾源的论文一篇，有关燕岩集团的论

文一篇，探讨北学派的论文一篇。 除了一篇思想层面的研究以外，其

他主要是对教育和艺术、文集方面的研究。 

3) 丁若镛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李昤昊 从朝鲜经学史的脉络看实学派
经学-以丁若镛的经学

韩国实学
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2 Kim, Ho
金浩

是新的中世纪或是后现代主
义—20世纪初的朱子学者曹兢
燮的丁若镛批判

韩国实学
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3 方浩范 
高明文 茶山对孔子天命思想的理解 韩国实学

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4 金文植 茶山丁若镛的乡礼理解 韩国实学
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5 李昤昊 茶山《大学》解释的经学史上
的位相

东洋哲学
硏究86 东洋哲学硏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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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6 Chung, Jee-uk
茶山丁若镛和日本古学派之比
较硏究-伊藤仁斎的 性论为中
心- 

东洋哲学
硏究88 东洋哲学硏究会

7 咸圭鎭
传统东亚思想的民主主意的可
能性:以丁若镛和黄宗羲为中
心

儒敎思想文
化硏究63 韩国儒敎学会

8 李叔禧
从丁若镛的人性论看「天人相
关」硏究:通过「 靈明」和「靈
知」的槪念

儒敎思想文
化硏究64 韩国儒敎学会

9
Park, Jae-Gahb
Chun, Chul
高在锡

茶山丁若镛的哲学性人间论硏
究 东洋哲学46 韩国东洋哲学会

10 张胜求 茶山丁若镛的自己治愈和幸福
观 哲学硏究139 大韩哲学会

11 Kim, Boo-chan 茶山丁若镛的身体观和修养论-
以「心经密验」为中心

东西哲学
硏究82 韩国东西哲学会

12 赵诚乙 解配以后(1818-1836)的茶山-
活动和著作 茶山学29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3 方仁 从「唐书卦气论」看解配期的
茶山易学 茶山学29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4 白敏祯
通过《周礼》六乡制解释看茶
山的经世构想─以「乡三物」和

「乡八刑」 論 议为中心
茶山学29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5 沈庆昊 丁若镛的解配以后之学问和春
川旅行 茶山学29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6 Ko, Seung-
hwan

对茶山丁若镛的权衡论的重新
解释─以对先进文献的考证
为 基础

茶山学29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7 金泰永 牧民心书的歷史的与现实的任
务 茶山学28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8 郑豪熏 18世纪牧民书的发达局面和
《牧民心书》 茶山学28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9 宋杨燮 《牧民心书》中茶山丁若镛对守
令的认识和地方行政的方向 茶山学28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20 蔡振豊 丁茶山的政治社会论:黄宗羲和
官箴书的观点 茶山学28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21 小川和也 日本的牧民书收容:以《牧民忠
告》和《牧民心鉴》为中心 茶山学28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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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22 方仁 丁若镛对春秋时代官占的见解 茶山学28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23 Um, Ki-suc 丁若镛的井田制论和兵农一致
的军制改革案

朝鲜时代
史学报79 朝鲜时代史学会

24 白敏祯
通过《牧民心书》看茶山丁若
镛的地方运营的政治的論理和
特征

东方学志176 延世大学校
国学硏究院

25 白敏祯
从《钦钦新书》的有关女性的
犯罪分析看丁若镛的女性认识
和时代的意味

东方学志173 延世大学校
国学硏究院

26 金庆姬
对《孟子》的朱熹•伊藤仁斎•丁
若镛的解释比较:以性•心•情为
中心

博士論文 成均馆大

27 Son, Sang- 
wook 丁若镛与基督敎的关系硏究 博士論文 湖西大

28 Kim, Hye-
ryeon

茶山丁若镛的宗敎疏通中所见
的实心伦理 博士論文 忠北大

29 Kim, Bo Rum 丁若镛著作集的形成和传承 博士論文 韩国学中央
硏究院

研究丁若镛的论文共有 29 篇，是所有人物研究分类中研究数量

最多的。其中哲学领域有11篇，经学5篇，经世10篇，研究解除流 配以

后的论文有 2 篇，研究文集的论文 1 篇。与上一年度一样，有许多研

究正在进行，也依然是以哲学和经学、经世领域为中心的研究。特别

是集中描绘《牧民心书》一点是一大特点。

4) 崔汉绮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具滋翼 惠冈崔汉绮的气学中所见的通
功易事论 韩国哲学論集48 韩国哲学史

