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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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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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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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国际儒学上的影响力！

2017年12月15日

社团法人栗谷研究院理事长 尹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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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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大量的水平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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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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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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机构能够为国际儒

学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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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目 次

发刊词 ■ 尹丝淳    4

序文 ■ 崔英辰    6

第1编	 中国儒学
第1章	 先秦汉唐时期儒学研究 ■ 金东敏    13

第2章	 中国性理学研究 ■ 朴志勳    39

第3章	 明清儒学研究 ■ 宣炳三    61

第4章	 近代中国儒学研究 ■ 金贤优    85

第2编	 韩国儒学
第5章	 韩国性理学研究 ■ 裵帝晟    99

第6章	 韩国阳明学研究 ■ 宣炳三    141

第7章	 韩国实学的研究 ■ 许宗恩    159

第8章	 韩国经学思想研究 ■ 金庾坤    179

第9章 	 韩国近代儒学研究 ■ 金贤优    201

第10章	 “韩流与儒教”研究现状 ■ 林泰弘    217





中国儒学
第1编





金东敏

第1章 先秦汉唐时期儒学研究



14   第1编 中国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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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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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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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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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篇。其中包括博士学位论文13篇以及其他一般论

文77篇。按时间划分，它们包括先秦时期70篇，占了绝大多数，秦汉时

期有17篇，汉代以后至隋唐时期共3篇。2016年研究秦汉时期的论文

有17篇，与去年相比有大幅增加。本报告只选取了与儒学有关的论文，

共计65篇，其他研究诸子百家、老庄哲学或道教的25篇论文均被排除

在本次研究对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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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物分类

的话，分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其他与儒

家理论相关的人物——“其他人物”。按照主题分类的话，类别包括①

经学思想、②哲学、③政治经济、④宗教、⑤教育、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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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人物进行划分

在全部的65篇论文中，有关人物研究的论文共计30篇。按照人物进行

分类，可分为①孔子：11篇，②孟子：6篇，③荀子：5篇，④其他人物：8

篇。与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相关的论文共计22篇，

与其他人物即汉代儒家思想家——贾谊、董仲舒、王充、郑玄相关的

论文各1篇以及研究陆贾的论文5篇。相比2015年的调查结果，2016年

关于人物的论文数量与2015年的不相上下，前者为30篇，后者则是33

篇。在2016年的研究中，与孔子相关的论文相比去年数量仍旧保持稳

定，为11篇；但关于荀子的论文则从去年的11篇骤减为5篇；相反，研

究汉代儒学思想的论文则从3篇增加为8篇。在2014年和2015年的调

查中，大多数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先秦时期的人物，关于其他时期人物

的研究十分有限；但2016年的研究中，研究孟子和荀子的论文数量更

多，很多汉代代表儒学家也成为了研究对象。这也是2016年在“中国先

秦、汉唐时期儒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特征。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

注意到在8篇研究汉代的论文中，5篇都是由同一作者执笔。这也体现

出当前韩国学界在研究汉代儒学思想领域人才的缺乏。同时，关于汉

代以后到宋代之前这一时间段内儒学人物的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空

白。这要求学界在扩大儒学研究领域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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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Kim, Weon Kap 关于孔子“道”的研究—以《论
语》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韩国东西哲学会

2 金载京 反馈对幸福感产生的影响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3 韩国儒教学会

3 金载京 孔子的消极评价对其弟子自
尊心产生的影响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韩国儒教学会

4 Hwang Jeong Hee
和Yu Sung Seon

由孔子的“为仁由己”看道德不
安感——以哲学治疗中的不
安感缓解为中心

《孔子学》31 韩国孔子学会

5 Yi Seung Ryul 孔子的“共治”哲学及其五种框
架 《中国学报》76 韩国中国学会

6 Kim Hyeong Jung
孔孟提出的幸福之路——幸
福观的分析及其对当代的借
鉴意义

《儒学研究》37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7 Park Byoung Gu
关于内圣外王思想中君子政
治的研究——以孔子和孟子为
中心

《退溪学与儒
教文化》59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8 Lee Taik Yong 对《论语》中“乐”的考察 《东方学》34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9 Seo Se Young 重新解读《论语》“知”的概念 《东方学》34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10 Lim Heon Gyu 重新解读《论语》“仁”的概念 《东方学》34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11 Lim Heon Gyu 《论语》中道•德的涵义 《东洋古典
研究》63 东洋古典学会

2016年，与孔子以及《论语》相关的论文共11篇，略少于2015年的

16篇。具体来看的话，首先是一篇探讨孔子道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

将孔子之道规定为“人之路”或“真正做人”，指出孔子希望通过《论语》

中的道德和人伦等“道”思想，以及“好学”、“忠恕”等具体概念，以道的

实现为途径构建理想世界；同时文章还尝试对这一理想世界进行描绘。

其次，金载京的两篇论文则探讨的是孔子与其弟子的关系，以及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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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其弟子造成的影响。就第一篇论文来看，它表明了了孔子的反馈

与弟子幸福观二者存在的关系；而第二篇论文则探究的是孔子消极评

价对其弟子自尊心造成的影响。这都是之前研究中没有出现过的新主

题，研究成果对于当下学校及教育界具有借鉴意义。

Yi Seung Ryul的论文则是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共治主

义”——的角度探讨孔子的政治理论。作者认为“共治主义”具有德治

和礼治的特征，相信人性，其目的在于促进君臣间紧密协作、限制君

权、保障和强化臣权。作者从“共治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孔子政治理论所

具有的特点。在探究孔孟理论的两篇论文中，一篇是分析孔子和孟子

的幸福观及其对当代社会借鉴意义的论文，而另一篇则阐述的是君子

内圣外王政治及伦理之间的有机统一及其连贯性。最后，其他四篇文

章则是通对进一步体系化地分析《论语》中“乐”“知”“仁”“道•德”等概

念，在丰富孔子及《论语》中相关哲学概念含义的同时，也加深我们对

这些概念的理解。

2）孟子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Kim Won Hee 孟子的道德人间像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2 Kim Se Jong 孟子和荀子的心论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3 张元泰 孟子圣人论的涵义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3 韩国儒教学会

4 Kim Myeong Seok 孟子性善说合理性小考 《退溪学报》140 退溪学研究院

5 李宗雨 从孟子和荀子的伦理观看刑
法中的通奸罪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韩国儒教学会

6 Shim Hyun Sup 孟子和荀子审美的比较研究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 儒
学研究所



18   第1编 中国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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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2015年相比，数量相同。去年的6篇论文中也有一篇

是博士学位论文，而今年则有两篇。可见？仍然是儒学研究领域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两篇博士学位论文都是从心理学层面对孟子伦理理论

进行探究。《孟子的道德人间像研究》探讨的是作为人间道德原则的

四端如何表露为道德人间像的过程。作者认为孟子的道德论是从心

学的角度对孔子“仁”思想的进一步整理和深化，对于现代社会中各种

人际关系中问题的解决具有启示作用。《孟子和荀子的心论研究》一文

围绕“人心之用”的问题，探讨了孟子和荀子对于心的哲学思考。这篇文

章的特色之处在于它通过灵活运用当代心理学和神经学研究成果的

方法，重新解释了先秦时期哲学中的争论点。

探讨孟子圣人论和性善说的两篇论文对既往已有的研究成果进

行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深化，从而加深了我们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张元

泰的论文《孟子圣人论的涵义》认为与法家或荀子的主张不同，孟子

的圣人论体现了先秦时期儒学的特征，是孟子哲学的核心主题。Kim 

Myeong Seok的论文《孟子性善说合理性小考》则主张孟子把人的

感觉欲求与道德倾向都视为人的本性，由此采用了一种与先前讨论孟

子性善说论文所不同的新方式。

3）荀子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Jeong Young Su 对荀子学问观的考察 博士学位论文 忠南大学

2 Lee Eun Ho 探究荀子对《书》的引用情况 《东洋哲学
研究》85 东洋哲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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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3 Lee Hae Young 荀子对弟子的评判——以批判
墨子为中心

《东洋哲学
研究》86 东洋哲学研究会

4 Chung Yong Hwan 探究荀子经验主义式的真理
观及治道论的两面性

《东洋哲学
研究》82 东洋哲学研究会

5 Kim Do Il 《荀子》中的“谦”——以仲尼篇
和臣道篇为中心

《中国学
报》76 韩国中国学会

与2015年的11篇相比，2016年荀子相关的论文大幅减少到仅有5篇，

数量与2014年相近，2014年研究荀子的论文也只有4篇。2015年，2014

年的研究内容不仅有分析荀子哲学核心内容的，也有从现代的视角重

新审视荀子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的，内容十分多样、广泛。与

此相比，2016年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则相对数量有限、内容也较为单

一。

首先这里要介绍的是一篇博士论文——《对荀子学问观的考察》。

这篇论文分析了荀子道德哲学对现代意义上感情的看法。文章具体阐

释了荀子哲学体系对感情的定义及对感情发展过程的描述。论文的目

的是通过解释感情启发，来探讨感情启发对实现道德之人的影响。

Lee Eun Ho的论文则试图通过分析整理荀子对《书》的50多处引

用来解释荀子思想的特征。他的这种尝试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

先秦时期经学史的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Lee Hae Young的论文则

通过节选作为荀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荀子对弟子（墨子）评判，

来展现荀子思想的基本特点和风格。作者在文中指出，荀子试图用礼

来调节和控制欲望，以实现社会安定。Chung Yong Hwan 的论文

《探究荀子经验主义式的真理观及治道论的两面性》一方面肯定了荀

子经验主义式的真理观及治道论所具有的重要哲学史意义，另一方面

则指出这种思想可能会成为加强圣王王权的统治术，从而限制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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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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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 Jong Gyu 贾谊“人性论”研究 《中国学论丛》52 韩国中国

文化学会

2 Cho, Won Il 陆贾政治思想研究 《东西哲学研究》	
84

韩国东西哲学	
研究会

3 Cho, Won Il 陆贾“人性论”研究 《退溪学论丛》	
28

退溪学釜山	
研究院

4 Cho, Won Il 陆贾“君主论”思想研究 《东洋哲学研究》	
88 东洋哲学研究会

5 Kim, Yea Ho 新语的道儒论研究 《中国学报》75 韩国中国学会

6 Kim, Ju Chang
物学起点，董仲舒哲学的辨证
思维：以一气、感应、民主概念
为中心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7 Cho, Won Il 王充的人性论研究 《东西哲学研究》	
82

韩国东西哲学	
研究会

8 Park Dong In 郑玄三礼注的礼学精神及政治
意义 《儒学研究》35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其他人物类别的分类下，与2014年的6篇和2015年的4篇相比，2016

年这一方向的研究不仅数量有所增加，研究领域也更加广泛。与此前

相同，这8篇论文都研究的是汉代思想家。近几年以来，关于研究汉代

以后到宋代之前思想家的论文凤毛麟角。今年这一分类下研究成果特

点是尽管论文数量有所减少，但是研究内容基本上覆盖了汉代所有的

知名思想家。同去年一样，研究陆贾和贾谊的论文都是由同一作者执

笔的。

这些论文中有两篇论文最为瞩目。首先是与董仲舒相关的论文，这

篇论文将董仲舒的思想定义为“物学”，体现出了与以往论文不同的研

究方法。以往的论文大多从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出发，认为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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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神学的内容，因而对其进行批判；相反，Kim, Ju Chang的这篇

论文则认为天人感应理论作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是一种宇宙社

会现象，因而具有浓厚的唯物主义色彩。Park Dong In的论文从当时

的时代背景出发对郑玄的三礼注进行探析，而非单纯从经学或礼学

的层面对其进行分析。Park Dong In认为郑玄的经学和三礼注是为了

打破当时混沌的时局而构建的理论。郑玄提出经学和三礼注目的在于

巩固和维护当时的政治体制，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此外，作

者还从思想史的层面解释了郑玄经学的重要意义。

3. 按照主题分类

按照主题分类，有①经学思想17篇，②哲学36篇，③教育8篇，④政治

经济6篇，⑤其他4篇。与2015年相比，经学思想相关研究小幅增加，哲

学相关论文则略有减少。教育方面的论文则从9篇大幅减少为3篇，而

政治经济领域及其他主题的论文数量则基本与去年相同。从整体上

来看，今年的论文研究数量从去年的71篇减少为65篇。另外，今年最

明显的特征是经学领域及教育领域论文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

具体来看，经学思想领域研究最多的主题还是一直以来热门的

《周易》，共有5篇相关论文。此外还有关于《尚书》、《诗经》、《周礼》、

《春秋》等各种经典的研究。此外，还有三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今年

最新出土的文献。此外，还有两篇论文研究的是之前研究较为冷门的

汉代谶纬书籍以及郑玄的思想。笔者认为经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

构建中国哲学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哲学领域中，除了上述提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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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外，还有研究孝、天和天人合一、比较儒学和佛教人性概念、以

及易之无咎等主题的论文。2015年的13篇论文探讨的主题相对分散，

范围也较广；相反，2016年的论文主题则相对集中，研究范围也比较

窄。

1）经学思想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Sung Si Hun 先秦时期对《尚书》思想特征的
研究：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2 Lee Kyu Hee 关于《周易》道德实践原理和方
法的探讨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3 元勇准
Won Yong Joon 关于《左传》预言记录的考察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3 韩国儒教学会

4 元勇准
Won Yong Joon

清华简书法的特征及其易学意
义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韩国儒教学会

5 安承宇
An Seung Woo

《周易》对危机情况的隐喻及“害
怕”感情的体系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韩国儒教学会

6 李殷镐
Lee Eun Ho

《禹贡》 和而不同的共同体模
范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6 韩国儒教学会

7 元勇準 对出土文献中《周易》研究的方
法论考察 《东洋哲学》45 韩国东洋

哲学会

8 Won Yong Joon 对《周易》中“中”概念的原义及
其变化的考察

《韩国哲学
论集》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9 Kim In Gyu 周礼的体制和儒学理念 《退溪学论丛》28 退溪学釜山
研究院

10 Park Sun Cheul 诗经中出现的中国思想的源流
性研究 《中国学论丛》51 韩国中国

文化学会

11 Cho Won Il 《诗经》和《尚书》的天人关系
研究 《中国学论丛》51 韩国中国

文化学会

12 Seo Jeong Hwa 儒教经典对周代宗庙的功能及
其意义的理解

《东西哲学研究》
82

韩国东西
哲学会

13 Yoon Seok Min 《周易》的忧患意识及占辞的可
变性 《中国学报》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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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Bang In 和
Seok Min Hyun

易纬《通卦验》的产生时期及卦
气说 《儒学研究》37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15 Park Sung Jin 《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和
倾向性 《中国学报》77 韩国中国学会

16 朴大成
Park Dae Seong

汉代春秋学成立之前春秋观的
考察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韩国儒教学会

17 Park Dong In 郑玄三礼注的礼学精神及政治
意义 《儒学研究》35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与去年经学思想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书五经相比，今年的研

究对象还包括了《周礼》、《三礼》、《易经》以及新出土的文献等，研

究范围更加广泛。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一篇以新出土的文献为中心

对《尚书》进行研究的。作者在充分认识到汉代以后修订或创作的文

献在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中优势，在考察青铜器时期铭文及战国时期

竹简的基础上，从思想史的角度阐明了《尚书》的发展历程，以及生活

在先秦时期人们的思想情况。

在这些论文中比较有新意的是两篇对既往较少研究的儒学经典进

行探究的论文，例如Kim In Gyu的《周礼的体制和儒学理念》一文，

Bang In 和Seok Min Hyun的《易纬<通卦验>的产生时期及卦气

说》一文，以及朴大成的《汉代春秋学成立之前春秋观的考察》。Kim 

In Gyu认为，周礼以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为基础，包含了儒家的礼治理

念及仁思想；礼治的实现应当依赖于百姓自发的参与，这也直接反映

了儒家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政治论。Bang In 和Seok Min Hyun的

论文则围绕集汉代天文科学及易理论之大成的易纬展开。这种对易纬

的探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先前经学领域中较为生疏的谶纬以及汉代

象数学的理解。最后，《汉代春秋学成立之前春秋观的考察》一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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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评价为是春秋研究领域的基础性成果。这是因为以往的春秋经

学研究大多从汉代春秋三传开始，而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则认为作为

春秋学理论根本的“微言大义”理论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协商妥

协的产物。通过分析诸子百家的春秋观，作者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

此外，作者还通过比较《孟子》和《公羊传》，具体分析了春秋学理论

的形成过程。

2）哲学研究领域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Kim Weon Kap 对孔子道的研究——以《论
语》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圆光大学

2 Kim Won Hee 孟子道德的人间像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3 Jeong Young Su 荀子道德哲学的感情论 博士学位论文 全南大学

4 Kim Se Jong 孟子和荀子关于“心论”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5 Sim Do Hee 古代儒学的“孝”思想及其特
殊性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6 张元泰
Chang Won Tae 孟子圣人论的涵义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3 韩国儒教学会

7 李宗雨
Yi Jong Woo

从孟子和荀子的伦理观看刑
法中的通奸罪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韩国儒教学会

8 Lee Eun Ho 探究荀子对《书》的引用情况 《东洋哲学
研究》85

东洋哲学
研究会

9 Lee Hae Young 荀子对弟子的批判——以对
墨子的批判为中心

《东洋哲学
研究》86

东洋哲学
研究会

10 Lee Yun Jeong 从天人合一的角度看认识和
实践性学习的结合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1 Kwon Sun Hyang
Chi Chun Ho

探究儒学和佛教人性概念的
关系——以《论语》和《大乘
起信论》为中心

《儒学研究》36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2 Kim Hyeong Jung
孔孟提出的幸福之路——幸
福观的分析及其对当代的借
鉴意义

《儒学研究》37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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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3 Shin Soon Jeong 《论语》“性心”和“乐”的结构 《韩国哲学
论集》51

韩国哲学
史研究会

14 Yoon Seok Min
从叙述哲学的角度重新解读

《论语》——以子路的人性涵
养为中心

《韩国哲学
论集》51

韩国哲学
史研究会

15 Lee, Taik Yong 对《论语》中“乐”的考察 《东方学》34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16 Seo Se Young 重新解读《论语》中“知”的概
念 《东方学》34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17 Lim Heon Gyu 重新解读《论语》中“仁”的概
念 《东方学》34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18 Joo Young Ah 《论语》中诗的考察 《东方学》35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19 Lim Heon Gyu 论语中“道•德”的涵义 《东洋古典
研究》63 东洋古典学会

20 Bin Dong Choel 探究中国古代“天”和“上帝”概
念的同一性 《孔子学》30 韩国孔子学会

21 Jeong Young Su 以“乐”调节情绪——以《荀子•
乐论》和《礼记•乐器》为中心 《孔子学》30 韩国孔子学会

22 Cho Woo Jin 以沟通为目的的《周易》无咎
理论 《孔子学》30 韩国孔子学会

23 Cho Woo Jin 吝的小考——以《易经》为中
心 《孔子学》31 韩国孔子学会

24 Yoo Heun Woo 《论语•季路问事鬼神》的考究 《孔子学》31 韩国孔子学会

25 Kim Myeong Seok 孟子性善说合理性小考 《退溪学
报》140 退溪学研究院

26 Chung Young 
Hwan

探究荀子经验主义式的真理
观及治道论的两面性

《东西哲学
研究》82

韩国东西
哲学会

27 Park Young Woo 易象，为己之学的解释机制 《中国学报》75 韩国中国学会

28 Kim Do Il 《荀子》中的“谦”——以仲尼篇
和臣道篇为中心 《中国学报》76 韩国中国学会

29 Kim Yea Ho 新语的道儒论研究 《中国学报》75 韩国中国学会

30 Cho Won Il
Kim Jong Gyu 贾谊的人性论研究 《中国学论

丛》52
韩国中国
文化学会

31 Cho Won Il 王充的人性论研究 《东西哲学
研究》82

韩国东西
哲学会



26   第1编 中国儒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32 Cho Won Il 陆贾的人性论研究 《退溪学论
丛》28

退溪学釜
山研究院

33 Cho Won Il 陆贾的君主论思想研究 《东洋哲学
研究》88

东洋哲学
研究会

34 Kim Ju Chang
物学起点，董仲舒哲学的辨证
思维：以一气、感应、民主概
念为中心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哲学研究领域共34篇论文，其中研究先秦时代的论文有28篇，汉

代的有6篇。除去上文在人物分类中已经列举或探讨的论文之外还有

9篇。首先这里要介绍的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即Sim Do Hee 

的《古代儒学的“孝”思想及其特殊性研究》。这篇文章探究的主题是

作为东方思想代表的“孝”思想，作者通过分析“孝”思想的形成和变化

过程，试图将儒学的“孝”思想区别于其他文化以强调其特殊性。这篇

论文在阐述“孝”思想是如何从家庭伦理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及天下统

治伦理的同时，尖锐的批判了“孝”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局限性。作者

反对将儒学“孝”的概念僵化的做法，他强调我们必须重新解读“孝”思

想，以使其符合当代共同体的思潮，从而发挥传统思想的现代价值。

Bin Dong Choel的《探究中国古代“天”和“上帝”概念的同一性》

则是以最近中国考古学的新成果为出发点，探究了中国古代“天”和“上

帝”概念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作者通过分析甲骨文和铭文上对这两

个概念的记载，深入地探讨了这两个作为儒学核心概念的词语在被披

上伦理及哲学色彩之前的概念渊源。Lee Yun Jeong的《从天人合一

的角度看认识和实践性学习的结合》则分析了作为儒学思想学习论和

修养论源泉的“天人合一”概念的涵义。作者将天人合一作为儒学的终

极理想，探讨了人通过认识和实践学习实现天人合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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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 Woo Jin的两篇论文《以沟通为目的的<周易>无咎理论》以及

《吝的小考——以<易经>为中心》从现代的角度对《周易》的概念重新

进行了解读，这对于发掘儒学的现代意义具有重要作用。作者在第一

篇论文中通过分析《周易》的“无咎”概念，指出“无咎”对于我们在现

代社会中寻找正确的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和方法具有重

要意义。第二篇论文则分析了《周易》“吝”的概念在个人生活中，如何

促进了个体与他人的沟通。作者认为，《周易》不仅在当代社会也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其中还蕴含着深厚的人生哲理和丰富的人生智慧。

3）教育领域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金载京
Kim Jack Young 反馈对幸福感产生的影响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3 韩国儒教学会

2 金载京
Kim Jack Young

孔子的消极评价对其弟子自尊
心产生的影响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韩国儒教学会

3 Go Jae Suk 关于《论语》中人性教育评价
标准之理论基础的研究

《东洋哲学
研究》88 东洋哲学研究会

与2015年的7篇相比，2016年关于教育主题的研究较少，只有3篇。

金载京的两篇论文探究的是孔子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方式，

以及这些方式对其学生造成的影响。第一篇论文是关于孔子的反馈

如何提高了学生的满足感以及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而提高了学

生的幸福感。第二篇论文则分析了孔子的消极评价如何导致了孔子及

其弟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种紧张关系如何进一步影响了其弟子

的性格，以及对他们自尊心造成的影响。这两篇文章都集中探讨了孔

子的这些行为如何增强了学生的自尊心，激励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对于

当代学校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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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Jae Suk《关于<论语>中人性教育评价标准之理论基础的研究》