硏究会

研究崔汉绮的论文共有一篇，是以经世方面来探讨气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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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金东敏 西陂柳僖春秋学的独自性和
体系性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2 Jang, Yoo-seung 硏究《方便子文录》的异本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3 Hwang, Mun-
hwan

从柳僖的《才物谱》批判看
《物名考》的差别性-以1807
年柳僖寄李晩永的书信为中
心-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4 具万玉 柳僖的对度数之学的认识和
《考工记图补注补说 》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5 Kim, Deok-su 西陂柳僖的江西诗学习与汉
诗作法的特征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6 Lee, Hun-chang 为综合理解实学概念的试论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7 Kang, Myeong-
kwan 京华世族与实学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8 Kim, Sang-jun
实学是一个吗?很多个吗?还
是从来就不存在的呢? —《 
未 来 实 学 》的方向探索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9 林荧泽 作为批判谈论的实学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10 小川晴久 实心实学槪念の歷史性と普
遍性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11 金钟秀 西溪朴世堂的刑罚考证立论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12 单纯 論儒家的“实心实政”思想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13 铃木规夫 实心实学槪念とイスラ一ム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14 文光均 磻溪柳馨远的漕运制度改革
论

朝鲜时代
史学报79 朝鲜时代史学会

15 刘基相
朝鲜后期湖南派实学者的风
水认识和风水生活:以 黄胤
锡、魏伯珪、申景浚为中心

博士論文 全北大

16 朴相映 朝鲜后期实学者的医学文献
硏究 博士論文 高丽大

人物及主题分类下共有 16 篇论文，比起去年增加了一些。 其中

关于柳僖的学问和实学学问性质的集中关注是以特辑的形式来研究。 

特别是探究实学家的医学文献的罕见研究备受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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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主题分类

按主题分类来看的话，与经学相关的论文有9篇、哲学领域19篇，政治

与经济领域15 篇，其他领域有6篇等。对于实学的哲学与思想，以及

政治与经济领域之研究增加这点值得瞩目。而与经学相关的研究也

和往年一样，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

1) 经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金东敏 西陂柳僖春秋学的独自性和体
系性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2 Cho, Seong-ae 《大学》的学而知之-以《孟子疾
书》的尽心和知性为中心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3 徐根植

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学
的成立过程(2)- 河滨愼后聃的

《周易 象辞新编 》中的《周易》
解释方法

韩国哲学論集48 韩国哲学史
硏究会

4 方仁 从「唐书卦气论」看解配期的茶
山易学 茶山学29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5 方仁 丁若镛对春秋时代官占的见解 茶山学28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6 李昤昊
从朝鲜经学之历史脉络观察 实
学派经学— 以丁若镛的经 学为
中心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7 李昤昊 茶山《大学》解释的经学史上
位相 东洋哲学硏究86 东洋哲学硏究会

8 金文植 茶山丁若镛的乡礼理解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研究经学的论文共有8篇，其中探讨《周易》的论文有3篇，《春秋》

1篇，《大学》2篇，和礼学相关的一篇，茶山的经学一篇。关于《周易》

和《大学》的论文和往年一样，是比较多的；关于柳僖春秋学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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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首次出现，而对于丁若镛经学的论文有6篇，此点最为显著。

2) 哲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具万玉 柳僖的对度数之学的认识和
《考工记图补注补说》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2 Lee, Hun-chang 为综合理解实学概念的试论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3 Kang, Myeong-
kwan 京华世族与实学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4 Kim, Sang-jun
实学是一个吗?很多个吗? 还
是从来就不存在的呢?—《未
来实学》的方向探索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5 Kim, Ho
是新的中世纪或是后现代主
义—20世纪初的朱子学者曹
兢燮的丁若镛批判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6 林荧泽 作为批判谈论的实学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7 小川晴久 实心实学槪念の歷史性と普
遍性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8 单纯 論儒家的「实心实政」思想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9 铃木规夫 实心实学槪念とイスラ一ム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10 郑焘源
星湖左派的「自得」和 从道学
性思考的离开-以茶山丁若镛
为中心