一文则以《论语》中孔子的人性教育为中心，探究了如何开发出能够应

用于当代学校教育中的人性教育评价标准。虽然东方的传统教育多强

调以人性教育为本的全面素质教育，但是这一教育方法在当代教育的

诸多方面，例如人性意义、教育内容、具体的评价标准或方法、以及是

对当代教育环境的适用性等都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此，作者为了构建

更为客观的、用于评价人性指数的新标准，围绕《论语》中的“仁”，详

细解释了实现“仁”的方法，并列举了重要道德品质。虽然作者提出的

这种评价标准还处于研究阶段，它的现实适用性也有待考察，但是考

虑到这种评价标准对于重新审视东方人性标准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以及其潜在的适用性，我们还是应当积极评价作者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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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镇万
Cha Jin Man

考察《春秋左氏传》中郑子产
的外交政治

《东洋古典
研究》65

东洋古典
研究会

2 Park Byoung Gu
关于内圣外王思想中君子政治
的研究——以孔子和孟子为中
心

《退溪学与儒
教文化》59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3 Yi Seung Ryul 孔子的“共治”哲学及其五种框
架 《中国学报》76 韩国中国学会

4 Cho, Won Il 陆贾政治思想研究 《东西哲学
研究》84

韩国东西哲
学研究会

5 Park Dong In 《白虎通义》的儒家哲学及其政
治意义 《阳明学》 44 韩国阳明学会

6 Park Dong In
《白虎通义》的创作过程及其政
治意义——拥护王权和限制王
权的矛盾性

《儒学研究》36 忠南大学 儒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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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6篇论文研究的都是政治领域。其中《考察<春秋左氏传>中郑子

产的外交政治春秋左氏传》主要研究了春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政治

家——郑子产的政治理论，这为我们理解作为先秦时期儒学哲学重

要舞台的春秋时代政治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作者根据《左传》的内容，

将郑子产的政治定义为正名的政治，主张郑子产以其超乎寻常的洞察

力，开展了以名分为依据的自立外交。可见，关于春秋时期主要政治家

的正名政治与儒学代表人物——孔子的正名论之间差异的主题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

同时，Park Dong In的两篇论文，以汉代今古文论学结晶——《白

虎通义》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当时儒学的特征及其政治意义。作者在

文中介绍了《白虎通义》的成书背景，指出《白虎通义》是班固根据章

帝时期在白虎观组织的经学大辩论的内容撰集而成的著作，这意味着

《白虎通义》中的儒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白虎通义》是反映汉代

儒学的代表作，通过研究它，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汉代儒学与先秦

时期或宋朝儒学的区别及其特殊性。

5）其他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Kim Yun Ju 《周易》生生思想的书图美
学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2 Lee Soon Ok 东汉书论的美学思想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3 Lee Young Mo 探究把“思无邪”作为艺术
评价普遍标准的可能性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3 韩国儒教学会

4 Shim Hyun Sup 孟子和荀子审美的比较研
究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 儒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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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5 Hwang Jeong Hee
和Yu Sung Seon

由孔子的“为仁由己”看道德
不安感——以哲学治疗中
的不安感缓解为中心

《孔子学》31 韩国孔子学会

在其他论文研究方面，一共有5篇论文，其中有4篇是关于美学思

想的内容，剩下的1篇是以孔子思想为基础探讨哲学治疗的可能性。首

先，Kim Yun Ju的博士论文《<周易>生生思想的书图美学研究》从

美学的角度研究了“生生”原理，这一原理主要分析了《周易》中关于宇

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法则。文章的核心在于强调《周易》“生生的”美学

思想是对“自然生生不已、充满生意”的追求；东方书画艺术便是这种

思想熏陶下的产物。Lee Young Mo《探究把“思无邪”作为艺术评价

普遍标准的可能性》一文首先指出，“思无邪”是孔子评价诗歌总集《诗

经》的著名观点，文章继而围绕是否可以将“思无邪”应用于全部艺术

形式的内容进行了探讨。目前关于“思无邪”的研究多从伦理学的角度

展开，而本文则尝试从美学的层面对其进行剖析。作者之所以能够提

出这种独树一帜的分析方法在于作者关于“思无邪”是欲望和志向等心

活动产物的认识。

Hwang Jeong Hee和Yu Sung Seon的论文《由孔子的“为仁由己”

看道德不安感——以哲学治疗中的不安感缓解为中心》则围绕最近热

议的哲学治疗展开。文章认为孔子“仁”的思想是仁的本性，回归本性

是实现道德性回归，即缓解道德不安感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这种

关于儒学思想在哲学治疗中应用前景的探究对于我们从更大范围上

理解儒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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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论文分析及其评价

以上笔者从分类的角度，简略地介绍了人物和主题分类下的相关论文。

这篇报告中收录的65篇论文都是研究者专业知识和努力的结晶，他们

不仅是学者们珍贵的成就，也是韩国学界不可多得的财富。作为学术

报告，笔者本应该分别对这些论文的内容及其核心思想进行具体详细

的介绍，但是鉴于篇幅有限，此处笔者只选取了两篇论对其进行详细

的学术分析和评价。这两篇论文的立题都十分新颖，它们研究的都是

目前韩国学界较少涉及的、关于战国时期到汉代儒学思想的主题，而

非较热门的、先秦时期汉代儒学思想形成过程或其思想特征的主题。

首先要介绍的论文是《<白虎通义>的儒家哲学及其政治意义》。这

篇论文通过研究汉代儒学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揭示了汉代儒学发展

的实际情况及其学术特征。汉代是儒学成为官学的时期，而在这一过

程中，董仲舒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白虎观大辩论是为确立后汉皇权至

高地位而召集的会议，这次辩论的内容被编录在了《白虎通义》中。而

《<白虎通义>的创作过程及其政治意义——拥护王权和限制王权的矛

盾性》是这篇论文的先行之作。它具体介绍了白虎观大辩论召开的背

景以及《白虎通义》一书的性质。虽然白虎馆大辩论宣称其目的在于

讲论五经同异，但事实上却反映了章帝强烈的政治意图。章帝希望通

过这场辩论解决自后汉建立以来积压的各种政治问题，从而强化以

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内容都被记录在了《白虎通义》中。

因此，我们可能会认为《白虎通义》应当主要记录的是关于如何加强

皇权和封建等级秩序的理论或政策。但事实上，除了主张加强王权之

外，书中还提到了儒学士大夫们试图采取一些限制王权的措施，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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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白虎通义》的内容既包括了加强皇权的内

容，也包含了限制皇权的内容。

以第一篇《<白虎通义>的创作过程及其政治意义——拥护王权和

限制王权的矛盾性》为基础，作者在第二篇论文——《<白虎通义>的

儒家哲学及其政治意义》中，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具体分析了《白虎

通义》中体现的儒家哲学的特点，并就“如何构建以皇权为中心的封

建统治体系”展开了探讨。换言之，《白虎通义》通过把天子和百姓直

接联系在一起，试图构建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一元化统治。为了将这

种说法合理化，《白虎通义》还突出强调了王权说和重民理论。同时

它还在吸收儒学传统礼法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把百姓与皇帝

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新礼法，从而合理化了百姓作为皇帝直接统治对象

的地位。这本书还特别重视通过构建封建伦理纲常来构建封建等级

秩序。它主张上至皇帝，下到普通百姓，都难以摆脱三纲六纪的伦理，

三纲六纪的伦理秩序是不受外界压力，永恒不变的封建等级秩序。作

者认为，《白虎通义》一书中反应的儒学思想是章帝精心筹划的政治

产物，也是后汉时期儒学思想中的重要特征之一。

笔者也赞同作者的这一主张，即《白虎通义》中的儒学思想切实反

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及政治现实。通常而言，我们都认为大多数汉代

的经学辩论只是单纯的学术讨论，但其实这些辩论的性质更接近于

具有鲜明政治目的政治辩论。白虎观大辩论尤其如此，它不仅是章帝

精心策划、组织的辩论，辩论内容也多围绕如何实现以皇帝为中心的

一元化社会等政治内容而展开。虽然这场辩论也因为要探讨如何纠

正五经同异，以及建立统一的经典解释标准等内容而吸引了众多学者，

但是因为章帝直接主持并规定了经典解释的方向，所以我们必须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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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辩论内在具有的强烈政治色彩。

就文章的不足之处而言，论文的主题虽然是探究《白虎通义》中体

现的儒家思想，但作者却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构建以皇帝为中心的

封建统治体制的政治目的对《白虎通义》造成的影响”；而关于儒学思

想的内容等却很少。鉴于白虎观辩论的目的在于统一经典解释，我们

可以大体推测，在编撰《白虎通义》一书的过程中，学者们应该围绕经

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对此作者却没能给出说明。事实上，经学辩

论大多都围绕公羊学和左氏学在政治领域的尖锐对立展开。当时，左

氏学为了加强皇权，提出了弱化诸侯权力，禁止大夫遂事等建议，还主

张合理化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体系。因此，章帝试图将辩论的核心主

题引到对左氏学理论的探究，从而使这场辩论为构建以皇帝为中心

的一元化权力秩序服务。公羊学作为与左氏学相对立的代表学派，在

这一问题上则与左氏学针锋相对。《白虎通义》对此都进行了详细的

记载。笔者认为，作者在分析《白虎通义》一书的性质时，也应该围绕

春秋学领域展开的辩论来进行。而这场辩论的核心就在于把《春秋》

中关于天子和诸侯关系，诸侯和大夫权力等内容与现实政治相结合，

从而为实现绝对皇权的合法化服务。  

由于这篇论文关于以上内容的分析笔墨较少，而着重于从章帝的

政治目的以及当时的政治情况的角度对《白虎通义》进行分析，所以

我们很难评价说这篇论文对《白虎通义》的儒家哲学进行了详细完整

的探讨。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文中简单介绍了《白虎通义》中提

及的关于经学辩论的核心问题，并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这场辩论的看

法。此外，这篇论文还对目前学界关于《白虎通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

总结，对此我们应当积极肯定其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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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要探讨的第二篇论文是《关于<左传>预言记录的考察》。一

般而言，研究先秦时期孔子和孟子等代表人物的儒学思想与研究秦汉

时期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无论是在学问的性质还是内容上都会

有很大的差异。不同于先秦时期，在秦汉时期，阴阳五行论或天人关

系论是治学的基础，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儒学思想也带有形而上学和

宇宙论的色彩，以及宗教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这篇论文围绕《左

传》预言记录中反映的儒家伦理理论，探讨了这一理论对秦汉儒家思

想发展造成的影响。

目前关于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汉代初期儒学家陆

贾和贾谊，以及开创汉代儒学主流的董仲舒的思想展开，在探讨这些

学者的理论时，也多从当时时代背景的角度进行，常常忽略对他们思

想产生缘由的探究。这篇论文在这一方面独树一帜，作者在文中指出，

《左传》中体现的儒家伦理思想与先秦时期的时代背景不相符合，而

这些思想却在战国末期到先秦时期发展成为了儒家思想的一个独立

门派。具体来说，《左传》的预言记录不符合当时先秦时期的时代背景，

其中体现了很多后来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特征，这说明，《左传》预

言记录中的一些主张可能对后来汉代儒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当前的研究虽然也指出了秦汉时期和先秦时期儒学思想的差别，

但却未能解释这种差异形成的过程以及发展的情况。但是这篇论文

却从《左传》的预言记录出发，详细地阐述了儒家思想从先秦时期到

秦汉时期的变化过程，从而敏锐地发现了了儒学思想的这一变化情况。

作者通过对《左传》预言记录的分析，发现了先秦儒学思想的新特

征——蕴含着从战国末期到汉代初期盛行的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关

系理论的思想。此外，作者还指出，《左传》的预言其实是从儒家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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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对《周易》未来预言式的咒术进行重新解读。作者认为《左传》

通过借鉴阴阳五行论和天人关系等理论，提出了新的儒家伦理，这相

当于是在战国末期就预见到了汉代初期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具体来说，

当时的黄老道家思想以天人关系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套统一帝国

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为了适应当时的时代趋势，

儒学思想也需要创造出新的、区别于先秦儒学思想的新理论，这种尝

试的结果就是《左传》的预言记录。儒学理论家们在《左传》中阐发了

与道家思想不同的、新儒学伦理思想。为了进一步克服道家思想的缺

陷，实现儒学的正统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家们进行了新的尝

试。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左传》是从战国末期到汉代初期众多儒学

家们努力的结晶。其内容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周易》未来预言式的占卜

术，而是扩展到了对以人的道德和伦理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理论的探讨。

这种伦理理论是天道与人道的结合，是咒术与伦理的统一，这就使得

《左传》预言记录体现出了与先秦伦理理论截然不同的特征，而这种

新的特征恰恰是为适应战国末期到汉代初期的新时代形势而产生的

必然结果。因此，《左传》的预言记录集中体现了从先秦时期到秦汉

时期转折过程中儒家理论的过渡性特征。这对以后汉代儒学思想的

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学界在战国末期或汉代初期思想界或儒学思想的研究方面、

在《左传》或《公羊传》等代表经典的解读方面仍然进展缓慢。在这

种背景下，这篇论文可谓是架起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断代思想史的桥

梁，也为我们理解汉代儒学思想特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具有很

高的学术价值。只是正如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在《左传》的成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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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真假问题尚未定论之前，作者的这种主张可能会根基不稳，由于缺

乏足够的理论支撑而遭致怀疑。为了打消这种疑虑，作者有必要在绪

论中明确指出这些预言记录确为战国末期或汉代初期记录的事实，或

者需要以学界的正统理论为依据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作者把《左氏传》的预言记录看作是战国末期到汉代初期儒学思

想家们为应对黄老之学而创作的书籍，这是一种十分新颖的解读方式。

目前韩国儒学界一般从陆贾和贾谊等特定人物的角度，分析汉代黄

老之学的兴起；并从董仲舒思想的角度阐发天人关系建立。相反，这

篇论文则认为《左传》是汉初儒家适应时代特征的产物。作者考虑到

目前学界关于《左传》的成书时间仍有很多争议，所以没有对此发表

太多具体看法。但问题在于，如果《左传》的预言记录与黄老之学有关，

也对董仲舒主张的儒学正统化产生影响的话，即使不讨论《左传》的

成书问题，作者也应当稍微探讨一下文中提到的、预言记录的成书时

间，以确保它们确实是战国末期或汉代初期的作品。

此外，目前学界对汉初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的是汉初儒学家与黄

老之学的对立。这就导致了学界在解释“为何会出现像董仲舒一样的

强有力的儒学人物”的问题上束手无策。今后的研究应当以这篇论文

为基础，进一步发掘董仲舒思想的非特殊之处，并探究出类似于《左

传》预言记录等思想在董仲舒思想形成中扮演的作用。我们也必要对

比研究汉初陆贾、贾谊等人的相关理论与董仲舒思想的同异之处。从

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方式的学术价值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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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与展望

2016年研究先秦时期到汉唐时期儒学特征的论文共有65篇。与去年

的71篇相比，数量变化不大。按时期划分，研究先秦时代儒学思想的

论文数量大幅减少，而研究秦汉时期儒学特征的论文数量则增加了

10篇以上。之前较少涉及的，研究秦汉时期儒学思想的论文数量有所

增加，但是除了先秦和秦汉时期之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或隋唐时期

等时间段儒学思想的研究仍旧停滞不前。就分析内容来看，在人物类

别下，研究仍然集中于孔子和孟子等个别学者；此外，虽然关于荀子的

研究有所减少，但是关于汉代儒学思想家的研究却有所增加。就内容

来看，有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出现的各种概念的，也有

研究汉代思想家思想的，例如有四篇论文研究的是陆贾的思想。同时，

研究贾谊、董仲舒、王充、郑玄等汉代代表思想家的论文数量也维持了

相对稳定的状态。

按主题分类的话，与去年相比，研究经学思想领域的论文数量有

所增加；但教育领域的论文数量却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关于儒家哲学

经典著作的研究数量也在持续增加。从学界长远良性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现象。虽然前几年的研究中，有很多论文尝试从

现代的角度解释过去的儒学思想，例如人性教育，或是尝试把儒学与

其他学科相结合，进行学科交叉研究。但今年这一方向的研究数量却

大为减少，这可能不利于促进儒学的现代化发展。此外，经学领域的

研究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度集中于对《周易》的研究，而是将研究范

围扩大到了《诗》、《书》、《礼》、《春秋》、《周易》、新出土文献以及

谶纬等各种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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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2014年的报告进行分析的话，就学界对先秦时期到隋唐时期

儒学思想研究的倾向来看，虽然不同时期论文的数量可能会有所差

别，但是大体上都呈现出了相似的特征。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孔

子、孟子、荀子，以及《周易》展开。其他人物或者经典的研究常常局限

于特定时期的代表人物。这种僵化的研究形式不利于促进各个领域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可能会导致儒学思想史研究的不平衡，长远来

看还会严重阻碍韩国哲学界的进一步发展。

如上所述，报告发现目前儒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研究的倾向

性。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学界各位学者们在新资料发掘，以及

研究领域扩大方面的不懈努力。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

改进。首先，对于那些目前韩国学界仍停滞不前的研究领域，中国或日

本学界可能已经有了相关的学术积累。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体系化地

翻译介绍那些研究成果，从而加深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及对这

些主题研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其次，对于那些目前尚未被研究

的儒学历史人物及其著作，或者经学领域的重要书籍，我们也需要阶

段性地对它们进行翻译和介绍，从而给学者们创造接触这些文本的

机会。简言之，为了实现专业化的研究，我们需要不断夯实基础，从而

为研究领域的丰富，以及学术发展均衡性的实现创造必要条件。



朴志勳

第2章 中国性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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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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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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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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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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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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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明清儒学研究

宣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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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以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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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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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为：哲学类刊物25个，儒学4个，其他人文学1个，汉

语及中文与中国文学1个。包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学术论文

在内，研究明清儒学的论文总共有12篇。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些论

文，以下按照人物类别进行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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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愚辰 关于王阳明《五经臆说》的研究 《东洋哲学
研究》 东洋哲学研究会

2 崔在穆 《阳明先生遗言录》中体现的王阳
明的思想 《阳明学》 阳明学会

3 李愚辰 王阳明心即理及其道德教育意义 《东西哲学
研究》 韩国东西哲学会

4 Cho Jseon 阳明学的人性教育涵义 《阳明学》 阳明学会

5 李愚辰 王阳明的社会教育思想：以《南贛
乡约》为中心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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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6 金惠洙 关于阳明学伦理说基本形态及结
构的考察 《阳明学》 阳明学会

7 Yang Seonjin 王守仁心即理的现象学意义 《阳明学》 阳明学会

8 宣炳三 阳明心学的三大纲领 《东洋古典
研究》 东洋古典学会

9 Yang Seonjin 王阳明的生命存在论：王阳明对自
然和生命的理解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0 崔在穆 阳明学的公共性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1 Yang Seonjin 从阳明学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时代
的科学技术伦理 《阳明学》 阳明学会

12 Jung Bin-na
比较研究王守仁和戴震的中和论：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二者内在的
差异以及外在的共同之处

《哲学论集》 西江大学哲
学研究所

在全部13篇论文中，关于王阳明的论文有12篇，占整体论文的百分

之九十。这与去年23篇中的9篇，即百分之三十的比重相比，大幅增加。

可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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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明清儒学研究的整体相比去年的23篇，却减少了10篇左右。

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国内人文学（哲学领域）研究条件的恶化，以及国

内学界对中国儒学研究数量的减少。同时，就阳明学有关论文的发表

来看，它们多数集中于几种期刊。考虑到《阳明学》是阳明学会的专业

期刊，这种论文集中的现象并不特殊；但是，虽然《儒学研究》刊载

的论文涵盖了东洋哲学（儒学）全部，却也刊载了很多与阳明学有关

的论文，的确很例外。

如果按照内容进行分类的话，第一、二篇是为阳明学研究提供了更

多文献资料。阳明学倡导心即理，同象山学一样主张“六经都在我心

中”，所以比起经学和经典解释中的训诂学解释方式，更加注重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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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这就导致很多根据自我认识而产生的随意解释。在这种思想

的影响下，后来的阳明学研究研究多重视从宋明理学的心学展开的层

面探究阳明学的哲学（义理学）特征。这就导致了后来的研究者在解

读阳明学文献资料时多强调哲学性的解读，而非经学（文献学）研究。

这两篇论文正是从这种背景出发，围绕新资料对阳明学思想进行了深

入地解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四、五篇论文则从教育学的角度对阳明学进行了探究。近年

来，几乎每年都会有几篇从教育学的角度解释阳明学的论文。今年也

有三篇。由此可见，与朱子学相比，阳明学中有更多关于教育学和宗教

学内容的讨论。阳明学的这种特征也得到了多数当代学者的认可。

Yang Seonjin和李愚辰的论文都探讨的是阳明学。李愚辰的《王

阳明心即理及其道德教育意义》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分析了心即理的涵

义。他的《王阳明的社会教育思想：以<南贛乡约>为中心》一文从阳明

学社会实践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阳明学被评价为心学，它重视内圣学，

轻视外王学。为了减少学界对阳明学的先入为主的消极看法，李愚辰

在这篇论文中探究了阳明学的社会教育方面。Cho Jseon的论文《阳

明学的人性教育涵义》则以最近热门的人性教育为出发点，分析了阳

明学的人性教育内涵。这篇论文把关于教育学的讨论具体化为了最近

韩国社会热议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七、八、九篇论文则尝试对阳明学核心命题进行深入探讨。

金惠洙的论文《关于阳明学伦理说基本形态及结构的考察》从现代伦

理学的角度对阳明学进行了解读。Yang Seonjin的论文《王守仁心即

理的现象学意义》则从现象学的角度对阳明学的意义进行了分析。

Yang Seonjin的论文《王阳明的生命存在论：王阳明对自然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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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理解》则比较说明了西方自然观和王阳明的生命观。宣炳三的论

文《阳明心学的三大纲领》则清楚明了地对阳明学的核心内容进行了

整理。

首先，金惠洙的论文——《关于阳明学伦理说基本形态及结构的

考察》从现代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阳明学伦理说的内容。一般而言，所

有的学问都由分析体系和综合体系构成。但是参考东西方医学的特征

差异我们 可以发现，西方思想重视分析，而东方思想则重视总结综

述。

就阳明学而言，综合的治学方式尤为突出，这就阻碍了我们对阳明

学思想的理解。举例来说，阳明学者虽然常常宣称与晦涩难懂，枯燥

无趣的朱子学相比，阳明学崇尚简易精神，然而事实上，理解阳明学

并不比理解朱子学容易。

因此，金惠洙结尾指出，阳明学的伦理说与现代伦理学有很多相

似之处。这篇论文开辟了用分析方法研究阳明学的新领域。文章的不

足之处在于，作者未能清晰明了地解释阳明学的内容，这可能会导致

读者的误解。针对以上内容，笔者在“主要论文分析与评价的部分”会

再次进行深入地探讨。

Yang Seonjin作为一名西方学学者，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对胡

塞尔现象学的特征进行了恰如其分地分析。这对于不了解西方哲学的

东方哲学学者来说裨益良多。但问题在于，作者在把阳明学与现象学

结合的过程中，未能把现象学的内容与阳明学的内容进行恰当的融合，

这就导致了这两部分的内容给人以相互割裂的感觉。

类似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王阳明的生命存在论：王阳明对自然

和生命的理解》一文中。作者在这篇论文中虽然详细但却清晰明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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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西方的自然观，但在比较西方自然观与阳明学或朱子学的过程

中，却未能将二者实现很好的融合。对于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笔者

虽然会在下一部分进行探讨，但简单概括的话，这可能是由于作者对

阳明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

阳明学学者宣炳三由于对阳明学的研究时间较长，他将阳明学的

核心内容整理为三大命题，对此笔者将在“主要论文分析和评价”的部

分进行讨论。

2) 戴震（1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Jung Bin Na
比较研究王守仁和戴震的中和
论：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二者内
在的差异以及外在的共同之处

《东洋哲学研
究》第83期 东洋哲学研究会

Jung Bin Na的论文作为研究戴震思想的博士学者，每年都会以小

论文的形式发表一些关于戴震思想的研究。特别的是，作者每年都会

发表一些与阳明学有关的戴震思想研究。去年的论文比较分析了王阳

明和戴震的中华论思想。一般而言，中国思想史可以划分为理学、心学、

气学，其中理学的代表人物是朱子，心学是王阳明，而气学则是王夫之

和戴震。按照思想史的发展来看，虽然心学和气学相互对立，但是当

代很多学者都认为，心学中关于气学的很多内容都与清代的气学有关

系，因此可以就二者的异同展开研究。这篇论文探讨了两位心学和气

学代表人物思想的异同，这与当代学者的立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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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魏源（1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卢炳烈，千炳敦 魏源“实事求是”的治学观研究： 
以《默觚 •学篇》为中心

《东西哲学
研究》 韩国东西哲学会

魏源在韩国学界虽然不是那么知名，但应该有很多人听说过《海

国图志》，而《海国图志》的作者就是魏源。魏源的思想对后来的改良

派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是中国思想从传

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魏源认为仅靠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既

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也无法改革腐败的清末封建社会，他赞同

春秋公羊学的变革思想，主张进行社会变革。他的这种改革思想主要

记录在《默觚》一书中。《默觚 》由《学篇》和《治篇》两部分构成，目

前韩国学界对该书尚无相关研究。这篇论文以《默觚 •学篇》为中心

探究了魏源实事求是的治学观。

3. 主要论文分析和评价

2016年韩国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阳明学的论文中，发表论文

数量最多的当属李愚辰和Yang Seonjin。其中李愚辰2015年以《探

究亨利•柏格森和王阳明的生命论以及在哲学商谈中的适应性》（忠

南大学）一文完成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学术界十分活跃。西方哲学专

业学者——Yang Seonjin则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比较研究的

视角，对比分析了阳明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进而重新评价了阳明学。

Yang Seonjin三篇论文的题目直接体现了作者的这种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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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王守仁心即理的现象学意义》、《王阳明的生命存在论：王阳

明对自然和生命的理解》、《从阳明学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

技术伦理》。这三篇论文分别从人工智能、现象学、西方自然观的角度，

对阳明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阐述了阳明学的特征。

以上三篇论文都有其相同的优缺点。就优点来看，人工智能、现

象学、西方自然观等概念对于研究东方哲学的学者来说是十分陌生

的概念，作者通过这些西方概念进行了详细清晰地说明，增加了韩国

儒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认知。而文章的缺点就在于虽然论文旨在比较研

究这些西方思想与阳明学的异同，但二者却没有形成较好的融合，让

读者感觉像是在看马赛克拼图一样。此外，作者对阳明学的解释也不

够深入和具体，让人感觉像在看新问世的电子产品的说明书，始终无

法准确理解其中一些晦涩的词句。

那么这些问题产生的缘由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主要是因为

作者对阳明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具体解释如下。

Yang Seonjin的《王阳明的生命存在论：王阳明对自然和生命的

理解》一文对良知做了说明，为了解释致良知学习的概念，作者进而

阐述了作为致良知学习前一阶段的人心和道心的概念：“人心如果能够

回归本心就是道心，如果被私欲控制就是人心，道心和人心是人类心

灵的两种状态。与朱熹的人心道心说不同，这里的道心和人心并不是

两种不同的心，而是人类心灵表现出的两种不同形态而已。”这一解释

虽然大体上看也不能说绝对错误，但是仔细考究就会发现存在很大

的问题。

首先，阳明是否曾将人心解释为是受私欲支配的呢？当然无论是

王阳明还是朱熹，他们的人心道心说最基本根据都是“存天理灭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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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从这一角度出发，Yang Seonjin的解释也无伤大雅。但问题

在于作者这里所要阐述的人心是与朱熹的人心道心说相区别的、王阳

明对人心的理解。如果按照Yang Seonjin的说法，我们可能会误以为

阳明主张人心即是人欲，而朱子则持相反意见。

事实上，阳明的人心道心说与朱熹人心道心说的区别就在于：王阳

明反对朱子所主张的“惑生于形气之私”与“惑源于性命之正”，也反对

朱子将心分为形气和性命两种；王阳明用《中庸》“率性之谓道”中的

“率性”对道心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无论是产生于性命的道德欲求还是

产生于形气的生理性欲求，如果它们都是率性之物，所以都可以被称

作是道心；相反，无论是产生于形气的生理性欲求还是道德欲求，一

旦掺杂了人为因素，就是人心。

举例来说，当我们想要救一个掉在井里的小孩时，即使这种欲求是

道德欲求，但如果它一旦掺杂了三念之杂就会沦落为人心。因为，这

里的人心就不再是《孟子》所说的“由人义”，而是“行仁义”。这就是为

什么王阳明说自己主张心即理的缘由要追溯到王霸之辨。同样，即使

是肚子饿想吃饭这种正当的生理欲求，为了吃到更多而不挑剔食物过

度食用的话，这里的生理欲求也就沦为了人心。王阳明从这种主张出

发，反对以形气和性命为依据将一心视为二心的看法。

如果说朱熹是从形气之私的角度揭示人心之危险性的话，王阳明

则是从人心作用的角度揭示人心的危险性。但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

二者都没有表达过人心受私欲支配的看法。Yang Seonjin的论文则

未能充分把握这一概念。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Yang Seonjin《王阳明的生命存在论：王阳

明对自然和生命的理解》关于人心道心的解释中。例如，作者在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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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道，“王守仁认为，人的心并不是有人心和道心两种心，而是说如

果人之一心淹没于身体性中就会变成人心，而如果这一心可以超越人

身体的外在制约而回归本性的话就可以成为道心，但一旦本性丧失则

会再次沦为人心。”论文中关于王阳明人心道心说的解释更接近于朱

子的思想而非王阳明的思想。由此可见，作者Yang Seonjin可能对朱

子和阳明人心道心说的理解还不够深入透彻。

此外，Yang Seonjin在论文《王守仁心即理的现象学意义》中在

比较分析朱子学和阳明学关于性即理和心即理的思想时，做出了如下

评述：“王守仁反对朱熹的性即理，强调人心中已有外部事物的存在，

只是外部事物进入我心之后才形成意义，即主张心即理”。

这篇文章粗略阅读的话似乎没有问题，但细细思忖就会发现问题

很多。首先，最大的问题是关于“阳明反对朱子的性即理，主张心即理”

的说法。王阳明的确反对朱子性即理的思想吗？Yang Seonjin在解

释时引用的《传习录》第44条的内容——“心即性，性即理”，这句话的

正确解读应该是说“心是性，性是心，阳明认为心、性、理三者地位相

同，如果心即理，那么性即理也可以成立。”笔者难以理解为何作者认

为这句话体现了王阳明反对朱熹的性即理。

由于Yang Seonjin的论文是要对比研究阳明学和西方思想，这就

导致这种表面的理解以及误解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在对比研究

中，为了能够突出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异，学者们通常会倾向于选择更

为强烈的表达，而非温和的说法，这就导致一些语句或主张可能会被

简单化和片面化，从而影响到论文本应具有的客观性、严谨性和逻辑

性。就Yang Seonjin论文出现的问题来看，笔者建议Yang Seonjin

进一步加深对阳明学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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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惠洙是一位最近才从台湾获得朱子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的，研

究先秦时期儒学的学者。金惠洙的研究没有仅仅局限于朱子哲学，而

是扩大到很多领域，尤其是在阳明学研究方面，作者发表过很多相关

论文。这种对学术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很令人欣赏。但正如笔者在

2015年对金惠洙的《王阳明良知说的张横渠气论解释：张横渠气论的

阳明学展开和变用》一文分析的结果一样，作者对于阳明学的理解还

存在一些漏洞。

金惠洙的论文《关于阳明学伦理说基本形态及结构的考察》一文

中对于这篇论文的研究背景做出了如下交代：“明代王阳明主张人体所

载的心是道德之善，也是具有道德实践力量的道德主体。王阳明创立

了道德形而上学，这对于提高儒家伦理学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作

者认为在阳明学思想中关于伦理学的认识占据着重要地位。笔者十分

赞成这种说法。

作者认为，目前在阳明学研究领域，尚未有从伦理学的角度解释阳

明学伦理说具有的基本形态和结构的论文。这种主张有其合理性。当

前研究阳明学的论文大体上都是根据阳明学的逻辑，探讨其思想意义，

用东方哲学的表达方式进行叙述；采取西方分科研究方法，例如从伦

理学或道德哲学等角度解释阳明学伦理说的论文很少。因此，作者的

这种主张是正确的。

金惠洙进而探讨了牟宗三把阳明学规定为义务论伦理说的内容。

具体来说，“牟宗三在他的著作《心体与性体》一书中把儒学伦理说

解释为了以康德的形式主义义务论伦理说为基础的自律道德形态的

义务论伦理说。阳明学则是继承了这一形态传统的伦理学。这种观点

认为儒学的伦理说是以义务论为前提发展的。这篇论文的目的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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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新认识儒学伦理说的基本形态和结构，从而检验王阳明的伦理学

是否的确采取的是义务论形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笔者将进一步探

讨应该把王阳明的伦理学纳入何种形态的伦理学范畴。这就是这篇

论文的研究问题。”论文虽然没有直接表达要重新审视牟宗三对康德

理解的正确性与否，但我们可以从文中看出金惠洙试图质疑或挑战牟

宗三对康德的理解。

作者还指出，“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一研究问题并不是为了以主观或

专断的个人理解解读儒学的伦理说，而是为了以西方伦理学所提出的

伦理说形态和结构为基础，重新把握阳明学伦理说的基本形态，从而

促进东西方学者之间的对话和沟通。”

金惠洙从以下四个方面对阳明学的伦理说进行了整理：第一，作为

规范伦理学的阳明学；第二，作为道德实在论的阳明学；第三，作为义

务论伦理说的阳明学；第四，作为存在论伦理说的阳明学。作者在结

论中总结道，“如果以形态道德行为的正确与否为判断标准，阳明学

的基本伦理说提倡义务论；如果从行为体道德正当性与否的角度来

看，阳明学的基本伦理说提倡存在论伦理说。由于阳明学既有义务论

伦理说的涵义，也有存在论伦理说的涵义，因此，学者们认为阳明学

应该被看作是兼有存在论和义务论的伦理说。但是，目前学界却未能

就这种把阳明学规定为义务论和存在论伦理说主张的正确性进行进

一步的探讨。”

金惠洙这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未能如其在论文研究问题

部分指出的那样，集中探究牟宗三采用康德方式理解阳明学的合理

性问题，正文部分内容缺乏重点、议论过于分散，否则这篇论文将是一

篇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文章。



第3章 明清儒学研究   73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探究牟宗三借用康德伦理学理解阳明学

这一内容呢？难道是为了区分自律道德和他律道德吗？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学界已经有很多探究牟宗三采用康德伦理学将

朱子学规定为他律道德哲学，阳明学规定为自律哲学合理性的论文，

我们不需要再反复探讨这一问题。

虽然金惠洙未能就其研究问题给出合理的答复，但是我们还是

面临着如何解决阳明学中康德义务伦理和德伦理之矛盾的问题。这

就是说，牟宗三认为阳明学是自律性道德，而朱子学则是他律性道德，

因此他主张阳明学的优越性，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牟宗三这种说法

的正确与否，但问题在这种说法把阳明学固定在了康德理解的框架中。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眼光评价德伦理就会发现，用康德的义务论伦理

说解释阳明学时，会产生德伦理与义务论伦理相互矛盾的情况。德伦

理不正是最近学界热议的话题吗？

那么康德的义务伦理和德伦理有为什么会相互矛盾呢？康德之所

以批判他律道德是为了批判功利主义。正如约翰•穆勒在其《功利主

义》一书中解释的那样，功利主义把效用和一般幸福设定为了道德的

标准。但是如果把效用和幸福作为道德的标准，那么道德行为就会受

到外部目的的控制。因此，康德在反对功利主义道德说的同时，也主

张真正的道德行为一定是依据定言命令，而非假言命令的行为。正言

命令也就是义务，所以也称作义务伦理、自律道德和动机论。

近来出现的德伦理不是指行为的道德性，而是指追求行为者道德

化的伦理学，与儒学所崇尚的圣人之学学习论相一致。王阳明在批判

明代朱子学的世俗化、功利化的同时，为了实现圣学的复兴，还提出了

心即理。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阳明学和德伦理十分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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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康德的伦理说却与德伦理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德伦理在强调

道德论的同时还把幸福设定为重要的基础。如果把以行为者为中心

的伦理学作为基础的话，那么行为者体会到的幸福和满足也会成为基

础。康德为了排除功利主义所提倡的幸福，确立了以正言命令为基础

的义务论伦理说，但是德伦理却主张在行为者为中心的过程中，呼唤

幸福。由此可见，康德的义务伦理和德伦理之间相互矛盾。

虽然金惠洙未能就这一研究问题展开深入的探究，但是我们从作

者行文的展开来看可以发现，作者把作为义务论伦理说的阳明学和作

为存在论伦理说的阳明学排在了第三、四位，并试图将其统一在一起。

“以上关于阳明学道德之人存在论的解释鲜明地体现了阳明学具有存

在论伦理学的特征。存在论伦理说并不关心个别道德行为的实践，而

是关注于道德行为实践主体——人自身的哪种存在是理想的。简言之，

这是认为人自身存在的理由及其生活目标在于做一个真正的人。因此，

阳明学如果强调构建一个致力于实现真正自己，或说实现作为道德存

在的人的思想体系，那么阳明学就等同于存在论伦理说。同样，如果

阳明学强调的重点是人的道德性和道德性修养的品德，阳明学就与

德伦理接近。”

以上是关于金惠洙论文中未能探讨的、研究问题的解释说明，以下

笔者将比较金惠洙和宣炳三对阳明学理解的程度。

金惠洙在第二章“阳明学思想体系概要”中将阳明学的思想概括为

以下三点：第一，对阳明学的“心即理”；第二，“良知”和“知行合一”；第

三，“致良知”。首先，作者在进行分类时候，把“良知”和“知行合一”的

概念放在一起进行解释，作者可能从“良知”的体用两方面出发做出的

以上分类，但如果是真正的阳明学学者的话，他们应该不会把良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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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放在一起，因为这可能会的导致读者认为良知和致良知是

两个不同概念的误解。

首先，就心即理来说，作者探讨了心即理说出现的背景：“心即理是

王阳明对南宋朱熹和儒学家陆象山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王阳明目睹作

为当时官学——朱子学日益教条主义的弊端。对于朱子学的弊端的

认识以及想要对其弊端进行改正的想法就是阳明学思想产生的时代

背景。”作者的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和细细考量就

会发现它与事实不符。

金惠洙的这段引用中，主要问题就是“教条主义的朱子学”。王阳明

并没有说过朱子学的问题是教条化的。王阳明认为当时朱子学存在

的问题是“俗学和功利化”。而关于朱子学教条化的主张是朝鲜时期阳

明学者们批评朱子学的立场。虽然教条化、俗学、功利化的说法都是

批评朱子学的内容，但由于每个词语所强调的重点不同，所以不应当

混用。这些批评的词语对于我们理解明代阳明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不应当被混淆。

其次，金惠洙就把良知与知行合一联系在一起做出了如下解释，

“从这种角度来看，良知是一种根据直观的道德知识，对道德实践提

出要求的道德意志。”这里的“从这种角度来看”是指道德判断和道德

实践的统一性，作者的解释如下：“作为德性知的良知并不依赖于其他

任何见闻的知识，或是手段，但却不仅具有做出直观道德判断的能力，

还必须以实际道德实践行为作为作用的前提。”金惠洙以先天的道德

判断能力和道德意志为前提，把良知和知行合一联系在了一起。

为了使这种主张成立，作者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良知既是先天道德

判断，也是道德意志。因为这一解释直接关系到知行合一的论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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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惠洙却只是以知行合一的良知为前提，对知行合一进行了说明。

但是，为了解释良知是道德意志和意志统一体的概念，作者有必要解

释王阳明关于“知识真切为实”看法的涵义。

第三，就致良知的涵义，金惠洙引用崔在穆的观点做出了如下解释：

“从阳明学的观点来看，致良知是指作为理和心统一体的良知按照自我

下达的道德命令，实现其活动”。接着，金惠洙表达了她自己对这一概

念的理解，“换言之，致良知是指为了更好地实现人自发性的道德行为，

而进一步加强人内在良知实践能力的一种学习。”

崔在穆关于致良知的解释十分准确到位。这里，关于良知是心和

理统一的表述并不是指心即理，而是强调“天理明觉发现”的涵义。按

照这种定义，良知的确可以下达道德命令，而致良知则是指良知对道

德命令的充分践行。金惠洙则把致良知解释为了加强内在良知实践能

力的学习。粗略来看，这句话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尽管我们还是能够感

觉到它与崔在穆先生所表达的致良知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异。那么这

种差异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宣炳三《阳明心学的三大纲领》关于良知的论述中得

到一些启发。宣炳三指出，“我们必须具备这些基础知识，才能避免在

对致良知说理解时犯那些易犯的错误。如果从本体和学习的立场分

析王阳明致良知说的话，可以把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细分为本体和致良

知学习。根据一般的理解，本体是本有的体段（状态），而学习则是回

归本来状态的修养。同样，良知本体是本来的状态，致良知学习则是

回归于本来状态的修养。因此如果只说良知而不说致良知的话，学习

就变得毫无意义和作用，就相当于是抛弃了学习。这种理解是关于致

良知的一般见解，从常识上来看也十分容易理解。但是，如果只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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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理解而忽略良知对致良知学习的主宰作用的话，就违背了致良知的

本质。因为正如上文所说，致良知的本来涵义是良知本体的本来状态，

致良知学习则是以良知本体的主宰（命令）为依据，回归本来状态的

修养。”

虽然金惠洙关于致良知的理解依据的崔在穆对致良知的解释，但

是却只是依据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学习的一般解释，而未能充分理解

在阳明学中致良知是如何展开的内容，所以才会把崔在穆“良知自我下

达命令，并据此开展活动”的章句理解为“致良知是指为了更好地实现

人自发性的道德行为，而进一步加强人内在良知实践能力的一种学习”。

虽然二者之间的差异十分细小，但是因为这是理解阳明学致良知学习

论的关键之处，所以这里做再多强调都不过分。

为了正确理解阳明学，我们除了要加强对阳明学概念的理解，还要

留意解释阳明学的文献资料。在解读阳明学的文献资料中，崔在穆和

张圭容的《阳明先生遗言录中体现的王阳明思想》尤其重要。

理解阳明思想的捷径是《传习录》。《传习录》分为上、中、下三卷，

其中在阳明学研究中引起最多争议的就是下卷的内容。与上、中卷不

同，因为下卷包含了很多赞成阳明左派思想的内容。因此，很多现代阳

明学学者认为，应当以上、中卷为中心研究王阳明思想而不是以下卷

为中心。这是因为上卷是在王阳明在世时编撰而成的，而中卷则是对

王阳明书信的整理和收集，因此它们都体现了王阳明本人的意志。相

反，下卷则收录的是王阳明弟子对其老师语录的收集和整理，因此无

法反映王阳明的主观立场，所以就其内容的纯粹性引起了很多质疑。

关于《传习录》下卷的编纂背景，《传习录》的钱德洪跋文做出了说

明。根据跋文，钱德洪删减了陈九川等人所录《遗言录》中关于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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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读不正确的地方，并对其进行重新编撰，以《传习续录》予以刊

行。所谓《传习续录》就是现在《传习录》的下卷。因此说《遗言录》是

在钱德洪删减之前的、另一种版本的阳明语录。

金惠洙在结论中指出，“如果我们看钱德洪的跋文中关于《遗言录》

发行缘由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在包括《传习录》在内的有关王阳明的

书籍中，最接近王阳明本来语录的文本应该是《遗言录》。”笔者认为

这种主张缺乏合理性。虽然《遗言录》的确是钱德洪编撰之前的阳明

语录，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说它是最接近阳明本来语录的文本。尽管如

钱德洪在跋文中所言，《遗言录》既包含了钱德洪的记载，也包含了陈

九川等其他文人的记载，所以其内容涵盖了除《传习录》内容之外、其

他关于王阳明的语录，但这并不能说明《遗言录》是最接近王阳明本

来语录的文本。

根据金惠洙论文整理的内容，“《遗言录》的上下卷都分别有55个

条目，在这110个条目中，有37个条目与《传习录》的内容相重合，其中

《遗言录》上卷第52条的内容被收录在了《传习录》上卷第105条的内

容中，所以在下卷中被省略。除了这一条之外，在与《传习录》下卷相重

复的条目中，内容完全相同、或者只是字句稍有变动但内容基本相同

的条目一共有25条，内容略有出入的条目有6条，情况相同但记录不同

的条目有2条，内容一致的段落上下文中段落有所删减或增补的条目

有2条。除了以上四种类型之外，《传习录》中完全遗漏的条目包括上

卷中的40条、下卷中的32条、共计72条。”

换言之，“1. 与《传习录》下卷内容相同或个别文字有出入但内容

基本相同的条目，上卷9条、下卷16条、共计25条；2. 与《传习录》下卷

内容相比较，一部分内容被记作其他条目内容的，上卷3条、下卷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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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6条；3. 与《传习录》下卷的条目相同，但所记内容不同的条目，下

卷2条；4. 《传习录》下卷删除或增改了原来文本中上下段落中重复部

分的条目，上卷2条；5. 《传习录》下卷完全遗漏的条目，上卷40条、下

卷32条；6. 因与《传习录》上卷内容重复而被删减的条目，1条。”

作为参考，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借用现代句读法重新编辑出版了

《王阳明全集》，当时的编辑团队虽然把《遗言录》收录在内，但却因

为种种原因未能就其收录缘由进行解释，2010年12曰浙江古籍出版

社出版的《王阳明全集》中也收录了《遗言录》。

就文献研究的角度来说，李愚辰的《关于王阳明<五经臆说>的研

究》一文也十分引人注目。《年谱》记载，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对照五

经发现自己的参悟基本无碍，这是他作《五经臆说》的背景。王阳明

思想中的“心即理”也是产生于他龙场悟道之时，因此就研究当时王阳

明的思想来说，《五经臆说》应该是非常可靠的一手资料。 尽管如此，

后人对《五经臆说》的研究却十分少，这主要是因为王阳明亲手把这

本书烧掉了。现在《阳明全集》中流传下来关于《五经臆说》的记录是

钱德洪摘录的原本《五经臆说》的序言及12条条目。

李愚辰尝试通过研究序言和这12条条目目，勾勒出王阳明初期思

想的样貌。李愚辰评价称，“王阳明对《五经臆说》做了自主性和创造

性地疏解”。此外，李愚辰还分析了在《春秋》相关的疏解中，与“心即

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有关的内容，以及《周易》恒卦和屯卦

的内容等。 作者在结论中指出，“通过对《五经臆说》的分析，我们可

以知道王阳明的经典注释是从“如何成为圣人”的问题出发的，这是史

无前例的、心学式的疏解方式。”