东洋哲学硏究86 东洋哲学硏究会

11 Choi, Jeong-
Yeon

有关星湖李瀷「心说」的形成
之议论-以荀子说和三魂说为
中心

韩国思想史学54 韩国思想史学会

12 赵成山 燕岩集团的夷狄议論和《春
秋》 韩国史硏究172 韩国史硏究会

13 方浩范
高明文 茶山对孔子天命思想的理解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14 Chung, Jee-uk
茶山丁若镛和日本古学派比
较硏究-以茶山和伊藤仁斎的
性论为中心

东洋哲学硏究88 东洋哲学硏究会

15 李叔禧
从丁若镛的人性论看「 天人
相关」硏究:通过「靈明」和

「靈知」的槪念

儒敎思想文
化硏究64 韩国儒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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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6
Park, Jae-Gahb 
Chun, Chul
高在锡

茶山丁若镛的哲学性人间论
硏究 东洋哲学46 韩国东洋哲学会

17 张胜求 茶山丁若镛的自己治愈和幸
福观 哲学硏究139 大韩哲学会

18 Kim, Boo-chan 茶山丁若镛的身体观和修养
论 - 以「心经密验」为中心 东西哲学硏究82 韩国东西철学会

19 Ko, Seung-
hwan

对茶山丁若镛的权衡论的重
新解释─以对先进文献的考
证为基础

茶山学29 茶山学术文
化财团

20 Choi, Jeong-
yeon

星湖 李 瀷的 性理学:退溪理
学的批判性继承和西学的收
容

博士論文 韩国学中央
硏究院

21 金庆 姬
对《孟子》的朱熹•伊藤仁斎•丁
若镛的解释比较:以性•心•情
为中心

博士論文 成均馆大

22 Son, Sang-wook 丁若镛与基督敎的关系硏究 博士論文 湖西大

23 Kim, Hye-ryeon 茶山丁若镛的宗敎疏通中所
见的实心伦理 博士論文 忠北大

探讨哲学问题的论文总共有23篇。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有8篇论

文针对实学的学术性质集中讨论，而在那之中也包含中国学者的论文

1篇、日本学者的论文2篇。在其余的论文中，有几篇比较引人注目的论

文，分别是：2篇丁若镛和伊藤博文的哲学比较之研究论文，以及 2篇

丁若镛学问的宗教层面之论文。 

3) 政治•经济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金钟秀 西溪朴世堂的刑罚考证立论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2 文光均 磻溪柳馨远的漕运制度改革论 朝鲜时代
史学报79 朝鲜时代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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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3 Chai, Mi-ha 安鼎福的对新罗国家祭祀的理
解和其意味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4 Kim, Dae-
joong 星湖与茶山的肉体经济学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5 咸圭鎭 传统东亚思想的民主主意的可
能性:以丁若镛和黄宗羲为中心

儒敎思想文
化硏究63 韩国儒敎学会

6 白敏祯
通过《周礼》六乡制解释看茶
山的经世构想─以「乡三物」和

「乡八刑」 論 议为中心
茶山学29 茶山学术文

化财团

7 金泰永 《牧民心书》的歷史性现实的所
任 茶山学28 茶山学术文

化财团

8 郑豪熏 18 世纪牧民书的发达样相和
《牧民心书》 茶山学28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9 宋杨燮 《牧民心书》中茶山丁若镛对守
令的认识和地方行政的方向 茶山学28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10 蔡振豊 丁茶山的政治社会论:黄宗羲和
官箴书的观点 茶山学28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11 小川和也 日本的牧民书收容:以《牧民忠
告》和《牧民心鉴》为中心 茶山学28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12 Um, Ki suc 丁若镛的井田制论和兵农一致
的军制改革案

朝鲜时代
史学报79 朝鲜时代史学会

13 白敏祯
通过《牧民心书》看茶山丁若
镛的地方运营的政治的 論 理
和特征

东方学志176 延世大学校
国学硏究院

14 白敏祯
从《钦钦新书》的有关女性的犯
罪分析看丁若镛的女性认识和
时代的意味

东方学志173 延世大学校
国学硏究院

15 具滋翼 惠冈崔汉绮的气学中之通功易
事论 韩国哲学論集48 韩国哲学史

硏究会

研究属于经世论的政治与经济的论文共有 15 篇。 其中最为突出

的是对丁若镛的《牧民心书》集中地进行讨论、而有6篇相关的论文

这一点。 此外，丁若镛与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比较之论文有2篇，此一

点也相当抢眼。 



170   第2编 韩国儒学

4) 其他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Hwang, Mun-
hwan

从柳僖的《才物谱》批判看
《物名考》的差别性-以1807年
柳僖寄李晩永的书信为中心-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2 Kim, Deok-su 西陂柳僖的江西诗学习与汉
诗作法的特征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3 Jang, Yoo-seung 硏究《方便子文录》的异本 韩国实学硏究32 韩国实学学会