李愚辰在结论中指出，“鉴于论文篇幅有限，笔者未能分析《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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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说》第13条中第9-13项关于诗经疏解的内容。此外，由于《五经臆

说》还表达了对朱熹疏解中不完善之处的不满，所以我们可以大致推

断出这是王阳明所著，但笔者未能就王阳明疏解与朱熹疏解之间存在

的差异进行探究分析。”作者已经预想到，由于《五经臆说》相关资料

的局限性，论文可能只能得出了关于王阳明理解的一般性结论，不能

在内容或思想史层面提出更有新意的、有意义的结论。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是几篇从教育学的角度理解王阳明思想的论

文。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会有几篇论文是从教育学的角度分析阳明学

的。今年也有3篇相关论文。与作为宋明理学双壁之一的朱子学相比，

我们可以发现阳明学中的却有很多关于教育学的内容，这也是值得引

起我们注意的地方。

李愚辰在《王阳明心即理及其道德教育意义》一文中，从道德教育

的角度，分析了心即理的涵义。他指出，虽然当前学界多从哲学角度解

读心即理内涵，但却有很少的研究是从道德教育角度探究心即理的

内涵。作者在文章开篇指出，“这篇论文认为从根本上看，王阳明的心

即理是道德教育的主张；以此为基础，这篇论文试图阐明这种主张是

哪种类型的道德教育立场的相关内容。”

论文首先探究了王阳明创建心即理以及批判朱子学的缘由。“王阳

明之所以创建心即理是因为他认为至善所在不能从道德行为体之外

寻找，它已然存在于道德行为者的内心。这就是说，成为道德之人并

不要求我们一定要具备很多关于道德行为内容规定的知识，而是取决

于我们是否拥有自发想要实践道德的主体之心。在王阳明看来，朱熹

的定理说或心与理说认为至善所在存在于外部，正是因为人心被私欲

阻塞，才导致了只有外部行为试图按照道德法则行事的情况。简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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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愚辰认为，王阳明主张心即理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批判认知主义的

道德论， 二是批判结果论的道德论。

就以上两点细作解释的话，首先就第二点来说，“在朱子学的道德

教育中，心处于核心地位。当然，王阳明也深知这一点。但是，正如我

们在小学教育中所见，朱子学强调通过身体的训练来获得道德的习惯

化，即通过习惯化来追求道德之人的养成。朱熹的这种道德教育方式

不仅体系化、在实践也颇有成效。从这种道德教育立场出发，朱熹认

为人这一存在不停地挣扎斗争于道德本性和非道德欲望之间，试图以

道德本性战胜非道德欲望，但同时也表达了对战胜非道德欲望艰难

性的不满。简言之，朱熹主张即使是通过强制的训练，也要试图压制

非道德欲望、以发现本性。但是，朱熹的这种道德教育方式可能会导

致一些学习者尚未充分认识到实践道德行为的必要性，就开始接受

强制训练的情况。如果这种倾向走向极端的话，就可能会发生‘学习者

思考内心，就麻木按照道德原则和条目进行道德行为实践’的情况。”

就第一点而言，“王阳明认为在成为道德之人一事上，主体想要成

为道德人格而体现出的至诚而迫切的意志和信念最为重要。如果不以

这种心为前提，任何为了成为道德之人而强制进行的、对道德原理和

方法的探求和学习都是令人怀疑的。”这两点内容从道德教育论的角

度对阳明心即理的涵义进行了非常准确和具体的总结。

李愚辰在结论中进一步对王阳明心即理的道德教育涵义做出了如

下整理“如上所述，心即理的道德教育是‘以主体动机意识为中心的立

场’，这也是建立在对于‘人之本性最终可以战胜非道德欲望’的信仰基

础上的。换言之，心即理表达了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实现作为自己本来

属性的理想人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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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李愚辰的这篇论文从道德教育论的角度对阳明心即理的

涵义做了恰如其分的总结和说明，而作者对于阳明学的理解也非常正

确严谨。

最后要探讨的是崔在穆的论文——《阳明学的公共性》。近年来，

在阳明学研究领域，崔在穆发表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他可以说

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崔在穆发表了很多从多种角度分析或比较阳

明学思想的论文，这也拓宽了韩国学界对阳明学理解的范围。《阳明

学的公共性》这篇论文的研究主题体现了崔在穆这种一贯的研究风

格。

那么崔在穆写这篇论文的动机是什么呢？按照崔在穆的说法，“这

篇论文试图探究阳明学和公共性。换言之，本论文致力于探究阳

明学对公共性的理解。目前为止，韩国学界已有很多关于公共性

（publicness），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的研究。这其中，也

有一些论文研究的是阳明学对公共性的理解。实际上，王阳明乃至东

亚阳明学者已经探讨过很多关于公共或者公共性的、有重要意义内容。

但是集中研究阳明学内在公共性问题的论文却并不多见。为了弥补学

界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这篇论文作为一篇时评，试图探究阳明学和公

共性的问题。”

简言之，作者写这篇论文是为了发掘阳明学中的公共性内容。但是

“这篇论文作为一篇时评，试图探究阳明学和公共性的问题”的表述也

表明了作者日后可能会对这一主题进行更加深入探讨的想法。这是因

为在正式探究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公共性这一思想及概念本身

有充分的理解。因此，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这篇论文与其

说是对公共性的正式研究，不如说是将研究范围限定在阳明学内，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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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回答“阳明学对于公共性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呢？”这一问题。

换言之，“阳明学并不认为存在一种人人都要对永恒不变真理（定

理）进行无条件追求的、形式的公共。王阳明通过提出心即理的概念，

主张并不存在对于事物和人都永恒不变的理。也就是说，王阳明的思

想正是以推翻真理的先验性为出发点的，他主张理既是我心之构成，

也生于我心。这篇论文以阳明学的事例为基础，依次从‘先验定理之瓦

解和主体之确立’，‘阳明学和公共性认识’，‘以我为始的公共性’三个部

分探究了‘公共性’这一主题。通过这种分析，笔者主张，阳明学认为一

切均始于我心，公共性的探究也不例外。”

事实上，作为传统哲学的阳明学和作为当代讨论主题的公共性二

者彼此相互联系。这篇论文的不足之处就在于，作者未能就当代对公

共性探讨的相关内容展开说明，而只是停留在了对与公共性有些距离

的阳明学特征的探讨。

4. 评价和展望

在这13篇论文中，就人物分类而言，关于阳明学的论文最多，有12篇。

事实上，从2015年笔者第一次写明清儒学演的报告开始（以2014年发

表的论文为标准），关于王阳明的研究就一直维持着数量最多、比重

最大的趋势。但史无前例的是，2016年关于阳明学的论文所占比重高

达百分之九十。这也表明在明清儒学研究中，韩国学界最重视的人物

当属王阳明。就之前的研究动向来看，除了关于明代阳明学的研究之

外，关于其他时期，例如明末清初和清代儒学者的研究也不少。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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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相关论文中，除了以王阳明作为研究对象之外，其他的研究

对象只有清末儒学家一人。由此可见，在2016年明清儒学研究领域中，

研究范围大大缩小了。

另一方面，2016年研究阳明学的论文共有13篇，这与2015年的21

篇相比，尽管总体数量有所减少，但与王阳明相关的论文反而增加了，

从2015年的9篇增加为了2016年的12篇。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有利

于阳明学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正如笔者在2016年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以明清代为标准选择的

13篇论文尽管数量不多，但明代阳明学（心学）的研究占据了绝对主导

地位。由此可见，当前韩国东方哲学学界讨论的明清儒学人物仍然十

分有限，有待于进一步多元化。此外，毋庸置疑的是，与2015年发表的

21篇论文数量相比，2016年仅有13篇，这的确是在数量上的急剧减少。

如果在明年分析2017年发表论文的报告书中，这一趋势仍然存在的话，

就可能要把这一趋势归咎于韩国国内人文学领域（哲学领域）研究条

件的恶化。

尽管13篇论文中都能提出有新意的研究问题，但大部分论文都未

能在正文中针对研究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述，除了李愚辰的论文——

《王阳明心即理及其道德教育意义》。因此李愚辰的这篇论文可以被

说是年度最优。



金贤优

第4章 近代中国儒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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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2016年韩国学术情报网（RISS）一共收录了18篇与近代中国儒学有关

的，人文社会学方向的研究成果。这与往年相比，数量基本大同小异。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有关“中国梦”的儒学复兴运动有复苏迹象，但

是这种趋势并没有带来近代中国儒学研究的新潮。在中国，近代儒学

不过是一种工具，用于连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且以“儒学现代化”

的形式出现。有关公羊学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和20世纪台湾新儒家

（以梁簌溟，胡适，牟忠三为首）的研究日渐活跃。相反，在韩国，有关

这一领域的研究却逐年递减，韩国学者跨时代的研究付出并未能让韩

国更加接近中国近代儒学。

依作者分析，这因三个原因所致。首先，对研究需求量的不足导致

研究人员短缺。philosophy-哲学一词是在日本殖民时期流入到韩

国的，它泛指西洋哲学，以儒学为首的东方哲学在韩国早已失去地位。

且韩国各大学几乎没有东洋哲学系，各大学的哲学系均以西洋哲学为

主。近年来，韩国各大学甚至以经营困难为由试图废除哲学系。就业

本不是大学和学问存在之理由，然而哲学系却因这种荒唐的理由遇到

了生存危机。这必将导致人文学科的危机，尤其是人文学科中占比较

少的哲学，东洋哲学更是如此。

其次是对原著的解释和理解的难度较大。近代中国的哲学文献既

有文言文也有白话文，甚至还有把这俩适当结合的半白话文。研究东

洋哲学的基础是对原著的正确理解，但近代文献的文体如此杂乱，其

解释难度可想而知。例如理解福若伯是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öbel的中文表达方式，需要研究者付出很长一段时间。同时，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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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性与韩中日，甚至与西方相连。因此，若想正确理解中国哲学，

需要了解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哲学、历史、文化等知识。让一名学者单

独完成如此宽泛的研究未免不太现实。因此，有关研究至今未能成型。

最后，研究近代中国哲学很难得出与韩国的社会风俗相符的结论。

无论研究对象是西方还是东亚；古代还是现代，所有的哲学都是对现

实的写照。因此，所有的哲学都是现代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与我们

现今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因此，哲学研究很容易被国家，民族，文化

等当下利害关系所左右。比如，我们认为：在日本殖民时期，在韩国讨

论理想主义哲学是亲日行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文明开化论则是军国

主义侵略政策的缩影；而中国儒学的复兴则是国家主导的产物。当然，

我们在讨论近代儒教哲学时，必须要结合当下的情况。但截至目前，近

代儒教研究还未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盲点，这反过来也阻碍了相关研究

的发展。

然而，韩国学者对中国近代的研究依旧保持着活力。2016年，在学

术网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研究的18篇论文中，哲学和历史学领域的论

文为6篇，文学5篇，书志学1篇。往年还曾有社会学和政治学论文。此

方向的大部分论文是关于东亚近代化的研究。而通过中国和儒学，研

究近代化的论文逐年递减。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领域的近期研究以韩

国儒学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滉稙的《关于解

放后儒教近代化尝试的分析与评价》（“社会理论”50，韩国社会理论

学会，2016）和金是天《再述儒教-亚洲价值与现代社会》（“政治与评

论”18，韩国政治评论学会，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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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人物分类

去年，梁启超依旧是中国近代儒家研究的热门对象。此外，还有对康

有为、章炳鳞、张君劢、钱玄同等人的研究。其中哲学论文为3篇，史学

论文2篇,文学论文4篇,书志学论文1篇，共10篇论文。以下是其目录。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哲学 李惠京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t 
And Revolutionist Views 
On Chosen Korea

Acta Koreana 
19-1

启明大 韩国
学研究院

哲学 韩成求 中国近代心力说与梁启超的美
学思想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6 韩国儒教学会

史学 郑址浩 淸末民初梁启超的联邦制论与
‘新中国' 建设

中国近现代
史 研究 72

中国近现代
史学会

文学 裴钟硕 梁启超在日時期诗词研究 大东文化硏究 
95

成均馆大学 大
东文化研究院

文学 崔亨旭 梁启超尙武精神论探究 中国语文学
论集 96

中国语文学
研究会

文学 韩晓•牛林杰 梁启超著述中的儿童观和儿童
文学

泮桥語文
硏究 44 半桥语文学会

书志学 郑星美•宋日基 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的内
容分析 书志学研究 68 韩国书志学会

如图所示，去年一共有7篇关于梁启超的论文，分布在文学、史学、

哲学和书志学等领域。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集大成者，因此关

于他的研究颇为广泛。此外，还有两篇关于康有为的研究，对章炳鳞、

张君劢、钱玄同的研究各有1篇。其中李惠京在论文中比较了梁启超与

章炳鳞，李康范则对钱玄同与康有做了比较。

李惠京以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为契机，比较了两者对安重根的看

法。在李惠京看来，梁启超是立宪主义者，而章炳鳞则是革命家。略

显遗憾的是，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发生在1909年，而该文章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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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时间上与此不符的一些文献。实际上，梁启超并非一名立宪主义

者，他曾站在保守反动派的立场上主张保留清皇室。章炳鳞虽为革命

家，但他的文献令人费解，因此，至今都很少有人研究此人。值得一提

的是，章炳鳞的著作《安君讼》（或《安君碑》）和梁启超的《秋风断

藤曲》都是在1909年前后发布的，此时的他们也可以称得上立宪主义

者或革命家吗？

韩成求研究了近代中国的美学的起源。当时的中国盛行“美育救国”、

“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而梁启超对这种口号做出过解释，称其为“心

力”，而“心力”贯穿于梁启超前后期的美学思想。在梁启超的思想里“心

力”是融合精神和物质、东洋与西洋的重要媒介。晚年经历5.4运动后，

他的“心力”成为融合中国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的思想基础。此外郑址

浩，裴钟硕，崔亨旭，韩晓，牛林杰，郑星美，宋日基等人在历史学、文

学和书志学等领域研究了梁启超。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历史学 尹美泳 清日战争和康有为的女性主义 日本思想 31 韩国日本 思
想史学会

文学 李康范 钱玄同的康有为经学思想继承与
文豪的超越 中国语文学志 57 中国语文学会

哲学 沈昌爱 张君劢看中国儒家哲学的现实与
对应方案 儒学硏究 37 忠南大儒

学研究所

除梁启超外，康有为、钱玄同和张君劢也被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尹美泳研究了康有为的女性主义。但是把东亚思想家的女性观联系

到女性主义有很多问题。正如此文章提及，“他提倡的不缠足运动和

女性教育振兴实际上把女性的利益从属于国家和社会利益，因而未

能保证近代中国女性独立的主体性。” 近代东亚各国把女性观从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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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女性几乎没有自主决定自己人生的自由，该倾向在“富国强种”

一词里体现的较为明显。尹美泳认为康有为的女性观带来了女性主义

的发展，但作者并不赞同此观点。

李康范研究了钱玄同对经学的继承。作者分析了钱玄同和康有为、

章炳鳞、崔适等人的交流，以及这些交流对他经学的发展所造成的影

响。在论文中，作者肯定了钱玄同追求新时代经学的积极态度，并赞誉

了其在传统经学超越古今学的过程中作出的贡献，并认为此行为是新

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沈昌爱对张君劢的儒家哲学做了研究。张君劢是中国近代科玄论

争的主导者，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中国新儒学家们的共同点。

以阳明心学为本，通晓朱子理学，并接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这与牟

宗三、徐复观、熊十力等人的经历十分相似。而此文很好地整理了他

的儒家哲学，是篇优秀的论文。

3. 按主题分类

如果把去年研究按主题分类，可以分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和关于现代中

国的近代化谈论。首先是关于传统儒学的文章。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哲学 辛炫承 新儒学的大同思想和仁的共同体 东亚细亚文
化研究66

汉阳大 东亚细
亚文化研究所

哲学 李相和 近代中国学者的真、善、美概念
研究 人文硏究 76 岭南大人文

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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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史学 裴京汉 戊戌维新前夕改革派对亚洲的认
识

中国近现代
史研究70

中国近现代
史研究会

史学 李春腹 清代公羊学派的大一统思想和淸
末改革派的大民族主义

中国近现代
史研究71

中国近现
代史学会

文学 金华珍 清末教育思想的近代转换和桐城
古文 中国语文论丛 76 中国语文

研究会

辛炫承是日本沟口雄三的弟子。他继承了沟口雄三、岛田虔次等日

本近现代学者的思想，并对超国家民族主义的儒学颇有研究。辛炫承

通过对阳明学的理想社会论和谭嗣同的仁学的研究，把儒家定义为

人类社会的统合思想。

李相和的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哲学。李相和是成均馆大学东洋哲

学系中国近代哲学研究团队的带头人。李相和主张中国美学的产生

是源于科玄论争和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并对中国近代的真善

美概念和西方哲学做了比较。

裴京汉分析了戊戌维新参与者对东亚的认识。清朝用樽井藤吉的

《大东合邦论》来解释自己在清日战争中的失败。在此过程中，梁启超、

康有为等公羊派的国际政治观有了很大进步。李春腹分析了公羊学派

的统一思想的渊源。他认为，公羊学派的，即梁启超、康有为的大民

族主义，和孙文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共和改革论的冲突早已在这时有所

体现。金华珍则用当代清朝学术桐城派的视角，整理了清末教育思想

的变迁。接下来是关于近代化的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哲学 安载晧 大陆新儒家和中国文化政策-为
避免儒家万能主义- 中国学报 78 韩国中国学会

史学 金昌奎 中国官僚制的近代化与批判传统 历史学研究 63 湖南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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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载晧对当下中国国家主导的儒学做了批判性研究。他认为，如今

的中国政府把儒家视为万能工具，且中国儒学界也在忙着辩论政府立

场，而不是潜心做学问。这导致儒学逐渐变为代替社会主义的一种意

识形态。

金昌奎批判西方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但是其内容并不新颖。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中阐述了亚洲官僚主义的局限性。但是

本文并未对此提及或反驳，此为本研究的局限性。

4. 主要论文分析及批评

安载晧的《大陆新儒家和中国文化政策--为避免儒家万能主义》是关

于如何看待现今中国儒学热的研究。安载晧对此做出如下评价。

“强调儒教而非儒学，对此做出社会政治性的解释，并试图以此建

立制度。”“大陆新儒家”的用语最能体现这种特征。如同董仲舒向汉

武帝提出的“独尊儒术”，他们试图通过儒教宪政给中国政府权力的合

法性提供根据，并以此建立儒教国家。”1

这是对中国儒学热的批判说明。在中国，2010以来经济的快速

生长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富人可以用钱打通公安、政府、外国公

馆。中国社会的腐败程度如同那句“在中国，没什么不可能。”为改善这

种状况，过去的中国政府尝试了各种方法。2012年习近平执政后，提

出了新目标，即通过儒教来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此举意味着文革时期

1　安载晧（2016），390-391页。



第4章 近代中国儒学研究   93

被宣告“死亡”的儒学再次复活，也宣告着儒学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但

是，与儒学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恰恰相反，新儒学逐渐变成一种意识形

态。作者批判此现象为政治儒学。如序言所述，“大陆新儒家”强调儒

教而不是儒学，它仅用于提供社会政治性的解释，并以建立制度为目

标。我们称这种儒派为“政治儒派”,2 这类似于近代中国曾用马列主义

解释一切的状况，而现在只不过用儒家代替了马列主义。这不仅影响

着中国自身，还影响到韩国儒教。例如，中国儒教研究员在未经过充

分研究的情况下，把韩国的儒教称为中国的分支，作者对此也提出了反

驳。

从批评“大陆新儒家”的中国学者的观点和主张公民宗教说的陈

明的主张来看，作者觉得下面一句话令人深思。“中国人在‘追求中国的，

又追求世界的’，他们试图用这种行为来弥补因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弊

端。同时，现在的中国人更多、更全面地追求自己的个性，这是与过去

普遍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不同的，且这种趋势愈来愈明显。”

近来，萨德导致中韩关系恶化，但中国的儒学意识形态攻势将会

继续。中国早已成长为G2，因此，他们对儒教的主张很容易成为正论。

韩国学界应当用严谨的逻辑批判他们的无理强求，确保韩国儒学的

独立自主性。

相反，金昌奎的《中国官僚制的近代化与批判传统》一文反映了作

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该论文通过中国的官僚制来分析东亚，更确切地

说，应该是对中国的近代化进行研究。马克斯•韦伯是第一位将中国的

官僚制与近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他在《儒教和道教》中主张官僚

2　安载晧（2016），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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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整个社会的基础。3

马克斯•韦伯并不赞同官僚制和近代化有必然联系的说法。他认为，

阿拉伯的官僚制与近代化之间也没有联系。11世纪后，宋明时期的官

僚制虽很发达，但也未能超越皇权。虽然有些官吏通过与皇帝的斗争

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归根结底，官吏的任用权还在皇帝手里，所以这

并不意味着皇权的削弱。

金昌奎对科举制做出如下说明：科举制作为人的理性所创造的历

史的一部分，在科举制基础上成立的官僚制社会当然接近于近代化的

概念。

相反，马克斯•韦伯却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从科举制实行开始，

它就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及其家族地位，为统治集团谋求财富，阻止对

立集团形成的一种方式。4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中国的科举制是皇帝

为了独占权力，培养忠于自己官僚的一种政治手段。当然，现在没有人

同意这种完全负面的评价。但是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这种观点。如果

我们以此否定马克斯•韦伯和他的著作《儒教与道教》，将不利于这一

研究领域的持续发展。对于很多研究儒学和近代化的学者来说，对著

名学者和原著通透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国内有很多试图证明中

国近代化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很多错误的观点。如果对此不加以学术

性的质问，而盲目模仿中国方面的研究，小则有失于学问应有的严谨

性和整合性，大则容易被中国的国家主义儒学所埋没，失去韩国哲学

应有的价值。

3　马克斯•韦伯 著，李昇烈 译， 《儒教与道教》， 文艺出版社，2003.
4　马克斯•韦伯（2005），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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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与展望

2016年，有关近代中国儒学研究的作品比往年减少不少，质量也比过

去略有下降。但是，安载晧在关于现代中国“大陆新儒教”的分析中指

出了中国国家主义儒学的弊端，此文将成为此研究领域的宝贵资料。

我们应立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对韩国儒学的特殊性加以研究，提高

韩国儒学在国际社会中的声望。面对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洗礼，我们更

应牢牢把握韩国儒学所应发展的方向。

再者，我们应当积极应对来自中国儒教的亚流主义攻势。2017年11

月24日，在延世大学举行的第三次中韩人文会议上，发生了令我匪夷

所思的一幕。来自中国中山大学的吴重庆在《东亚视角下的儒学和社

会主义》的发表中提到近代韩国朴殷植和安昌浩等人的大同思想，并

称其是受到梁启超，康有为的影响的。然而，这并非事实。虽同是“大

同”，但大同的目的并不相同。再来，有些发表文的翻译也令我担忧。

朴殷植的《梦拜金太祖》的“金”居然被翻译成“김”(Kim)，而不是“금”

（kum）。此前，有韩语一级资格证的某电视台中国翻译员把“힌두교 

(印度教) ”翻译成“白頭敎”，让人哭笑不得。当然，中韩间围绕儒学的

竞争早已开始，为避免我们的儒学被评价为中国的亚流，我们更应保

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敬业精神，捍卫我们自己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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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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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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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第2编 韩国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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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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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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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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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章 韩国阳明学研究

宣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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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文综合分析了2016年在韩国发表的、与“韩国阳明学”有关的论文。

本文的分析对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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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选取的论文都发表于2016年1月至12月1年

期间。按照研究财团的分类方式，本报告中提及的论文分别被收录在

以下期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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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分析以上学术期刊后，发现符合“韩国阳明学”主题的论文

共15篇。为了帮助大家更加清晰地把握全部论文，此处按照人物类别

对论文进行了分类。而人物分类的大分类下，又具体划分为了江华学派

和其他。

2. 按人物分类

1) 江华学派相关论文（1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千炳敦 初期霞谷学派的霞谷学思想 东洋哲学
研究 东洋哲学研究会

2 千炳敦 从霞谷学的角度看李匡臣和李匡吕
的思想 阳明学 阳明学会

3 宣炳三 霞谷郑齐斗的“人心道心说”研究 韩国哲
学论集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4 Kim Jaehwa 关于沈大允“中庸”概念的研究 哲学思想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5 张炳汉 对沈大允《仪礼正论•丧服》的研究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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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炳汉
沈大允《书集传》对“汤•武•放伐”论
的辨正意义——以沈大允《书经蔡
传辨正》的分析为中心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7 千炳敦 樗村沈錥的朱子学 阳明学 阳明学会

8 Cho, Eun 
deok 郑寅普的良知感通论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9 Kim, Min Jae 为堂郑寅普思想的阳明学特征及
道德教育的涵义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0 金润璄 对郑寅普 “朝鲜之魂”内涵的探讨 阳明学 阳明学会

11 黄甲渊 心学的东传与创见——以王阳明与
郑霞谷为中心 中国学报 韩国中国学会

在与阳明学有关的15篇论文中，关于江华学派的研究共有11篇，占

据了全部论文的73%。这种情况与2015年相似，这也再次反映了江华

阳明学派在韩国阳明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就论文的整体数

量来看，与去年的12篇相比，今年的论文数量略有增加（15篇），同样，

关于江华阳明学派的研究也从去年的9篇增加到了今年的11篇。

从阳明学派人物研究的分布来看，2016年的研究并也主要集中于

郑齐斗和沈大允。沈大允虽然不是知名的阳明学者，但是我们从郑

寅普对他的评价中可以看了解到沈大允在经学研究方面的特殊地位，

“近代学者中论易学领域的成就当属李瀷和安鼎福，政治学则要看丁

若镛，而沈大允由于思想自成一派，常常形单影只，这也使得他未能被

大众所熟知……但是如果公允地给出评价的话，我们不得不说他不仅

思想精妙、见解独到，而且在多个学问领域都造诣颇深，可谓是三韩

（朝鲜）经学之明珠。”一直也来，关于沈大允的研究都主要是由张炳汉

完成的，2016年也是一样。今年张炳汉发表了两篇关于沈大允的论文，

它们分别探讨了沈大允对《书经》和《仪礼》的见解。如果今后这些研

究沈大允思想的论文能够编辑成册出版的话应该可以成为学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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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允研究的基础资料。

郑寅普在理解和认识江华阳明学的精神和地位，以及重新解读及

积极评价朝鲜异端学问——阳明学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爱

国爱民族的精神，在文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成就都是韩国重要的文化

财富。此外，由于郑寅普思想根植于阳明学理论，这有利于我们从更

加积极的角度评价韩国阳明学。

金润璄的论文则在讨论了郑寅普“朝鲜之魂”内涵的同时，解释了郑

寅普思想中的自我和感通的概念。Cho Eun-deok的论文则探讨了郑

寅普感通论的内容及意义。最后，理论教育专业主修的Kim Min Jae

将郑寅普的思想总结为了三大点，并从教育学的角度对这些内容进行

了阐释。

千炳敦发表的三篇关于江华阳明学的论文彼此之间都相互联系。

《初期霞谷学派的霞谷学思想》解释了划定初期霞谷学派人物的标准。

《从霞谷学的角度看李匡臣和李匡吕的思想》 一文则从初期霞谷学派

的学者中选取了两位具有代表性人物——李匡臣和李匡吕，并对他们

的思想进行了详细阐述。《樗村沈錥的朱子学》主张，沈錥虽然是霞

谷的弟子，但是他的思想中却含有很多朱子学的内容。以此为出发点，

作者重新审视了划定初期霞谷学派人物的标准。

宣炳三的论文在解释了郑齐斗“人心道心说”理论的同时，为了深入

探讨郑斗齐的“人心道心说”，作者从阳明学的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

考察。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阳明学的本质。黄甲渊的论文则

同时对比研究了王阳明和郑齐斗的思想，以试图发现二者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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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4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1 黄甲渊 艮斋对陆王心学的质疑、批评以及合
适与否的评断 大同哲学 大同哲学会

2 韩正吉 朝鲜时期官僚知识分子的阳明学认
识研究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3 徐康辉 茶山从阳明学的角度解读伦理主题
问题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4 金世贞 实心和感通的韩国阳明学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心说论战丰富了朝鲜性理学的三大论战。在这一场论战中，艮斋田

愚以朱子学心性论为基础，与寒洲学派和华西学派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黄甲渊以朱子学义理为基础，比较了艮斋对陆王心学的批判与陆王心

学二者之间的区别，进而分析了艮斋对陆王心学批判的合理性。韩正

吉则探究了李滉对阳明学的批判。这篇论文的特色就在于它从政治史、

思想史的角度，对李滉的阳明学批判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徐康辉的

论文讨论了茶山性嗜好说与阳明心学之间的相似之处。文章的不足之

处就在于，它未能将阳明学的内容和茶山学的内容进行有机统一的整

理，从而导致文章结束得略显仓促。最后，金世贞的论文首先将韩国

阳明学规定为实心和感通，以此为基础作者对相关人物进行了全方位

的介绍。这篇论文对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完整地概述，论文的

研究价值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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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论文的分析及批评

近来韩国阳明学界围绕如何命名霞谷郑齐斗及其弟子们形成的儒学

群体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主张这一学派应当被命名为霞谷学派，

而另一些人则主张这一学派应当被命名为江华学派（或阳明学派）。

从闵泳珪先生第一次使用江华学派开始，这一名称逐渐被学界所

熟知。闵泳珪先生认为江华学派这一名称来源于地名，虽然不能直接

体现出阳明学在霞谷思想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却能够充分地反映出郑

齐斗的品性，以及郑齐斗追随者们所拥有的共同特征。但反对使用江

华学派这一名称的学者们却认为这一名称很容易引起外国人的误解，

会使他们误以为江华学派是中国某个地区的阳明学，而导致国外对韩

国儒学思想特殊性的忽视。相反，由于郑齐斗的追随者中也有人反对

阳明学思想，如果我们使用霞谷学派这一名称就会如闵泳珪先生所

担忧的一样，无法把这些反对者也包含在内，因此霞谷学派这一名称

也不甚妥当。

围绕这一命名展开的讨论反映了关于江华阳明学派（霞谷学派）本

质属性的探讨仍然是学界研究的核心课题。2016年的儒学报告中，笔

者曾经介绍过韩正吉的《重新探究心学和实学：朝鲜阳明学的实心实

学和朝鲜后期的实学——批判地考察为堂郑寅普的阳明学观》（《韩

国实学研究》第28期）一文，该论文探讨的就是霞谷学派思想的本质

属性。

千炳敦三篇论文的研究问题与韩正吉的类似。如果说《初期霞谷

学派的霞谷学思想》提出了划定初期霞谷学派人物的标准；那么《从

霞谷学的角度看李匡臣和李匡吕的思想》 一文则从初期霞谷学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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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中选取了两位具有代表性人物——李匡臣和李匡吕，对他们的思

想进行了详细阐述；而《樗村沈錥的朱子学》则指出了沈錥虽然是霞

谷的弟子，但是他的思想中却含有很多朱子学内容，很难将其归入霞

谷学派的内容。

千炳敦在《初期霞谷学派的霞谷学思想》中对论文的研究问题和

研究背景做出了如下说明：“霞谷学指的是霞谷及其学问继承者所提出

的学术思想的统称。根据《霞谷集•年谱》，霞谷从出生到41岁一直生

活在首尔，41岁时迁居安山（今安城），61岁时从安山迁居江华岛霞谷，

此后开始在江华岛讲学。霞谷在安山居住期间，曾向沈錥、李震炳、尹

淳、柳寿垣、沈大允等人讲学，迁到江华岛后师从他的文人包括李匡臣、

李匡师、儿子郑厚一、孙女婿李匡明和李匡吕、以及申大羽等人。这篇

论文中提到的初期霞谷学派人物指的就是以上这些人。他们都是在

霞谷在世时，直接或间接向霞谷求学之人。

那么以上这些人物都可以被归类为霞谷学派吗？事实并非如此。

千炳敦认为应该以这些人的学术思想为基础重新进行划分。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抛弃”师从霞谷的文人就都是霞谷学派”的固有认知。作者在

文中选取了霞谷学思想比较浓厚的恒斋李匡臣、圆峤李匡师、以及月

庵李匡吕三人，对其思想中蕴含的霞谷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分析。作者

还主张，我们应当按照霞谷学的义理标准重新定义和划分霞谷学派。

作者接着对这种霞谷学的义理标准进行了如下解释：“朝鲜性理

学以朱子学的‘心统性情说’为基础，把心与性情相统一，提出了心即气，

性即理的理论。相反，阳明学则主张心即理。可见，朱子学与阳明学的

区别就在于如何定义‘心’，以及如何看待‘理’的能动性。此外，对于格

物致知的不同认知也是这两个学派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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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千炳敦提出的义理标准，其实就是阳明学和朱子学的差

别之处，即“心性论”、“理气论”、“格物致知”三点。以这三点为标准，千

炳敦比较了阳明学思想浓厚的李匡臣、李匡师、以及李匡吕三人思想

与霞谷思想的异同。

那么，这篇论文是不是可以被评价为是一篇成功的论文呢？笔者

对此持怀疑态度，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作者未能就李匡臣、李匡师、以及李匡吕三人的作品进行深

入分析。这就导致了对比和论述的混乱。千炳敦在论文结尾也指出“大

部分初期霞谷学派的学者都未能留下有关霞谷思想的学术著作。即使

有现存的文集，也多是书信、祭文等，而非体系化探讨学术思想的文

集。由于史料有限，笔者只能依据文人之间往来的书信推测这三位学

者的学术思想。但问题就在于，如果这种推测的结论与这些文人的思

想恰好吻合还好；如果不是，就可能会造成对这些学者的误读和侮辱。

此外，这篇论文引用的文献有十分有限，文中的很多推导论证都是依

据有限的一两篇文章来进行的。这种缺乏足够论据支撑的结论必须

要依赖于未来资料的新发掘和补全才能够得到完善和补充。”

其次，作者也未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料进行充分地论证。举例来说，

作者在定义郑齐斗“性论”的同时，指出“那么霞谷所说的‘性’的内容又

是什么呢？霞谷把性分为‘性之德’与‘性之质’……前者指的是作为道德

本性的道德心，而后者指的是表现为肉体欲望的欲心。霞谷所说的‘性

即理’中的性、‘心即理’中的心指的是道德本性的道德心，以及真理之心

（实心）。”但是作者下文的解释却与这里引文的解释相互矛盾。

在这一点上，宣炳三的《霞谷郑齐斗的“人心道心说”研究》认为“霞

谷为了探究形气之心和性命之心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生身命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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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霞谷认为性之质和性之德都来源于‘生身命根’。因此，人类正常

的生命活动既需要依赖于基本的生理欲望，也需要依赖于积极向上

的精神，二者缺一不可。”霞谷因此把“性之德”和“性之质”视作为生身

命根的两个方面”。

作者继而解释了霞谷把“性之德”和“性之质”统一到‘生身命根’的理

由。他指出：“这里在说明‘形气之心’的时候，将‘形气之心’等同于了‘性

之质’；在说明‘性理之心’的同时，将其等同于了‘性之德’，并强调了‘形

质’和‘德性’都来源于同一个身体。这种主张的依据是，人类的生命活

动同时依赖于物质（肉体）要素和精神（道德）要素两个方面，二者缺

一不可。霞谷在人心道心说的后半部分既批判了尝试把精神要素排除

在人本性之外，只留下物质要素的做法；也批判了尝试把物质要素排

除在本性之外而之留下精神要素的做法。”如果宣炳三的分析正确的话，

那么千炳敦的论文就存在误解郑齐斗思想的嫌疑。此外，由于千炳敦

全文关于初期霞谷学派代表人物的论证和主张都是建立这种可能错

误的前提之下，其结论就更加站不住脚。

毋庸置疑的是，解释霞谷学派的本质属性对于理解韩国阳明学的

特征来说仍然是极其重要的研究主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这篇论

文的研究方法，以及郑寅普在霞谷学义理比较判断标准基础上提出的

实心实学理论，对霞谷学的义理思想进行重新解读。

但是，如何解读霞谷学的义理思想也是非常棘手的任务。毋庸置

疑的是，郑齐斗的确是阳明学家的。但如果说郑齐斗主张的阳明学与

中国的阳明学有区别的话，那么郑齐斗所主张的阳明学的特征又是什

么呢？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郑齐斗只是披着阳明学外衣的朱子学

家，或者说是彻头彻尾的朱王（朱熹、王阳明）和解论者，修正主义的



150   第2编 韩国儒学

阳明学家，或者阳明右派。

宣炳三的《霞谷郑齐斗的“人心道心说”研究》尝试对霞谷学本质属

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思路。作者在论文的绪论中的解释如下：“笔者

希望通过此次研究为判断霞谷学本质属性（即关于霞谷学是阳明学还

是朱子学？）的问题提供一些参考，也为日后关于霞谷学独创性和固

有性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宣炳三通过郑齐斗的人心道心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他之所

以以人心道心说作为切入点是因为这一学说同时反映了作为郑齐斗两

大思想渊源的——阳明学和栗谷学（朱子学）的主张，以人心道心说

为切入点可以同时探讨这两种思想。具体而言，阳明学提出的性学→

心学→人心道心的结构是明代心学的基础；而栗谷在同愚溪展开四七

论争的时候，二人还围绕人心道心展开了论战，我们可以从这场论战

中窥见栗谷思想的特征。

首先，宣炳三对王阳明的人心道心说做出了如下解释。“虽然王阳明

留下的关于人心道心说见解的资料很少，但如果将这些见解整理的话，

可以概括出王阳明的主要主张。即，王阳明把人心道心理解为了‘天理

人伪’。天理即所谓的‘率性之谓道’，是从本性中促发的心；人伪是人的

想法介入后的产物。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人伪’与‘人欲’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因为‘人欲’无法与‘人心维危’中的‘危’形成呼应。因为‘危’不一

定是恶、凶的意思。王阳明虽然没有对这一部分进行详细具体地说明，

但是他所主张的‘人伪’就如同贵重的金粉或玉粉进入眼睛会妨碍视力

一样，不能及时促发的习惯性道德和个人的道德努力也只会妨碍良知

的促发。”

其次，宣炳三还对栗谷人心道心说作了如下阐释：“栗谷的人心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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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通常也叫做‘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因为心与情感不同，具有思考判

断的能力，所以即使是好事如果是为个人谋福利也可以成为人心；而

即使是错误的想法，如果能够对其进行反思和悔改的话，也可以成为

道心。因此道心和人心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这种说法与朱熹

《中庸书》中阐述的人心道心说相互矛盾。也就是说，人心道心可以相

互转化的说法不能等同于生理欲求（形气之私中显露的人心）与道德

渴望（性命之正中显露的道心）也可以相互转化的说法。虽然人心可以

转化为道心，但是道心转化为人心则会有很多问题。因为在道心转化

为人心的过程中，道心是‘符合事理之心’，而人心却会成为‘无法成为道

心的心’，或‘失败的道心’，结果‘人心’就可能会沦为人欲，因而而具有伦

理上的缺点。”

最后，宣炳三对郑齐斗的人心道心说进行了整理，“霞谷‘人心道心

说’的基础是王阳明的‘天理人欲说’。同时，与栗谷一样，霞谷也主张‘人

心道心相为终始’。”宣炳三认为王阳明和栗谷对人心道心的解释是郑

齐斗关于人心道心说思想的两大源泉。宣炳三论文的正文是对序言中

关于霞谷思想两大源泉之阳明学和栗谷学内容的具体阐述。

那么在郑齐斗的思想中，阳明学和栗谷学（朱子学）思想是平分秋

色吗？郑齐斗难道真的是所谓的朱王和解论者吗？答案是否定的。郑

齐斗是确确实实的阳明学家。宣炳三在结论中指出，“王阳明曾经批

判朱熹关于‘道心主宰而人心听命’见解是承认二心的存在。霞谷以形

气和性命的相即性为基础，批判朱熹的人心道心说是与形气和性命相

对立的两个实体，也是两个对立的学习对象。”从宣炳三的解释我们可

以看出，郑齐斗以形气和性命的相即性为基础，批判了王阳明关于朱

子人心道心说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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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炳三对郑斗气这一批判的理由做出了如下解释：“霞谷认为之所

以出现这种问题是由于‘理气离之’和‘理气二之’的错误前提。即、因为

假定了脱离了心的性、以及脱离了气的理、所以要追求与心毫无关系的、

抽象的、只作为伦理存在的性，以及追求与气毫无关系的、抽象的、作

为伦理存在的理。霞谷进而批判了不从心上寻找理（性）、也不从外物

中寻找理（物理）的‘即物穷理论’的主张；以及以探讨离开形气的性命

为由，倡导‘道心主宰而人心听命’的主张。事实上、霞谷之所以提出如

上见解、根本在于他想要从理气论的层面将心即理的命题合理化，从

而对抗性即理的主张。”宣炳三通过对人心道心说的分析、指出郑齐斗

是反对朱子学、坚持阳明学思想的阳明学者。

事实上，在理解郑齐斗阳明学思想的本质问题上，如何解读阳明学

也十分重要。朱子学和阳明学作为宋明理学的双壁，具有很多相同之

处。这就导致了学界在批评阳明学时，过于强调阳明学与朱子学的不

同之处，并对这种差异持消极态度；同样，在批评朱子学时，则过于夸

大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不同之处，消极评价这种差异。但问题的严重性

就在于正如朱子学者很难接受阳明学者对朱子学的批判一样，阳明

学者也很难接受朱子学对自身的批判。

黄甲渊的《艮斋对陆王心学的质疑、批评以及合适与否的评断》一

文为区别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义理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因为探讨

艮斋对陆王心学的批判问题必须建立在朱子学和阳明学义理思想的

确存在区别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

黄甲渊对于陆王和艮斋（朱子）思想的差别做出了如下解释：“陆王

和艮斋思想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艮斋认为性即理，心即气；相反，陆王

则认为性即理，心即理，”他对此继续说明道，“程朱学派也承认心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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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心仅指的是经过居敬涵养和格物致知后达到知至境界的道

心……但是在陆王哲学中，心和理是在本体论上、概念性上、存在论上

的一体。”由此可见，陆王和艮斋思想的差别就在于对于心的认识。为

了论述艮斋所代表的朱子学对阳明学理解的恰当性，作者在正文中进

一步探讨了程朱学与阳明学的理气论、心即理，以及艮斋和陆王学在

心对理的主宰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最后探讨的是关于郑寅普的相关论文。Cho Eun-deok在论文《郑

寅普的良知感通论》中对郑寅普良知论的核心——感通论做出了如下

说明：“郑寅普认为阳明学提出的亲民说和万物一体说都要建立在本

心感通的机能上。因为当本心与民众相感通时，便是亲民说；而当本

心感通的领域扩大到万物时就是万物一体说。这就把作为阳明学主

要理论的亲民说和万物一体说还原为了‘本心感通论’。通过说明亲民

是感通的一个阶段，而亲民能够解释万物一体之道，郑寅普主张通过

感通实现自我与他人一体的生命原理，从而与民众同舟共济，克服时

代之殇。”

郑齐斗认为，“与明德相比，大学之道更在于亲民，因为即使不了解

明德，但能够与百姓亲近的话，明德就会不言自明。但是如果把亲民

改成臣民，明德就会失去不言自明的基础，而游移不定。‘优道不优国’

体现了明德和亲民二者截然对立的特征，如果知道明德和亲民的相

互对立，就可以完全理解阳明学的宗旨。”可以说，Cho Eun-deok对

于郑齐斗阳明学核心内容把握的十分准确。

以上充分体现了郑齐斗阳明学的特征。阳明学则认为明德和亲民

是一体的，如果按照《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明德则比亲

民重要。阳明从心即理的角度出发，认为所有的百姓都拥有明德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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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张帮助民众明明德，而不是把他们作为臣民或统治的对象，这

种看法依照的是《古本大学》关于亲民的解释，也与郑齐斗的看法相

异。

Cho Eun-deok这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就在于论文本应该集中于

对某个核心主题的探讨，但作者却在文中提及了很多无关紧要的问

题，这不利于读者对文章整体内容的把握。例如，在讨论良知和感通

的章节中，作者为了说明感通的含义，引用了朱子、《帛书周易》、《周

易》、禅宗等的不同解释，导致行文混乱；在讨论亲民的章节，作者也

用了大量篇幅解释“亲民”的字义，但这些内容都是不必要的。这可能

是由于这篇论文是从作者的学位论文整理节选而来的。

金润璄的《对郑寅普 “朝鲜之魂”内涵的探讨》一文则考察了朝鲜

之魂的思想，主张“郑寅普热爱朝鲜之魂的根源，认为朝鲜之魂的根

源是弘扬仁爱、积极利用生发的弘益精神；同时，它还建立在主体性、

自发的‘依自’的基础上。因此，朝鲜之魂从根源到外在体现，再到未来

的目标都是以‘依自’和‘弘益’为核心展开的。此处的‘依自’和‘弘益’也可

以换成‘依靠自我’和‘感通’。所谓‘依靠自我’是指个人为人处世的依据

都是‘自我’。如果不能做到‘依靠自我’，‘感通’就无法实现；而如果‘感通’

无法实现，自我之魂也无法树立起来。此外，‘依自’和‘依靠自我’包含了

自我的主体性和真实性。”简言之，这里的‘依靠自我’包含了自我的主体

性和真实性，而‘感通’则包含了爱国爱民族的万物一体精神。

郑寅普对于我们理解江华阳明学的精神和地位，以及重新认识朝

鲜时期的异端学问——阳明学具有重要意义。他为我们积极地理解

和评价韩国阳明学奠定了基础。如果对金润璄和Cho Eun-deok的论

文略作概括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韩国阳明学精神的根源体现了“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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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通”的主体性、真实性、爱国爱民族、万物一体的特点。