4 Kim, Yun-jo 
李书九《望蜀联集》编纂和其
意味: -《韩客巾衍集》以后所
试图的又一个的《四家诗集》

韩国实学硏究31 韩国实学学会

5 沈庆昊 正祖的文体政策和制述附加 震檀学报127 震檀学会

6 赵诚乙 解配以后(1818-1836)的茶山-
活动和著作 茶山学29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7 沈庆昊 丁若镛的解配以后之学问和
春川旅行 茶山学29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8 韩相一 北学派的实心艺术思想硏究 博士論文 成均馆大

9 Jeong, 
Seonghun

洪大容和朴趾源的作家精神
比较硏究:以《医山问答》和

《热河日记》为对象
博士論文 朝鲜大

10 Shin, Jeongmin 燕岩朴趾源的生涯和思想的
敎育性含意 博士論文 梨花女大

11 Kim, Bo Rum 丁若镛著作集的形成和 传承 博士論文 韩国学中央
硏究院

12 刘基相
朝鲜后期湖南派实学者的风
水认识和风水生活:以 黄胤锡、
魏伯珪、申景浚 为中心

博士論文 全北大

13 朴相映 朝鲜后期实学者的医学文献
硏究 博士論文 高丽大

分类在其他类别的 13 篇论文是研究在著述中出现的特征或比较，

以及文学、艺术、教育领域的论文。 对于解除流配以后的丁若镛之学

问及活动进行的研究论文有2篇，而对医学与风水的研究也是对于扩

展领域有着 深远 意义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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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论文分析及评论

在 2016 年学术期刊中，关于实学的特辑以三个主题进行了企划。其

中《韩国实学研究》32卷以《西陂柳僖与师朱堂李氏的学问世界》以及

《重新思考实学》等問题为主题来制作了特辑。此外，《茶山学》中收

录了对于丁若镛的《牧民心书》的集中关注，以及全面审视牧民书的

特辑。其中「重新思考实学」的主题因为是和实学性质的规定相关的

重要问题，因此要仔细了解。

首先，Lee, Hun-chang在「为综合理解实学概念的试论」中提出了

历史学家想给予理解东亚的学问和近代史帮助的想法。他同意在韩中

日三国中大部分的儒学派都使用了实学一词这一点。 

其中笔者想把近代的儒学称为近代实学。他说：「明末以后，在中

国、朝鲜王朝还有日本德川等地的经世致用学、考证学等，使得对国

家制度、经济、科学技术等有用知识的讨论有着积极的进展；可以透

过对欧洲现代化有所贡献的启蒙主义这方面来评价近代儒学，亦即

近代实学。」而他不只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当时近代实学的成就。他进

行了如此的评价：「在门户开放以前，东亚只取得了欧洲科学的部分成

果，近代实学有用的知识不如欧洲的启蒙主义，先进的经济思想也停

留在重商主义的初期阶段。明末清初和朝鲜王朝的经世致用学虽然

在关于公理与物理的讨论上取得进展，却也没有脱离道德原理，科学

也只是初级水平的。虽然在18世纪的欧洲有着启蒙主义意识的人也

是少数，但是在东亚，实学的社会拓展幅度却更是狭隘了。」然而他说：

「近代实学在国家制度、经济和科学技术相关讨论的进展上，接近了启

蒙主义的有用知识。近代实学作为近代学问显然有其局限，但是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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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对学问有意义的进展，理应得到好评。」他提出了一个不得不以