Kim Min Jae的论文《为堂郑寅普思想的阳明学特征及道德教育

的涵义》从道德教育的角度考察了郑寅普的思想。Kim Min Jae从以

下三个角度探讨了郑寅普思想的道德教育涵义。第一，郑寅普以“虚实

论”为基础，探讨了构建教学要义和传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第二，在

探讨郑寅普“良知论”，又称“本日之心”的基础上，讨论了作为学校道德

教育起点和终点的道德主体。第三，作者把郑寅普的“感通论”解释为

了良知的发现和确立，同时指出“价值关系确立法”是成熟的市民教育

和学校道德教育的构成原理，作者从“价值关系确立法”的角度对郑寅

普的“感通论”进行了探讨。

围绕“价值关系确立法”，Kim Min Jae不仅探讨如何将郑寅普感

通论应用于道德教育中，还借用郑寅普的“怜悯”一词表达了自己的立

场。“郑寅普认为，自我心中良知所具有的‘怜悯’是促使他把天地万物

视为一体的根源，但同时他也指出‘怜悯’的表现有轻重缓急，也有程

度的差异。他以个人对父母和亲人的感情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在

对待他人的父母和亲人时，我们不应当采取与对待自己父母和亲人相

同的方式，尽管这可能看起来是高尚的。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像疏远

远房亲戚一样，来疏远自己父母的结果。因此，郑寅普在承认‘怜悯’之

情本质的同时，也主张按照适当的原则来规定其作用范围。他还明确

指出‘感通不仅是仁的原则，把天地万物统一为一体，它也是把个人与

宇宙相统一的大原理’。感通强调以道德主体本来的良知‘怜悯’为依

据，遵循适度原则。如果将感通的作用范围扩大，就可以把它作为价

值关系确立法的理论依据。”怜悯之情是郑寅普对良知“真诚侧怛”的

韩语解释。在阳明学中，良知的真诚侧怛是实现万物一体的核心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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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Min Jae恰当地选择了作为感通内在动因的怜悯之情，对其进行

了叙述。

尽管Kim Min Jae的这篇论文究竟能否为道德教育专业的相关人

士提供实质性的建议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从道德教育

学的角度对郑寅普阳明学思想进行考察分析的立题十分新颖，也为未

来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4. 评价与展望

就韩国阳明学的研究成果来看，2014年为8篇，2015年为12篇，2016年

为15篇，就整体上来看，论文数量保持了持续性增长。对于韩国阳明

学研究来说，这的确是令人鼓舞的消息。相反，关于中国阳明学的研

究数量则一直减少。由此可见，当前韩国学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韩国

阳明学而非中国阳明学。

令人欣喜的是，2016年的论文不仅整体数量有所增加，而且还出现

了很多引领阳明学研究持续发展的优秀论文。但是，过去一年期间重

要期刊上发表的关于阳明学的论文却只有15篇，这间接反映了阳明学

在朝鲜儒学史上非主流的地位。此外，与去年相同，大多数关于阳明

学的研究都集中在对江华阳明学派的探究。

因此，为了促进朝鲜阳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必要发掘出

更多未知的阳明学家，并加强对新主题的探索，从而不断扩大阳明学

研究的范围。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如何解决

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例如，朝鲜时期儒学学者中有一些学者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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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虽然有阳明学思想的特征，但就其思想整体来看，阳明学所占比重

过少，类似于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将这些学者划分为阳明学者；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思想中关于阳明学思想的比重很大，但他们留下的

文献资料却很少，这也使得研究开展困难。





第7章 韩国实学的研究

许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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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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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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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章 韩国实学的研究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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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庾坤

第8章 韩国经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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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以2016年韩国方面发表的、与经学有关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其

进行归纳整理和综合分析。本文所研究的论文主要来源于韩国研究

财团论文发表平台（KCI）已经或候补刊载的学术期刊。据统计，以

2016年1月到12月为基准，这些学术期刊上刊载的、与经学相关的论

文共计36篇。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于中韩学者对儒学经典十三经注释

的分析。这36篇论文的目录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东敏 朴世采《春秋补编》——从性理
学的角度解读《春秋》

韩国哲学
论集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2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学习的标准纲
领（1）——以朴世采《春秋补编•
纲领》为中心

韩国哲学
论集5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3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学习的标准纲
领（2）——以朴世采《春秋补编•
纲领》为中心

儒学思想文
化研究65 韩国儒学学会

4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注解书刊行本
的特征分析--以圭章阁所藏《春
秋》资料为中心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5 金秀昊 关于正祖朝王室图书馆《诗经》
文献目录和文本编辑的考察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6 金秀贤
重新解读《论语》“乐”的概念——
以陈阳的《乐书•论语训义》为中
心

东方学 35 韩瑞大学
东洋古典研究所

7 金承龙 经学研究和古典集释学的可能
性——以《礼记•乐记》为例

韩国汉文学
研究 62 韩国汉文学会

8 金永友 圭章阁所藏易学相关图书现状及
意义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9 金容载

韩 国 经 学 研 究 中 的 “ 体 人 知
（Chang）”(体：正体性，人：关系

性，知：创造性知识)——从“过去”
的经学研究到“未来”的经书学习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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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0 金庾坤 正祖关于实现理想社会的经典
解读学

儒学思想文
化研究 65 韩国儒学学会

11 金润璄

崔鸣吉《思问录》中四书解释的
倾向性及思想性特征（II）——以

《大学记疑》和《大学管见》为中
心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2 金仁圭
朝鲜后期对《周礼》的吸收和国
家礼——以茶山丁若镛对周礼的
理解和国家礼为例

退溪学论丛 27 退溪学釜山
研究院

13 南润德

硕斋尹行恁“义理”中心的易学观
及对四书的活用情况——以《经
史讲义•易》（癸卯（1783）、《薪
湖随笔•易》、《薪湖随笔•医辞
传》为中心

韩国汉文学
研究 61 韩国汉文学会

14 唐润熙 关于圭章阁所藏《论语》和四书
文献的考察 韩国文化 74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15 朴东仁 郑玄的三礼注及其儒家哲学的结
构

大同文化
研究 94

成均馆大学大
同文化研究院

16 徐根植

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学的形
成过程（II）（——河滨慎后聃的

《周易象辞新编》中出现的《周
易》解释方法）

韩国哲学
论集 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17 成海俊,
Sung Hae Jun

朝鲜时期对《孟子》的吸收及研
究情况 退溪学论集 27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8 严连锡 从圭章阁藏书看朝鲜中后期对
《中庸》的研究倾向 韩国文化 74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19 严连锡
高丽末年朝鲜初期学者们对《周
易》经典象数易学及义理易学的
理解

泰东古典硏
究所 36

翰林大学 泰东
古典硏究所 

20 严连锡 金钟直经学思想中性理学的倾向
及经世论

泰东古典
硏究所 37

翰林大学 泰东
古典硏究所 

21 李东旭 关于陆九渊易学特征的时论考
察 阳明学44 韩国阳明学会

22 李昤昊,
Lee Young Ho

茶山《大学》解释在经学史上的
地位

东洋哲学
研究86 东洋哲学研究会

23 李昤昊
从朝鲜经学史的发展情况看实学
和经学——以丁若镛的经学为中
心

韩国实学
研究 32 韩国实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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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24 李殷镐 中国《尚书》的伪篇争议以 及
《尚书讲义》的伪书讨论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25 林宪圭 朱子对《论语》中诗的解释以及
茶山的批判

韩国哲学
论集49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26 张伯伟 从朝鲜时期的藏书目录看圭章阁
所藏经部文献的价值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27 张炳汉 对沈大允《仪礼正论•丧服》的研
究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28 张炳汉
沈大允《书集传》对“汤•武•放伐”
论的辨正意义——以沈大允《书
经蔡传辨正》的分析为中心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29 全圣健
朝鲜礼学的发展历程及《礼记》
研究——以圭章阁所藏《礼记》
版本为中心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30 全在东 《四书释义》成书过程及相关资
料的书志分析

退溪学论
集 18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31 郑宗模 程明道对《周易》的解释及其经
学史的意义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32 崔锡起 旅轩张显光对《中庸》的解释及
其意义

韩国汉文
学研究63 韩国汉文学学会

33 崔锡起,
Choi, Seok Ki 寒江郑逑的经学观及学庸的解释 退溪学和儒

学文化 58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34
Choi Jeong 
Jun 和
Oh Dong Ha

白云沈大 允的《读易十法 》研
究——以爻位法为中心

韩国思想
史学52 韩国思想史学会

35
咸泳大,
Ham Young 
Dae

高丽末年朝鲜初期对《孟子》解
读的主题及关注点 大同汉文学 48 大同汉文学会

36 Hwang Tae 
Hyun

对《大学》听讼章的理解——以
伊川和朱子为中心

东洋文化
研究24

灵山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院

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这36篇论文，本报告将其按照人物类别和主

题类别进行了分类。就人物类别而言，又将其细分为韩国儒学者、中国

儒学者、比较中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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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就各经典分别选取了七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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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最后，笔者对2016年经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并

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2. 人物类别

在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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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篇。在探讨各人物经学思想方面，研究韩国儒学者的论文

有16篇，中国儒学者的有4篇，还有2篇是比较不同学者思想的论文。

1) 韩国儒学者

在探讨韩国儒学者经学思想的16篇论文中，探讨最多的人物分别是

朴世采（南溪，1631-1695），丁若镛（茶山, 1762-1836），沈大允（白云，

1806-1872），都各有3篇相关论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东敏 朴世采《春秋补编》——从性理学
的角度解读《春秋》

韩国哲学论集
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2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学习的标准纲领

（1）——以朴世采《春秋补编•纲
领）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
5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3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学习的标准纲领

（2）——以朴世采《春秋补编•纲
领》为中心

儒学思想文
化研究65 韩国儒学学会

1 金仁圭
朝鲜后期对《周礼》的吸收和国家
礼——以茶山丁若镛对周礼的理
解和国家礼为例

哲学论丛82 新韩哲学会

2 李昤昊 茶山《大学》解释在经学史上的地
位

东洋哲学研究
86 东洋哲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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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3 李昤昊
从朝鲜经学史的发展情况看实学
和经学——以丁若镛的经学为中
心

韩国实学研究
32 韩国实学学会

1 张炳汉 对沈大允《仪礼正论•丧服》的研
究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2 张炳汉
沈大允《书集传》对“汤•武•放伐”
论的辨正意义——以沈大允《书经
蔡传辨正》的分析为中心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3

Choi Jeong 
Jun 和
Oh Dong 
Ha

白 云 沈 大 允 的《 读 易十 法 》研
究——以爻位法为中心

韩国思想史学
52 韩国思想史学会

此外，各有一篇论文探讨了其他7位人物，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他

们分别是：金宗直（佔闭斋，1431-1492），郑逑（寒冈，1543-1620），张

宪光（旅轩，1554-1637），崔鸣吉（迟川，1586-1647），慎后聃（河滨，

1702-1761），正祖（弘斋，1752-1800），尹行恁（硕斋，1762-1801）。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严连锡 金钟直经学思想中性理学的倾向
及经世论

泰东古典硏究所
37

翰林大学 泰东
古典硏究所 

2 崔锡起 寒江郑逑的经学观及学庸的解释 退溪学和儒
学文化 58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3 崔锡起 旅轩张显光对《中庸》的解释及其
意义

韩国汉文学研究
63 韩国汉文学学会

4 金润璄
崔鸣吉《思问录》中四书解释的倾
向性及思想性特征（II）——以《大
学记疑》和《大学管见》为中心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5 徐根植

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学的形
成过程（II）（——河滨慎后聃的

《周易象辞新编》中出现的《周易》
解释方法）

韩国哲学论集
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6 金庾坤 正祖关于实现理想社会的经典解
读学

儒学思想
文化研究 65 韩国儒学学会



第8章 韩国经学思想研究   185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7 南润德

硕斋尹行恁“义理”中心的易学观及
对四书的活用情况——以《经史讲
义•易》（癸卯（1783）、《薪湖随笔•
易》、《薪湖随笔•医辞传》为中心

韩国汉文学研究 
61 韩国汉文学会

2) 中国儒学者

在探讨中国儒学者经学思想的4篇论文中，有研究郑玄（127-200），

程颢（明道，1032-1085），陈阳（？-？），陆九渊（象山，1139-1193）的

论文各一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朴东仁 郑玄三礼注及其儒家哲学的结构 大同文化研究 94 成均馆大学大
同文化研究院

2 郑宗模 程明道对《周易》的解释及其经学
史的意义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3 金秀贤 重新解读《论语》“乐”的概念——
以陈阳的《乐书•论语训义》为中心 东方学 35 韩瑞大学

东洋古典研究所

4 李东旭 关于陆九渊易学特征的时论考察 阳明学44 韩国阳明学会

3) 人物比较研究（1篇）

对两位学者思想进行比较的论文有两篇，分别研究的是程颐（伊川，

1033-1107）和朱熹（晦庵，1130-1200）以及朱熹和丁若镛。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Hwang 
Tae Hyun

对《大学》听讼章的理解——以伊
川和朱子为中心 东洋文化研究24 灵山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院

2 林宪圭 朱子对《论语》诗的解释以及茶山
的批判 韩国哲学论集49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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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题分类

按主题将这些论文分类，可以分为经学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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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研究对象经典。在36篇经学论文中，研究经典的论文有30篇；如

果这些论文按照经典类型可以分为，关于《易经》的7篇论文，数量最多，

《春秋》的4篇论文，《大学》的3篇论文，《论语》的2篇论文，《孟子》

的2篇论文，《中庸》的2篇论文，《书经》的2篇论文，《诗经》的2篇论

文，《礼记》的2篇论文，《诗经》的1篇论文，《仪礼》的1篇论文，以及

《周礼》的1篇论文。此外，还有一篇研究《大学》和《中庸》的论文，一

篇同时研究四书的论文，以及一篇同时研究《礼记》、《仪礼》、《周

礼》的论文。

1)《易经》

就《易经》解释而言，下面是分析研究韩国学者经学思想的论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严连锡
高 丽 末年 朝 鲜 初 期 学 者 们 对

《周易》经典象数易学及义理易
学的理解

泰东古典硏究所
36

翰林大学 泰东
古典硏究所 

2 徐根植

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学的
形成过程（II）（——河滨慎后
聃的《周易象辞新编》中出现的

《周易》解释方法）

韩国哲学论集
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3 南润德

硕斋尹行恁“义理”中心的易学观
及对四书的活用情况——以《经
史讲义•易》（癸卯（1783）、《薪
湖随笔•易》、《薪湖随笔•医辞
传》为中心

韩国汉文学研究
61 韩国汉文学会



第8章 韩国经学思想研究   187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4
Choi Jeong 
Jun 和
Oh Dong Ha

白云沈大允的《读易十法》研
究——以爻位法为中心 韩国思想史学52 韩国思想史学会

5 金永友 圭章阁所藏易学相关图书现状
及意义 韩国文化 74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与《易经》解释有关、分析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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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宗模 程明道对《周易》的解释及其经学
史的意义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2 李东旭 关于陆九渊易学特征的时论考察 阳明学44 韩国阳明学会

2)《春秋》

就《春秋》解释而言，下面是分析研究韩国学者经学思想的论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东敏 朴世采《春秋补编》——从性理学
的角度解读《春秋》 韩国哲学论集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2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学习的标准纲领

（1）——以朴世采《春秋补编》（纲
领）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5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3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学习的标准纲领

（2）——以朴世采《春秋补编》（纲
领）为中心

儒学思想文
化研究65 韩国儒学学会

4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注解书刊行本的
特征分析--以圭章阁所藏《春秋》
资料为中心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3)《大学》

就《大学》解释而言，下面是分析研究韩国学者经学思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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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润璄
崔鸣吉《思问录》中四书解释的倾
向性及思想性特征（II）——以《大
学记疑》和《大学管见》为中心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2 李昤昊 茶山《大学》解释在经学史上的地
位 东洋哲学研究86 东洋哲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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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ang 
Tae Hyun

对《大学》听讼章的理解——以伊
川和朱子为中心 东洋文化研究24 灵山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院

4)《论语》

就《论语》的解释而言，分析研究中国学者经学思想的论文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秀贤 重新解读《论语》“乐”的概念——
以陈阳的《乐书•论语训义》为中心 东方学 35 韩瑞大学

东洋古典研究所

就《论语》的解释而言，同时比较分析中韩两位国学者经学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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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对《论语》中诗的解释以及茶
山的批判 韩国哲学论集49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5)《孟子》

与《孟子》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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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咸泳大 高丽末年朝鲜初期对《孟子》解读
的主题及关注点 大同汉文学 48 大同汉文学会

2 成海俊 朝鲜对《孟子》的吸收和研究情况 退溪学论集 27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6)《中庸》

与《中庸》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崔锡起 旅轩张显光对《中庸》的解释及其
意义

韩国汉文学
研究63 韩国汉文学学会

2 严连锡 从圭章阁藏书看朝鲜中后期对《中
庸》的研究倾向 韩国文化 74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7)《书经》

与《书经》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张炳汉
沈大允《书集传》对“汤•武•放伐”
论的辨正意义——以沈大允《书经
蔡传辨正》的分析为中心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与《书经》解释相关，研究中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李殷镐 中国《尚书》的伪篇争议以及《尚
书讲义》的伪书讨论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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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礼记》

与《礼记》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承龙 经 学 研 究 和 古典 集 释 学 的 可 能
性——以《礼记•乐记》为例

韩国汉文学
研究 62 韩国汉文学会

2 全圣健
朝鲜礼学的发展历程及《礼记》研
究究——以圭章阁所藏《礼记》版
本为中心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9)《诗经》

与《诗经》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秀昊 关于正祖朝王室图书馆《诗经》文
献目录和文本编辑的考察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10)《仪礼》

与《仪礼》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张炳汉 对沈大允《仪礼正论•丧服》的研究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11)《周礼》

与《周礼》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仁圭
朝鲜后期对《周礼》的吸收和国家
礼——以茶山丁若镛对周礼的理解
和国家礼为例

退溪学论丛 27 退溪学釜
山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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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其他

与韩国经学相关，同时探究《大学》和《中庸》，以及同时探讨四书的论

文各有一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崔锡起 寒江郑逑的经学观及学庸的解释 退溪学和儒
学文化 58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2 唐润熙 关于圭章阁所藏《论语》和四书文
献的考察 韩国文化 74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与中国经学相关，同时探究《礼记》《仪礼》《周礼》的论文一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朴东仁 郑玄的三礼注及其儒家哲学的结构 大同文化研究 94 成均馆大学大
同文化研究院

4. 主要论文分析及批判

1) 关于《易经》

在关于《易经》的研究中，李东旭《关于陆九渊易学特征的时论考

察》一文最为引人注目。作者通过概括陆九渊易学的特征，阐明了陆

九渊易学的心学特征。论文主要分析了以下四个主题。第一，陆九渊易

学作为义理易学所表现出的特征；第二，陆九渊对数和理的重视及其

易学意义；第三，《周易》“艮背行庭”句段解释中体现出的心学涵义；

第四，陆九渊九卦解释中体现出的心学学习论。

作者通过对这四大主题的分析，揭示了陆九渊易学对理之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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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普遍性的强调。值得注意的是，陆九渊的易学不仅体现了程朱理学

的客观主义，也体现了心学的主观主义。这可能会引起一些理论争议。

此外，正如他在对艮背行庭和九卦解释中体现出的那样，陆九渊的易

学还批判了心学强调“中”之道理及强调构建主体道德能力的主张，以

及批判了程朱理学与天理人欲说有关的静态修养论的主张。

作者最后指出，虽然陆九渊的易学有其自身的特点，但象山学派的

易学也只能说是建立在杨简《杨氏易传》上体系性和综合性的分析而

已。此外，关于陆九渊易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杨简易学的内容，

以及二者之间的存在怎样的差异和关系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2) 关于《春秋》

在关于《春秋》的研究中，金东敏《朴世采<春秋补编>——从性理

学的角度解读<春秋>》一文立题比较新颖。作者在开篇将《春秋补编》

评价为朝鲜时期分析《春秋》经学独创性的代表书籍。对此，作者解

释道，与当时的各类《春秋》注解书相比，《春秋补编》试图通过性理

学的新方法论来重新解读《春秋》。这本书可谓是从性理学的角度分

析《春秋》的经典之作。

当时解释《春秋》主要依据的是《春秋》三传以及胡安国的书

作，但由于这些书籍观点相异，导致了学者们思想的混乱。虽然《春

秋》是天理之标准，王道之标杆，圣人传心的大法，但没有一本注解书

能够确立统一的标准来帮助学者正确理解《春秋》。这正是朴世采写

《春秋补篇》的背景和动机。朴世采选取了程朱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从

性理学的角度对《春秋》进行了有机统一的分析，为后来理解《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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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基础。最为重要的是朴世采在对程朱理论进行选择时体现出

的主观性。朴世采对程朱理论的选择是建立在个人对二人主张的看法。

作者指出，准确把握主要争论点以及程朱二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是

体系化、有条理地地整理引用二人主张的前提。

最后，作者指出，朴世采的《春秋补篇》开辟了《春秋》解释的新

方向，它既是朝鲜春秋学领域的巨大成就，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换言之，从思想史层面上来看，朴世采的《春秋补篇》为被视为性理

学方法论的《春秋》解释提供了新思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3) 关于《大学》

在关于《大学》的研究中，最具有新意的当属金润璄的《崔鸣吉<思

问录>中四书解释的倾向性及思想性特征（II）——以<大学记疑>和

<大学管见>为中心》。作者在文中指出，崔鸣吉以《古本大学》为底本，

对当时现行改定本的编纂体系及格物致知传，本末传的解释进行了批

评，并从知行立进的角度对《古本大学》的体系和内容重新进行了解

释。此外，崔鸣吉虽然认可二程和朱熹言及格物致知传的合理性，但

他却认为朱熹新提出的“格物补亡章”是对经典的歪曲。他还选择了李

彦迪《大学》经典的部分，重新将其编排入格物致知传中。此外，他还

将王守仁的格重新解释为“正”，批评了把八条目统一理解为学习的做

法。换言之，崔鸣吉虽然摆脱了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探求，提出了强调道

德主体能动性的格物论，但他却反对王守仁关于实践道理由心而生的

看法。另外，崔鸣吉还批评了朱熹格物论的思辨性，将外在实践伦理

的学习包括在了格物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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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结论中指出，崔鸣吉并没有倾向于朱子学或者阳明学的任

何一方，他试图通过重新解读《大学》来构建以客观实践和道德主体

能动性为基础的主观性学习论。

4) 关于《论语》

在关于《论语》的研究中，立题最具有新意的当属金秀贤的《重新

解读<论语>“乐”的概念——以陈阳的<乐书•论语训义>为中心》。陈阳

的《乐书》将《论语》中关于乐的部分集合整编而成。金秀贤的这篇

论文主要分析的是陈阳《乐书》中《论语训义》部分的内容，并对其特

色之处进行阐明。作者在文中指出，《乐书》是北宋末年1103年，陈阳

向徽宗进献的200卷音乐理论书的合辑，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经书训义，另一类是《乐图论》。其中，《论语训义》是《乐书》第

85卷到第90卷的内容，它包含了《论语》中关于乐的全部段落，在节选

这些段落的同时，陈阳以训的形式将其进行了编纂。作者还指出，《论

语》中关于乐的章句主要集中在《八佾》、《先进》、《阳货》篇，《论

语》20篇中有11篇有关于乐的部分，关于乐的句段共计有30余句。此外，

这里所说的《论语》关于乐的句段不仅包括音乐本身或音乐题材，也

包括跳舞、礼乐、乐曲、乐器、乐人等。

作者还将《乐书•论语训义》的内容按照主题进行了分类，进而阐述

了陈阳对这些内容的解读。就主题类别的分类来看，有与乐曲有关的

句段，与乐器有关的句段，与乐人有关的句段，以及与礼乐有关的句段

四大类。

就结论来看，作者认为陈阳的《乐书•论语训义》不仅仅包含了对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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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解释，也包含了对老庄哲学的解读。此外，这本著作不仅有哲学

解释的内容，还有陈阳对音乐学理解的内容，这就极大地拓展了我们

理解《论语》的范围。

5) 关于《孟子》

在关于《孟子》的研究中，最具有新意的当属咸泳大的《高丽末年

朝鲜初期对<孟子>解读的主题及关注点》。作者在开篇指出，对儒学

解读的视角不应仅仅局限于性理学概念，我们还应当从经典解释的对

象出发来研究儒学解释。换言之，我们有必要从主题及由这种主题意

识衍生的关注点的角度来叙述儒学史。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儒学

解读时将分析对象具体化，进而从更大的角度对儒学解释进行比较

和研究。作者还认为，传统将高丽末年朝鲜初期的思想简单定义为中

期或者过渡期思想的做法存在问题，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根据文本研

究主题来对其研究内容进行把握。因此，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以《孟子》

的几个核心议题为出发点，从主题意识和关注点的角度对高丽末年朝

鲜初期的儒学史进行了探讨。

文中指出，对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的学者来说，《孟子》一书恰

如其分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是一部很具有现实意义的经典。

《孟子》不仅成为了后来土地问题冲突中各方的依据，也被活用于实

现仁政和王道的政治问题中。高丽末年朝鲜初期的学者们以《孟子》

为依据对绝对王权进行了批判。就当时学者对《孟子》的活用方式来

看，大多数学者都是在切实遵循文本的基础上以以史鉴今的方式活用

《孟子》。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后期关于《孟子》的活用及相关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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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部经典。此外，作者还在文中指出，虽然心

性修养论这一主题被广泛应用于性理学理论中，但它并不能与朝鲜后

期的四端七情论或人物性同异论相比肩，也不能被评价为是对心学更

深层次和缜密的分析。因为心性修养论只是在忠实于《孟子》原文的

基础上，对《孟子》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做出了揭示而已，它而非一种

崭新的理论。有人认为，《孟子》的思想之所以在高丽末年朝鲜初期引

起学者们的关注与“辟异端”论有关，孟子思想内涵的“辟异端论”的主

张符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尽管这种主张的合理性和严谨仍有待考究，

但毋庸置疑的是，即使在佛教思想盛行的今天来看，“辟异端论”中关

于变革的内容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社会价值。当然，我们

也应当注意区分当下情况与朝鲜后期“辟异端论”展开背景之间的差异。

作者在结论中指出，把《孟子》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主题和关注点

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有效地把握高丽末年朝鲜初期的儒学

史。同时，随着日后学界对朝鲜朱子学兴趣的增加、以及儒学思想研

究比重的增加，这种以《孟子》作为研究对象的尝试可能会激发更多

新的研究课题，也有利于推动通过经学研究来捕捉思想变化之方法

论的革新。

6) 关于《中庸》

在有关《中庸》的研究中，比较有新意的是崔锡起分析张显光关于

《中庸》理解的论文，即《旅轩张显光对<中庸>的解释及其意义》。这

篇论文目的是通过分析张显光关于《中庸之图》的理解来阐释其所理

解的《中庸》的结构，并通过对中庸•道理•费隐•鬼神•人心道心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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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析张显光关于《中庸》理解的特征。

作者将张显光对《中庸》结构理解的特有之处整理为如下四点。第

一，张显光没有按照《中庸章句大典》中收录的《读中庸法》中的六大

节说、以及《中庸章句》章下注中提到的四大节说来分析其结构，而是

从新的视角对《中庸》结构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五大节说。第二，张显

光在吸收程朱学说的基础上，把握《中庸》大节的要领，但没有拘泥

于先前的学说，而是从独特的角度对其要领进行把握。第三，《中庸之

图》是继权近《中庸首章分析之图》之后，第一幅在选取《中庸》要义

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勾画的作品，也是第一幅将《中庸》要义以单幅图

画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画作。第四，他是继权近之后，第一个提出具有

独创性的大节说，即五大节之人，这对后来的《中庸》分大节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作者把张显光关于《中庸》主题词进行解释中体现出的特点及

其意义总结为以下四点。第一，他对中庸的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他

认为中庸“就如地之中央或物之中心一样，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变

得一定之理”，因此可以将其重新定义为“中曰道之至当，庸曰理之为

常”。第二，在第12章中，他还富有新意地指出，“费隐”字意可以解释为

“费曰滥施，隐曰藏匿”，二者都是道之用，这是学者们应当注意的地

方。第三，他以比喻的方式对鬼神进行了说明，他将鬼神比喻为活生命

体的知觉和运动，从实体化的角度对鬼神进行了理解。第四，他认为人

心道心只是按照七情的公私而被命名为人心和道心，他还从已发七情

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说明。

作者在结论中指出，张显光这些独特的见地来源于他关于经纬分

合的认识。张显光把中庸和道理联系在一起，从本体出发，避免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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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上对费隐和鬼神等难解之词进行解释，而是从作用的层面将其

理解为实体。他的这种认识对我们从更大范围上理解《中庸》有重要

意义。

7) 关于《书经》

在有关《书经》的研究中，比较有新意的是分析沈大允对《书

经》理解的《沈大允<书集传>“汤•武•放伐”论的辨正意义——以沈大

允《书经蔡传辨正》的分析为中心》（张炳汉）。这篇论文指出沈大允

关于蔡沈“汤•武•放伐”论的辨证特征共有三点。一、从大义的角度来

看，尧舜禹的禅让和汤武王的放伐性质相同。可以肯定的是，汤武放

伐也同样依据的是天命和天理，而绝没有参杂一丝的人欲和私意，完

全根据的是公利的原则。二、蔡沈只是形式地接受了文章内容，这就

使得他对汤武的壮举存在偏见，并将其看作是暴力行为。对此，沈大

允认为，由于形式性的文章徒有其表，属于圣王的虚利，所以应当被

扬弃；相反，汤王和武王是以大义为基础，通过放伐来开展革命的，他

们得到的是实利，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得以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三、

蔡沈认为武王的行为是臣下对天子殷纣王进行讨伐的行为，因而武王

属于非法篡夺王位。对此，沈大允辩解称天下有福善祸淫之道，天道

随着善恶的变化而显现，天命无止尽，纣王虐待百姓，必然亡国。因此，

武王不应当被冠以“以臣伐君”的罪名。

作者在文中强调了沈大允在《书经蔡传辨正》中的主张，即如果后

世诸侯征伐王时能够将其行为背景与汤武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名分进

行比较，并以此为标准开展革命的话，也算是对汤武道的实践了。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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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这是沈大允在在当时的19世纪中业，将孟子汤武放伐论升华

为具有现实实践性的儒家革命论的尝试。

作者在结论中指出，在《书经蔡传辨正》完成后的1860年，崔济愚

创建了东学，1894年的东学农民战争正是继承了这一思想。这样看来，

沈大允的革命论并不仅仅是在19世纪中半朝鲜汉文学者们的淳朴理

想，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乃至更遥远的未来，它都具有深刻的现实

意义，以及深远的政治思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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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分类经典进行整合，更加详细具体

地叙述韩国经学史。这就要求我们另辟新路，发现更多尚未被发掘的

经学家。从这个角度来看，2016年经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很多

经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至今尚未被研究的学者们的思想，如慎后聃、

尹行恁和沈大允的《易经》，朴世采的《春秋》，崔鸣吉的《大学》，张

显光的《中庸》，沈大允的《书经》和《仪礼》等，这些研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笔者也期待未来的经学研究能够发掘出更多未知经学学

者的作品。





金贤优

第9章 韩国近代儒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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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2016年刊登在韩国教育技术信息院学术信息服务网（RISS）的关于近

代韩国儒学的人文社会研究共31篇，相较于本研究最初发刊的2015

年（2014年成果分析）与2016年（2015年成果分析）而言，大致上涨了

20%～30%。这些研究并不是在传统角度下分析儒学，而是尝试着将

儒学与当今社会的需求相结合。当然和近代中国研究一样，在近代韩

国儒学领域依旧存在着制度和学术方面的难题。但即便如此，和近代

中国研究不同的是，韩国儒学相关研究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韩国

学学界和韩国社会开始逐渐认识到了这一领域的重要性。这里面当然

也受了中国“儒学热”的影响。再者，韩国学界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研究

成果来向中国学界证明韩国儒学的独立性。在此，本文将此类研究得

以积极进行的原因主要整理为以下4点。

首先，这是更加谨慎地探究韩国社会近代性的一种尝试。众所周知，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儒学曾被认为是将朝鲜领向灭亡的主犯。而

这种认知在解放以后也持续存在了一定时间。但经历1960～70年代

后，取得现代产业化成功的韩国社会开始重新考量我们所取得的成

果。当时我们接受了日本首次提出的“儒教资本主义”的说法，同时，以

金逸坤为首的学者们提倡将此进行系统化。一方面，在朝鲜后期的“实

学”概念中寻找韩国现代化根源的尝试也一直在持续。这里所说的

“实学”和朝鲜后期朴齐家、李瀷、柳馨远、丁若镕等改革派儒教知识分

子提出的“实学”所包含的范围有所不同。我们说的“实学”是崔南善最

先提出的术语，属于近代用语。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希望通过这个术

语来解释我们社会近代产业化建立的过程。因此1970年以后的“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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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作是韩国近代性的另一种表现。而另一方面，当下的研究正尝

试从更深层次的方面探寻我们社会的近代性。即，不是在我们所看到

的成果中探寻近代性，而是从传统的侧面出发去寻找近代性。当然在

这个过程中，现代儒学研究作为连接近代和传统的桥梁也得到了很大

的发展。

第二，在我们当代社会，传统儒学被赋予了新的解释。其中比较有

代表性的就是人性教育法的推出。这个法律制定以后，儒学的基础传

统价值成为了重要的研究对象。2016年12月施行的人性教育振兴法

的第2条（定义）里明文规定了人性教育的核心价值与品德是“礼、孝、

正直、责任、尊重、照料、沟通、协作”等思想观点，或是与为人有关的

核心价值或品德。其中有关“礼”和“孝”的规定要求重新确立儒学价值

的现代意义，这也进一步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发展。人工智能、超链接

社会、物联网、无人机等第四产业也对儒学的振兴提出了新要求。第

四产业到来之际，人文主义消失的危机使哲学思维得到了发展，而儒

学作为当今社会重建人性而展开的重要手段之一，被用于分析人际关

系的疏远现象并解决此问题。除此之外，在环境、沟通、文化等方面，

也对儒学的现代价值提出了新的需要。

第三，国家的研究支持。比较韩中日三国研究情况而言，在日本，

国家对儒学研究的支持非常有限。大多数研究都只能靠个人资助，这

就导致了日本儒学研究的贫乏。而在中国，儒学虽然在国家的主导下

进行着活跃的研究，但学术匹配度并不高，且需要满足国家相关政策

规定。对此而言，在韩国，儒学研究的国家支援项目相对来说规模较

大，态势活跃，并且没有过度的国家意识形态限制。其中，韩国学中央

研究院将韩国儒学作为韩国学的一部分，对此正在积极地进行多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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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研究支援项目。相较于近代中国儒学研究而言，韩国儒学研究的

扩大促进了近代韩国相关研究的积极进行。特别在2017年，韩国学中

央研究院选中的16个基础工程事业中，与近代儒学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的事业共有5个。1 预计这种趋势在往后会一直持续。如今以“退栗”为

中心的朝鲜性理学研究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而与后期、近代有关的研

究仍然留下了许多空白。

第四，需要解决中国国家主导儒学所带来的问题。最近中国的“儒

学热”正在将现在的中国和儒学融为一体。达到中国则是儒学，儒学

则是中国的状态。在这种思考方式下慢慢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观点，

那就是韩国的儒学原本是中国儒学的炮制品。从以前开始，把中国儒

学相关的人文学当作韩国近代学的这一做法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都受

到了很大的质疑。但类似的学术问题不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招

来了对韩国儒学的巨大误会。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中国取得博士学

位后回归的韩国研究者们对此观点有着全盘接受的倾向。他们提出

的“退栗理论早已在中国出现，退栗哲学是中国的炮制品”的主张对韩

国的哲学家而言，是不能被轻易接受的。但更奇怪的是他们对这种谬

论的反驳方式。比起使用一些创新的辩解，他们更倾向用“过去已经

解释了，现在已经无话可说”的方式来消极反驳。而在近代韩国儒学中

的反应也如出一辙。具有代表性的有“朴殷植、申采浩等提出的大同

思想是对康有为、梁启超大同思想的炮制”等主张。其实为了证实这些

主张的错误，都没有必要去分析朴殷植或者申采浩等韩国儒学者的论

1　5个事业具体如下。“朝鲜后期物名集成与DB构建”，“《燕岩集》勘定本事业”，“记载
于书简文学的朝鲜后期到旧韩末为止的敏感生活史材料DB构建”，“心说争论存档构建”，

“大韩帝国时期国文汉文混合杂志的现代文翻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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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因为只需看梁启超论著的发行时间或其在韩国内的流通时期就可

以知道大部分主张都是错误的。而“韩国儒学是中国儒学的炮制品”这

一主张则是中国国家主义儒学下的产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下有必

要推进韩国儒学研究特别是近代研究的发展。如今，相关研究也正在

积极地进行中。

在这种研究环境下的2016年，人们在多样的领域里对近代韩国儒

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下一章就将以人物和主题为主线对

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析。

2. 人物类分析

这个领域的传统研究人物主要是朴殷植。在之前，朴殷植的相关研究

也相对而言更多。但这里出现了新的热点研究人物，那就是田愚。在

全罗北道的支援下，艮斋学会积极地进行了有关田愚的研究。不仅如此，

还对在此期间不为人所知的人物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首先是有关朴

殷植的研究。

领域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哲学 金贤优 朴殷植对同学的认识 儒学研究36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史学 金东焕 对近代儒教知识分子认知变化
的相关研究 仙道文化20 国际脑教育综合

大学国学研究所

史学 柳镛泰 朴殷植眼中的“当下中国”与“历
史中国”1882～1925

the snu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25-1

首尔大学教育
综合研究所

文学 黄载文 朴殷植《安重根传》的文学性
成果及影响力

the snu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25-1

首尔大学教育
综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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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贤优对朴殷植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他在之前也发表过朴殷

植的相关研究，即，朴殷植对同学认识变化的研究。他在早期的著

书《谦谷文稿》里曾提到，朴殷植眼中的同学形象和以往的儒教知

识分子一样，都是负面的。而这种负面的认识持续到了《韩国通史》

（1915）。但到了《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的时候，他的同学则被描述

成为农民兴起的大众革命成员。这是由于受了俄罗斯革命（1917）等

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在内部，他也强调了韩国独立运动，特别是3.1运

动中民众的重要性。

金东焕则是把朴殷植解析为一个大倧教人。朴殷植在初期虽然是

一个传统的儒教知识分子，却在1911年逃命西间岛期间以大倧教人的

身份活动过，因此他认为，比起儒家思想，朴殷植的思想是在原型思

想的基础上添加了大倧教的思想。但是支持这一说法的论据却并不充

分。本文认为，比起大倧教思想，1909年以后的朴殷植开始转向研究

阳明学，此后他以阳明学“个人主体性”的固有特点为根据而活动的说

法则更能清晰地解释他的思想观念。

柳镛泰则是将朴殷植流亡中国之后的生活的感受和之前对中国的

观念进行了前后对比。正如柳镛泰所说，朴殷植并没有过分夸大中国。

1905年乙巳条约以后，他对在大韩自强会中出现的慕华主义进行批判

的事情便能说明这点。虽然他跟康有为，梁启超见面后通过儒学这一

纽带进行了交流，但朴殷植却并没有对他们的思想全盘接受。他翻译

梁启超《爱国论》的时候，省略掉了梁启超“环列皆小夷蛮，无有文物，

无有正体，无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这中带有大国优越

感的原文，这点便能证明。此外，黄载文还对朴殷植1914年以前完成

的《安重根传》的文学特点进行了说明。接下来是有关田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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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哲学 朴鹤来 艮斋田愚和艮斋学派研究现状
及课题 孔子学30 韩国孔子学院

哲学 苏铉盛 艮斋田愚的明德说一考 儒教思想文化研究
64 韩国儒教学会

哲学 刘志雄 艮斋田愚的道德新论与明德说 儒教思想文化研究
65 韩国儒教学会

哲学 李天承 艮斋田愚的自尊意识与研修活
动

儒教思想文化研究
63 韩国儒教学会

史学 徐钟泰 艮斋田愚的全罗道文人集团的
形成 朝鲜时代史学报78 朝鲜时代史学会

根据朴鹤来的研究，自1988年出现了对田愚的性理学进行全面探

讨的研究以来，截止2016年，总共有250篇与之相关的论文研究被发

表。其中，跟田愚相关的研究有共150篇，而和艮斋学派及其文人相

关的研究约100篇。此外，在最近的儒学通史论、朝鲜儒学史等论著上，

有关田愚和艮斋学派的论述也在逐渐增加。特别在2016年，田愚研究

项目上甚至还出现了博士学位。2 这一现象的出现预示着有关田愚的

相关研究之后也会在多方面持续进行。在勘定本完结之前，这个领域

的研究范围也会继续扩大。

苏铉盛和刘志雄则研究了田愚的心说。田愚是朝鲜儒学最后的大

辩手，他支持心说一方。心说是从19世纪后半开始，到日本殖民统治

结束一直持续的性理学，主要学派有田愚的艮斋学派、寒洲学派、芦

沙学派、华西学派。他们是通过道德主体性说明明德心的学派。心说

可以看作是近代韩国在传统儒教哲学方面对西方、日本的回应。此外，

李天承对田愚研修活动的心理状态也进行了考察，而徐钟泰则对艮斋

2　Yoo Jiung，「艮斋新论与明德说研究」，全北大学一般大学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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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艮斋文人进行了考察。其他研究人物整理如下。

领域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哲学 金润璄 郑寅普与章炳麟的主体论比较 人文学研究 52 朝鲜大学人文学
研究院

哲学 金炯瓚 李相殷先生的“近代”研究与对
“后近代”的展望

韩国思想
和文化 82

韩国思想
文化学会

哲学 秋制协 寒洲李震相心学主宰性及尊
德性学习

儒教思想
文化研究 66 韩国儒教学会

史学 卢官汎 近代韩国儒学史的形成 韩国文化 74
首尔大奎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韩国文化)

史学 郑闰和 19世纪中叶寒洲李震相的现
实认识和国家体制改革论

朝鲜时代史
学报 79

朝鲜时代
史研究会

文学 Kim, Sae Mi O 小栢安达三的生活与意义 耽罗文化 51 济州大学耽罗
文化研究院

文学 全圣健 19世纪三礼书研究的多样性与
对考证学的影响

韩国汉文学
研究 62 韩国汉文学会

文学 郑时烈 锦溪李根元的汉诗一考 韩国思想与
文化 85

韩国思想
文化学会

金润璄作为韩国阳明学的研究者而一直致力于霞谷学的研究。他

在之前将郑寅普与章炳麟进行对比，并借此分析了韩国传统阳明学的

近代化转变过程以及与中国阳明学的差异。

金炯瓚对现代学者李相殷（1905～1976）进行了研究。他早在1965

年高丽大学创立60周年的纪念学术大会上就对李相殷所发表的文章

进行了关注。因为“他用儒学的传统作为基础来阐明了东亚的近代性

及后近代性”，而且在当时他并没有把近代化看作是西化的过程，而是

认为近代化包含了社会安定、统一、现代化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理想

的人类社会等因素。金炯瓚同时希望包括此项研究在内，日本殖民统

治时期以及解放以后我们社会上提出的儒教哲学和东洋哲学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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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都能够积极地进行。因为在此期间，从玄相宇（1893～？），金昌

淑（1879～1962）到柳承国（1923～2011）等现代儒学者，我们对于他

们的相关研究都非常不足。而中国早在十几年前就对韩国儒学以及韩

国的近代性产生了兴趣，并对金逸坤，崔根德等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

相较于此，我们的研究只能被认定为局限在过去的研究。

秋制协、郑闰和、全圣健在现代儒学家中虽然都对李震相进行了研

究，但研究结果却截然不同。这大概与李震相面临的西势东渐的现实

下诞生的多种学问活动有关。秋制协则主要与心说方面有关。他在朝

鲜性理学中提倡“心即理”，他的心说甚至聚集了很多异端，在当时获得

了很大的瞩目。

此外，研究韩国现代史学的主要学者卢官汎则在张志渊的《朝鲜

儒教渊源》中找到了韩国儒学史的出发点。他重新审视了张志渊的

《朝鲜儒教渊源》在近代朝鲜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并试图以此在思

想方面克服高桥享的朝鲜儒教观以及朝鲜儒学的中华观的问题。

Kim, Sae Mi O对济州出身的儒学家安达三（1837～1886）进行了

研究。在他的遗稿《小白居士遗稿》中考察了这位相对来说不为人所

知的人物，以及他儿子离开济州，后来以芦沙奇正镇的身份活动的相

关内容。

郑时烈则对华西学派的李根元（1840～1918）进行了研究。特别是

分析了他文集《锦溪集》中的汉诗，并对诗中描绘的理想世界及现实

世界进行了考察。

在韩国儒学里，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由来已久。之前已经有

很多研究是以人物为主线进行的，而在现代领域里也同样采取此种

方法进行研究。而今后，类似的研究方法也会一直持续。而且对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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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了解不足的儒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之后也会持续进行。特别是围绕心

说的和儒教哲学有关的论议，以及相关儒学家的论议都会持续出现。

3. 主题类分析

在韩国近代儒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跟近代性有关的研究。与

韩国或东亚的近代性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社会学、

政治学等范畴。而之前将韩国近代儒学与同时代的中国、日本相比较

的研究也特别多。这也和中国学界无差别性的“炮制论”观点有一定的

关系。在这里我们将以这两种主题为主线来分析之前的研究成果。首

先来看和近代性有关的研究。

领域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哲学 Hwang, Jung A 韩国的现代性研究与“近代主
义” 社会和哲学31 社会与哲学

研究会

社会学 朴芝贤
殖民地时期儒教知识分子的
城市移居以及家族史的新展
开

震檀学报126 震檀学会

社会学 尹大植 有关独立协会的儒教官僚与
知识分子的认识 社会理论50 韩国社会

理论学会

社会学 李滉稙 解放后儒教的近代化试图：
相关分析与评价 社会理论50 韩国社会

理论学会

政治学 Kim, Si Cheon 儒教为何卷土重来？亚洲的
价值和现代社会 政治与评论18 韩国政治

评论学会

Hwang, Jung A主张“在对我们近代性的考察中，排除殖民性的

论议是不对的”。对此她解释为“如果说殖民性仍带有‘自虐性’的印象

的话，这说明我们还没有从欧洲中心主义中解脱出来”。Hwang, 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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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的此种主张在研究殖民时期主体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在研究克