近代时期相关的标准来判断近代实学的理由：「如果想要评价世界历

史的近代时期的学问发展的话，对于曾无法想象近代世界的东亚学者

来说可能会觉得委屈，然而对于进化成为近代学问和精神这点，不能

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标准。」

接着，金浩透过「是新的中世纪或是后现代主义—20世纪初的朱子

学者曹兢燮的丁若镛批判」表示想重新反思实学的近代性问题。他想

透过20世纪初期的岭南朱子学者曹兢燮对包含丁若镛在内的所谓实

学家们的严厉批判的眼光来重新研究实学的近代性问题。他说：「20

世纪初期岭南的一位朱子学者曹兢燮，批评茶山丁若镛的文章像是

酷吏的议论，以及苛刻地批评燕岩朴趾源的文章连将一个妇女教化

都无法，并与准备出版《燕岩集》的沧江金泽荣进行了争论。在韩医学

界被评为实学家的石谷李奎晙，是因极度的偏见和自大而受到谴责

的人，卞荣晚则被贴上了带有墨子四海平等主义的卷标。甚至还在读

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后，用『乳臭』来一口否决；对于当时袭来

的共和主义，也提出了对民粹主义危害的警告。」并介绍了曹兢燮对当

时思想界的批判。他透过「与时代背道而驰的思想家」来意识到对实

学未来的议论受到了批评这点，却还是这样做的理由是：「今日的韩

国，似乎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近代，进入后现代的门坎；在其他方面，则

彷佛置身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中心。新的实学讨论，要求我们要对今

日我们所处的时代状况进行深刻的反思。」做了如此的说明。 他认为，

曹兢燮承认茶山丁若庸的学问是伟大的著作，也认为将共和主义看

作是时代的必然而接受的开放姿态这点是有可能受到这样的批评的。 

因此，沧江金泽荣与曹兢燮商讨了燕岩集的编次；石谷李奎晙，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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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京城日报的社长时写过无数篇将日本殖民统治正当化的文章

的德富苏峰，并说曹兢燮的评论是他所求之不得的。他说，曹兢燮明

明是当代的朱子学者，却自称自己的学问是「实学」；因此他想看看曹

兢燮的实学，和现今我们普遍说的「实学」有什么不同，并透过这样的

议论，进而去激起找出新实学讨论的头绪。他把近代视为是自私的人

们的斗争；他也认为，代表人物为鲁索和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存在着

根本性的矛盾。他说：「这不是要不要把近代国家的暴力独占当作是

文明的证据的问题。 个人放弃了自身的自然权利(自由)，并为了安全

而遵守社会契约；然而保护社会的法(刑罚)是以『暴力』的方式来维

持的话，究竟法(刑罚) 是否为能好好保护社会的手段这点，要进行省

察才行。 」同时，也要求我们要以批判角度来审视想以近代为中心来

了解的实学的极限。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来说，在建立「看起来

与朱子学相比没有太大差异的曹兢燮的主张又重新被阅读的理由是：

因为随着法律的局限性，他对人类的善意之信任是相当珍贵的。」这

样的结论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做为一个重新思考在实学中真正的儒学

本质的契机。 

接下来，Kim, Sang-jun 在「实学是一个吗 ? 很多个吗 ? 还是从

来就不存在的呢 ? —『未来实学』的方向探索」中，从重新解释近代

世界史的「重層近代论」的视角出发，新颖地提出了实学讨论的有意

义性和有效性。他主张：「透过此一举措，可以获得对东亚的儒教史和

世界史的潮流中崭新的理解视角。」他这样的思维是由于一直以来明

显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观点，现在正被大大地动摇着。 他以「如

果过去对近代相关的认识、概念、理解受到大大的摇动及疑问的话，

那么实学的概念也难逃同样的处境」为前提，认为「在近代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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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过的『近代性是一个? 很多个 ? 还是没有呢 ? 』这样的讨论也应

该要出现在实学的讨论中才对。」他说：「实学，绝对不会是被一个时

代，或一个学派，又或者是一个国家所垄断的。也没有被某个特定的

集团，特别是学者或是大夫集团局限的理由。」并认为虽然每个时代

都不相同，但掌握在具体的历史中引导新的变化的体系和系统是很

重要的。因此，正如他将在朝鲜后期的社会中可看见的充满活力的自

我转换过程称为实学，透过在未来的历史中儒学活跃的自我开展过程，

描绘了未来实学的模样。 

接着，Kang,Myeong-kwan在「京华世族与实学」中表示：虽然可

以在朝鲜后期士族体系的自适应系统来说制度性改革论曾存在，但是

并不同意非要把它称为与近代有关的实学。也就是说，若是只指出制

度性改革论来说的话，大概可以被称为是「儒教经世学」。在壬辰倭乱

和丙子胡乱后，士族体制并没有向中国或日本一样崩溃。因此，有必要

解决当时在两乱以后被提出的问题，也必须更加巩固士族体制，所以

他们主张了制度改革论。其中，17世纪中期后成立的京华世族是提出

最缜密及最具体的制度改革论的，他们就是柳馨远、李瀷、洪大容、朴

趾源、丁若镛及徐有榘等所谓的实学家。他分析说：「虽然作为士族

体制的自适应系统的制度性改革论，从17世纪中期的柳馨远开始，到

19世纪中期的崔瑆焕为止， 不停地被提出，但是从未被好好地实现。

1930年代以后，韩国学界将自然学、技术学、文学、艺术、经学等加诸

在这制度改革论之上，建造成了宏伟的建筑；并称之为『实学』。」因

此，他建议首先应先从士族体系的自适应系统的层面来接近实学。 

其次，Kim, Dae-joong 在「星湖与茶山的肉体经济学」中提出：

「将肉体解释为饥饿，并透过星湖与茶山对与社会贫困问题有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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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肉体的脆弱之态度来接近实学思想」的特殊立场。透过这样的比

较分析，他提出这样的目标：「首先，藉由对一直以来被传统的『经世

致用学派』为名的同质范畴所束缚的星湖与茶山的差异点之关注，来

拓展对于实学史的认识层面。第二，探讨立足于『肉体性』的唯物论

之伦理学可能性，再藉此来探索新的实学研究方法论。」他对星湖做

出了这样的评价：「星湖对于自身肉体上的脆弱是坦率地讨论并接受

的。另外，也基于如此对缺陷的感知，来拓宽了对他人的共鸣。因此，

肉体的软弱，并非只是单纯需要被摆脱与克服的东西，而是成为了人

类关系间的链接。」然而他对茶山的看法为：「茶山实学是以建立公

共伦理为目标。但是该伦理性终究是能藉由精神上克服肉体上的软

弱而达成的。」因此，他做出了「星湖是把自己当作是平民来听取，反

面，茶山则偏向是把民当作统治对象。这样的差异也与茶山实学的国

家主义面貌有关」的评论。他分析认为：「茶山的实学是更强调精神

性、官僚与国家指向的知识，并拥有着道德优越意识；与此不同的星湖，

则是直接承认人类肉体上的软弱，并像是以蠹虫来比喻自己，来强调

自身与百姓的实际样貌，开启了从肉体性到物质性做为基础的伦理的

可能性。 」

接下来，李昤昊在「从朝鲜经学之历史脉络观察实学派经学—以丁

若镛的经学为中心」中，主张「茶山学认为应从连续性的观点去了解

朱子学，朝鲜朱子学则是应以断层面来了解。」从这点来看可得知：茶

山或朝鲜实学的经学认为透过与朝鲜朱子学的经学之比对考察，可以

确认其本质。 

最后，林荧泽在「作为批判谈论的实学」中表示：「考察的基本方

向是：以东亚的角度来考察从17~19 世纪的东亚国家建立的实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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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法论的层面来进行比较考察。」他指出了实学的局限性：「实学，

比起作为变革思想的方法论，似乎更具有具体性，但缺少现实性。而且，

也可能是在缺乏突破辛苦报酬堡垒的政治社会动力基础这点存在着

决定性之因素。即使不是全然没有认同实学运动的社会势力响应，却

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实学，被认为是作为启蒙思想，却无法跨越

自我界线的。」他评论道：「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

超越中华主义，日本的知识分子没有思考当前的中国与友好的方向；

韩国的情况则是：有主动并开放性思考的知识分子是少数，整体上也

无法摆脱华夷论之观念的束缚。」他主张：「在21世纪的今天，欲使实

学复活的话，应要引起对于原来的实学积极地批判与谈论，使学问水

平变得丰富；并且记起曾想获取历史意义的地方，以及要积极提出解

决当前现实问题的方案才行。」

5. 评价与展望

在2016年，也证实了对实学的研究正在多元地发展。特别是提出了对

实学的性质与未来展望的广泛立场，可说是讨论的重要的一年。对

朝鲜时代的实学性质与本质的接近也更丰富，并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

此外，对于作为近代性的实学研究有必要加强的理由，也依然提出了

重要的问题。另外，也有对未来实学至21世纪的实学方向和意义相关

的重要指出。

从整体来看，透过各式各样对实学家的集中关注，使其学问特点是

层出不穷的。此外，今年除了经学与哲学，经世论等领域之外，对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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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艺术等领域的研究也持续进行着，因此，可预想实学的学术成果会

是更加地丰富地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