服殖民性的社会问题方面则带有负面影响。事实上，有关殖民性的研

究问题就像铜钱一样具有双面性。为了能更加自由地对殖民性或殖民

时期的主体进行学术研究，就需要彻底扫除现存的殖民地权利成分

残留，让日本彻底的反省和转化他们的错误认知。     

朴芝贤则是对这个时期新的人际关系如何影响传统的儒学家庭的

问题进行了实证性考察。这里具体考察了出身官僚家庭的儒学知识分

子金光珍和他的家人在移居都市时，面临的由入学、就职和结婚等问

题造成的矛盾，以及他们因此而妥协的方向。尹大植则是通过独立协

会考察了近代的转换。而李滉稙则聚焦于解放后以成均馆为中心的儒

教近代化问题。

Kim, Si Cheon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批判现在中国的国家主导性儒

学研究和将这种儒学研究再度引进韩国的问题。Kim, Si Cheon认为，

为了重新引进儒学，首先应该找到“儒教是否能转变成为现代社会市

民的实用伦理？”这一问题的答案。这是和儒学现代化有关的论议。为

此，他期待能够确立“脱离宗教化、政治平等、道德自由”等儒学的现

代化意义。接下来是与近代东亚儒学交流相关的研究。

领域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史学 禹男淑 梁启超的《自助论》和韩国的
“自强”“独立”思想

东洋政治思想史
15-2

韩国东洋政治
思想史学会

文学 文大一 梁启超的尚武精神和韩国近代
文人的相关情况

中国语文论译丛刊
39

中国语文
论译学会

文学 文大一 梁柱东和梁启超的诗和诗论的
相关情况

世界文学比较研究
57

世界文学
比较学会

文学 孙成俊 修身与爱国：《朝阳报》和《西
友》的《爱国精神谈》翻译 比较文学 69 韩国比较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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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男淑对这期间东亚的思想交流进行了研究。在上面的研究中，禹

男淑对梁启超的《清译报》中的连载文章《自助论》和与之相关的《皇

城新闻》以及《大韩每日新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文大一的两篇论文则是研究了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对近代韩国社会

产生的影响。但本文认为他对于朴殷植“文弱论”的解释有失偏颇。他

通过朴殷植的《文弱之弊，必丧其国》的文章指出，“文弱”的话会使

国家陷入危机状态，因此强调“尚武精神”。但实际上“文弱”里的“文”

是指人文思考的意思。因此这句话应理解为“如果人文思考能力弱，

则一定会丧国”，而不是“文笔弱就要尚武”。在这篇文章之前的文章的

中心思想主要是“文弱武强”的伦理，但这却并不能成为推断它为朴殷

植的论解。一方面，梁柱东在他的诗论中也指出有选择性地接受论梁

启超的思想才是恰当的做法。

孙成俊翻译了近代从日本流向韩国的多种材料，并借此探究了韩

国的近代性。他把在近代韩国两次被翻译成中文的法国小说中的“爱

国精神谈”进行了对比考察。“爱国精神谈”的原文是Tu seras soldat: 

histoire d'un soldat francais: recits et lecons patriotiques(1888)。

这个小说按照日本-中国-韩国的顺序依次翻译。这是“通过翻译来规

划的近代产物”。而孙成俊则试图通过这个研究寻找当时韩国理性的

特征。当然在他的研究里，描述近代韩国知识分子的理性扩张时使用

了“选择”而非“模仿”的字眼。

近代韩国儒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便是近代性的问题，最近取得

很大成果的研究领域是韩中日交流史部分。但因为近代性带有西化的

指向，而交流史又带有中日的指向，因此在指明近代韩国儒学的正体方

面还多少有些不足。下面将分析几篇论文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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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论文分析及批判

金东焕的《近代儒教知识分子的认识变化的相关研究 - 朴殷植，以儒

教价值向大倧教价值进行认知转变为中心》是2014年韩国研究财团

韩国史研究支援项目（重要研究）进行的研究。金东焕在这里将1910

年后的朴殷植描述成为大倧教人。但是这里基于客观的事实出现了两

三个问题。第一，他将1905年以后的朴殷植描述成为中华主义者。其

理由在于朴殷植推动了阳明学运动的展开。但实际上朴殷植的阳明学

在求新儒教中抵制了中华主义。他在《大韩自强会月报》的文章中指

出应崇尚“大韩精神”，这即是排除中华精神的表示。因此将1910年以

前的他描述成为中华主义的内容与事实不符。第二，在于朴殷植和大

倧教之间的关系。朴殷植去西间岛信仰大宗教的村落逃命是事实。而

在亡命之前，也有几个依据能指出朴殷植与大倧教之间有些许关系。

如果他曾经是大倧教人的话，那就不能很好地说明他后来为什么离开

西间岛而去了上海临时政府。此外，他依旧和中国的康有为有联系。因

为当时为了独立，有好几个机关维持着合力关系，因此单凭他在大倧教

停留过，就判定他是大倧教人的认知并不正确。最后是研究方法的问

题。朴殷植的所有哲学和思想能用一篇论文就全部整理出来吗？在写

论文的时候，我们的研究情绪作为探寻世界的针孔，应该追求缜密和

严格。但是作为博士论文的某一章的高谈阔论，它能具备多强的逻辑

性呢？从思想方面上来看，他不仅仅接受了儒教，同时还接受了基督教。

把他的儒教求新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拿来比较就是其中有代表性

的例子。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有种把朴殷植描述成基督教的保罗的感

觉。因此把朴殷植描述成大倧教人的研究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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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男淑的《梁启超的<自助论>和韩国的“自强”“独立”思想》也多少

有些值得讨论的地方。在日本的亡命初期，梁启超在重温戊戌变法运

动的时候埋头研究立宪君主制或民约论。这里的《自助论》在1907年

的西友被摘译为《自治论》。禹男淑认为这里的“自助”或者是当时韩

国的“自强”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的方式来实现。并最终批判了自助论

氛围下放弃义兵运动的问题。但是梁启超的《自助论》是在日本逃亡初

期的1902年完成的，即是保守化之前的文字，而韩国引用这些文字却

是在1907年以后，对于这两点禹男淑并没有作出批判。也没有提出韩

国的儒学知识分子们应该对梁启超的思想有所取舍，不应该全盘接收。

造成这点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对梁启超描述的西化

思想极感兴趣。这篇研究差点就成为了1970年代韩国改革派儒教知识

分子无批判地接受梁启超思想的理论，这一点值得批判。如果还有一

点需要批判的话，在中文里梁启超要读作“liangqichao（中文发音）”？

还是应该读作“yanggecho（韩字发音）”呢？如果读作“liangqichao”

的话，不知道到为什么有种失去语言主权的感觉。照这样下去“孔子”被

念做“kongzi” 的那一天也会来临。 大体上关于这部分的说法是，以

中国5.4运动（1919）为基点，在这之前的活动者通常都用汉语的发音，

而在这之后的活动者通常使用拼音发音的情况很常见。

金润璄的《郑寅普与章炳麟的主体论比较》研究作为一环，被编入

2015年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丛书《我们的哲学该怎么办？-近代转换

期韩国哲学的挑战和应战》一书。文中金润璄通过比较郑寅普与章炳

麟的主体论，从两国的阳明学差异出发，找到了二者的差异。章炳麟

的“依自而不依他”是通过超越临时的自我而达到无我，从而以主体为

基础，实现社会革命。与之相反，郑寅普的“我即是我”是指“主体唤起



第9章 韩国近代儒学研究   215

本心，通过恢复不被不安所欺骗本心的方式来确立主体，因为它是民

众共感的实践体现”。即，前者追求卓越的领导，而后者则追求与现实

的沟通者。这种推论是对韩国儒学独立性的分析。尽管哲学背景与时

代情况都不同，这期间的研究都通过儒学这一共同点来强调了韩国儒

学的必要性。但当今，在直面中国强大的“炮制论”的说法下，比起寻求

二者的共同点，实则应该集中分析两者间的差异。从那样的层面上来

看，金润璄的研究可以说是为了近代韩国哲学生存而必须存在的研究。

5. 评价与展望

近代韩国儒学领域每年取得的成果相对而言都胜过往年。特别是将

传统性理学进行现代化解析的尝试接连不断。这个时候，只研究传统

改革派儒教知识分子的学说则出现了新的尝试。和田愚有关的研究

正在积极进行的同时，与李震相、李恒老等相关的研究也在持续进行

中。特别值得瞩目的是2017年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基础工程中，韩国

传统文化大学韩国哲学研究所进行的“心说争论的存档构建”课题被

选入其中。以此为基础，研究所建立了“心说争论存档中心”，从而着手

材料的收集、校订以及取消，也集中实行了相关研究。此研究事业为这

个领域研究的进行提供了学术基础。除此之外，近代性的相关研究也

以社会序列为基准在持续进行着。

近代韩国儒学正面临着中国国家主导儒学的逆风。梁启超的儒学

思想本是以日本的翻译成果为背景而进行的，但他自己却没有将其称

为“日本的仿品”。相反，很多中国学者却将通过梁启超探寻西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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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韩国儒教知识分子描述为模仿。这样的学术霸权持续下去的话，近

代韩国儒学，还有传统韩国哲学都将不得不被看作是中国的炮制品。

正因为如此，对于韩国儒学，特别是和近代有关的近代韩国儒学，都要

求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分析。

除此之外，近代韩国儒学应该积极应对第四产业社会中预想的

人际关系疏远问题。从这点来看，2017年韩国儒教学会和朝鲜大学

“WULI(我们)哲学研究所”、全南大学哲学研究教育中心共同举办的

以“第四次产业革命和儒学项目”为主体的秋季学术大会也有其自身的

意义。在第四次产业社会中寻找儒学的价值不仅仅回应了金是天提出

的“儒教为何卷土重来？”的质问，也同样揭示了儒学的现代价值。



第10章 “韩流与儒教”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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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2016年的韩流关键词可整理为“太阳的后裔”、“小姐”、“萨德

（THAAD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3个。

2016年2月24日--4月14日期间，KBS播放了电视剧《太阳的后裔》。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电视剧事先拍摄，并同时在韩国与中国公开

上映。这一电视剧一开播便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并在中国受到了极

力的追捧，中国政府甚至出面警告这种局面的出现。

之后，2016年6月，由朴赞郁执导的《小姐》上映。这一电影以日帝

时期为背景，讲述了贵族小姐与其下女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于在法

国召开的第6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被邀请，在美术、音响、摄影等

部分获奖。虽未取得金棕榈奖，但也取了巨大的成就，成功与全世界

175个国家签订售卖合同。这一电影自上映以来，在韩国的票房高达

428万，并在国内各种电影节中获奖。

2016年5月，罗宏镇导演的悬疑片《哭声》上映，票房高达680万；7

月，延尚昊导演的《釜山行》上映，票房高达1150。这两部电影同时还

在美国、法国、中国、日本、台湾、越南、菲律宾等各国上映，并取得了

高度好评。

电视剧、电影领域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由于中韩两国政治上的

摩擦，韩流受到了极大的影响。7月发表韩美两国设置萨德的决定，对

此中国表示坚决反对，并在中国采取对韩流的抵制措施，大大地打击

了继《太阳的后裔》以后的韩流热潮。之后，K-pop偶像组合在中国被

禁止活动，10000名以上的演出被取消，并制约韩流明星的各种活动。

此报告书将以此为背景，介绍2016年与韩国韩流研究的成果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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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相关的内容。

2. 2016年的韩流研究

以“韩流”为关键词在国会电子图书馆（http://dl.nanet.go.kr/）按年

度进行检索，结果如下：（以2017年11月21日为准）

类别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图书资料 35 24 19

学位论文 65 74 72

学术报道 331 396 527

网络资料 69 64 74

电子资料 3 2 3

非图书类资料 5 6 4

参考数据库DB 1 1

合计 509 567 699

就材料总数而言，2014年共509件，2015年567件，2016年增加为

699件。尤其是与2015年相比，2016年的增长幅度更大，高达130多篇，

即增加了23%。

按照资料的分类来看，从2014到2016年，单行本数量由35卷减少

为24卷，再减少为19卷，与2014年相比，减少了大约二分之一。可见，相

关单行本的出版最近呈缩减之势。

相反，自2015年以后，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皆高达70篇以上，即

由331篇增加为396篇，再增加为527篇，2016年与2015年增加数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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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篇，呈急剧增加之势。

持续多年近70篇学术论文被提交意味着专门研究韩流的学者数

也相应的增加了。学术论文的剧增可以说是对学术界韩流专家数量增

加的验证。

但人文学术界对韩流的关注仍较少。

以“韩流”和“儒教”同时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只有以下三篇论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Song, Chang-Seob
《韩流电视剧，东南亚市场开拓的先
锋将：提高再次引起东南亚热潮的韩
国电视剧、韩国产品商标的牵引车》

《sisa频道》通卷
1387号，sisa频道，
2016.05.24.

2 刘洪瑞, 
Lee, Yikseong

《韩国电视剧对于中国人对韩国的好
感度与访韩意向产生的影响》

《convention研究》第
16卷第2号，通卷44号，
2016.06.30

3 Kim, Geon 《转向“庆北风”国际“韩流台风”：佛教
+儒教+伽倻文化》

《新东亚》59卷11号，
通卷686号，
2016.11.01

以上3篇论文主要是东南亚市场、访韩意向以及韩流的经济性层

面或者旅游观光层面的研究，仍与人文学所关注的相距甚远。仅有

2016年发表的几个研究中片面地谈及了韩流与儒教，介绍如下：

首先是朴永华的《中国知识人的文化韩流解释与接受观点的推移

研究》（《东亚人文学》37,2016.12）首先提出了“自1997年电视剧《爱

情是什么》引起热风之后，至今20年间，中国政府及言论、包括中国学

术界在内的知识层是如何认识与解释韩流热风的？”的问题，继而做

出了如下回答：

自1997年到2005年《大长今》在中国引起热潮，大部分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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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知识层在文化传统以相似的儒教文化圈为背景的文化接近

（cultural proximity）中寻找韩流热风的原因。但2018年北京奥

运会前后，伴随着中国的国家主义抬头，出现了韩流热风是否是

‘儒学的反哺’的论争。

所谓的“反哺”是指子女长大之后，报答父母对他们孩童时期的养

育之恩。因此，儒学的反哺即是指中国的儒教文化就像父母一样养育、

发展韩国文化，继而已充分发展的韩国文化现在又反过来回归中国的

这种儒教文化，像报答父母一样报答中国文化，即儒教文化的恩惠。

继而又脱离这一观点，指出：“2013年播放的《继承者》和《来自星

星的你》大举流行于中国及亚洲各国以后，中国学术界及知识人并未

如此感性地强调其与儒教文化的同源性，而是客观地、理性地、逻辑

地分析了中国20年间出现韩流的原因和理由”。

2016年2月汉阳大学TAN GONGYUE在硕士论文《关于中国韩流

文化传入的研究：以韩国电影和电视剧为中心》的结论部分指出：

韩国与中国文化皆以儒教思想为基础，具有相似性，因此与西方

的传媒文化相比，观众能够更大程度上产生共鸣。韩国与中国都

基于儒教思想形成了自身的文化，虽然两者间必然存在着差异，

但由于历史等具有相似相等原因，所以能够减少文化折扣（间距

--笔者注）。（第75页）

TAN GONGYUE的论文通过分析韩流，尤其是电视剧和电影是

在何种契机下、以何种方式和类型传入中国的事例分析以及深入的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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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进行了分析。儒教使得中国人能够更加亲近地接受作为外国文化的

韩国文化。

KIM Sang hyeon、  JANG Won ho的《国家形象与韩流消费要

素之间的关系分析》（全球文化contents第24号，2016.8）是关于“韩

流与儒教”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论文，针对文化对接受韩流的影响，以中

国、泰国、菲律宾、越南的网络调查为基础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令人

吃惊，具体如下：

在中国和越南，文化因素并不是明显影响韩国电视节目收视率的

要素，但与此相反，在菲律宾和泰国，文化因素的影响特别突出。

这就显示出，总是被认为是影响韩流成功之要素的儒教文化丧失

了其说明力。而泰国和菲律宾被调查者针对韩国电视节目所深刻

感受到的是文化接受，即近来受到韩流的主要消费原因--经济的

成长的影响而产生的“近代性”和西方文化的“混杂性”。

韩流显示了近代性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所以能够引起东亚地

区人们的兴趣。著者还主张道：“韩国的经济国家形象在强大的

集团中显示出很强的文化要素。另外，韩国的经济形象与文化形

象具有很高的相互性，这意味着对于韩国经济的憧憬与对韩流文

化的憧憬和韩流消费相关。”

韩国经济的成功与对韩流的消费和对韩国文化的憧憬有关。通过

这一研究可见，韩流超出我们的想象，具有十分多面性的特性。另外，

根据国家、地域的不同，韩流文化也不同。由此可见，韩流所具有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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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和文化号召力及其强烈，这可能是维持韩流盛行20余年的生命力

所在。

3. 韩流与哲学

2016年虽然没有真正探讨韩流与儒教的论文，但哲学文化研究所发

行的季刊集《哲学与现实》第110号（2016年秋季号）中涉及韩流的特

辑是值得注目的。

主要涉及“哲学”问题的专门杂志很少这样一下同时登载多篇关于

韩流的论文。其中，在国会图书馆中查找先前将韩流与哲学相结合的

研究或者在韩国哲学刊物上所刊载的与韩流相关的研究，结果如下：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Lee, Heejae 《从华夷观看‘韩流’》
《哲学研究》，
大韩哲学会论文集，第87辑，
2003.8

2 Lee, Ukyeon 《两个韩流与韩中文化交流：对
我们而言中国是什么？》

哲学文化研究所，
《哲学与现实》，通卷62号，
2004秋。

3 Lee, Sanghun 《对融合文化---韩流的理解》
哲学文化研究所，

《哲学与现实》，通卷63号，
2004冬。

4 赵东一

《不满于大众文化，走向高级文
化：研究祖先生克论哲学传统
的必要性：发展造福于全世界
的韩流》

京乡新闻，《news maker》，
第15卷 第19号  
通卷674号，2006

5 Kim, Munhuan 《韩流的文化政策：从文化外交
的角度》

哲学文化研究所，
《哲学与现实》，
通卷69号 2006夏

6 Lee, Sanghun 《对“新千年文化先导型韩流”的
展望》

哲学文化研究所，
《哲学与现实》，通卷69号 
2006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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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im, Gyungdong 《“韩流”也具有文明史意义？》
哲学文化研究所，

《哲学与现实》，通卷69号 
2006夏

8 Yoon, Pyeongjung 《韩流的文化哲学与世界观》
哲学文化研究所，

《哲学与现实》，通卷69号 
2006夏

9 宋甲准 《韩国思想（=文化）的特性与韩
流》

《大同哲学会》，
《大同哲学》第37辑，
2006.12

10 权相佑 《韩流的整体性与风流精神》
韩国东西哲学会，

《东西哲学研究》，第43号，
2007年3月

11 Cho, Keukhun
《韩流文化中呈现的传统与现代
的辩证法：以批判哲学分析为
中心》

《人文科学论丛》第23辑，
江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30日

12 Hyun, Namsook 《文化纵横时代中韩流的整体
性：以概念分析为中心》

韩国哲学思想研究会，
《时代与哲学》第23卷3号，
通卷60号，2012年秋

13 Park, Jonghyun 《韩流文化现象的宗教哲学起
源与分析》

延世大学神科大学联合神学
大学院，《神学论坛》
第76辑，2014年6月

14  Choi, Gwangsik

《崔致远的“风流徒”与现代的韩
流》
(Ch’oeCh’iwŏn’sP’ungnyudo 
and Present-day Hallyu)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2016; 21(1)

以上共有14篇论文，其中6篇刊载于《哲学与现实》中，大约占了

43%。《哲学与现实》于2006年夏也刊载了4篇论文，时隔10年后，再次

发行了韩流特辑。

接下来将分析以上研究成果中的主要内容：

权相佑在《韩流的整体性与风流精神》中，首先提出了以下前提：

我们的民族存在着民族整体性或者理念，这可以是贯通韩国佛教、

儒教、基督教的桥梁。…但如果只是谈儒教、佛教、道教的话，

只不过是与韩国无关的它物，对于韩国整体性并无意义。虽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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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将中国文化甚至思想视为韩国所有也是存在问题的。（第

333页）

根据这一主张，韩民族的整体性不仅局限于佛教、儒教或者基督教，

而具有更深之根基。也就是说，儒教虽可以部分地说明韩流，但却不

能从整体上进行说明。再换而言之，韩流中可以看到韩国佛家、基督

教的面貌。

进而，他基于《三国时期》（真兴王朝）中出现的“我国有奥妙之道，

即风流”这一表达，把风流精神作为韩国文化的原型。他所说的风流

精神追求风姿，是可以表达为“恨”、生活的精神。这种精神呈现于众

多的韩流作品中。（第342页）最后，他主张风流徒是韩流的最终的根

本所在。

Kim, Gyungdong在《“韩流”也具有文明史意义？》中提出了一个

多少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并对韩流的意义进行了整理。

过去西方文明一方性的输入并具有不可抵挡之势是因为韩国衰落，

未能处于优势地位。随着经济的增长，政治民主化的富强国家的

建立，韩国至少成为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基于这样的背景，韩国

的大众文化开始提供能够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的文化。国力的相

对增强与文化的提高共同的产物即是韩流。（第388页）

以上指出了韩流的出现与韩国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具有紧密的联

系。这与前面所介绍的KIM Sang hyeon、  JANG Won ho在《国家

形象与韩流消费要素之间的关系分析》中的研究结果相似。即经济发



226   第2编 韩国儒学

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当然毫无疑问与此相对应的优秀韩流文化的制

作也是毫不逊色。

赵东一在《不满于大众文化，走向高级文化》中首先指出：“与日本

相比，韩国具有三个长处。一个是饮食，一个是公演艺术，一个是哲

学”，并与哲学相结合，提出了如下主张：

我们的祖先代代都为哲学付出了很多努力。因埋头于公利公论而

丧失国家的批判现应该发生逆转。能否超越收入学，发展创造学，

在世界学问发展中发挥不同贡献取决于哲学的水平。

进行韩流研究的多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人文科学研究者对此并不

是特别关注。如同赵东一的主张一样，社会科学者看待韩流的视角具

有明显的极限性。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所具有的学问局限性，即对

人文学视角的缺乏。对于这种局限性，人文学者必须予以弥补，就此

而言，季刊《哲学与现实》时隔10年后刊行的特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义。《哲学与现实》110号中刊载了以下关于韩流的论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 发行机关

1 Irina Korgun 《韩流：寻找走向未来之路》

《哲学与现实》
通卷110号，
2016年秋

2 严廷植 《韩国文化的世界化与“韩流”的文化哲学》

3 Joo, Sunghye 《韩流，我们的文化如何面向世界》

4 Kwak, Youngjin 《韩流的进化与展望》

5 Oh, Inkyu 《从学问的角度研究韩流现象为何重要？》

6 朴章淳 《K-pop为何？》

7 Kwak, Younghun等
《韩流，韩国文化的世界化？〈座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lrsvkE8px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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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廷植在《韩国文化的世界化与“韩流”的文化哲学》中问道了何为

出现韩流的直接契机，并引用李英爱的话做出了回答。

民主化造就了韩流盛世。韩国自1998年开始民主化，打破各种禁

忌，发挥创造力，发展了“韩流”。

并且笔者指出，“为了实现韩国文化的世界化，必须掌握真正的韩

国特色，必须升华为包含人类普遍情绪的内容，确保人们的共感”（第

15页），认为要想促进韩流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忠实于文化的本质品

格。所谓品格，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化（Moralisierung），而著者认

为这与物质的充足并非直接相关，只有依赖于人的精神故乡才能进一

步的发展。（第17页）

Kwak, Youngjin在《韩流的进化与展望》中，谈到了“韩流的开

始与进化”、“韩流的传播地区与效果”、“韩流的发展背景”等方面；Oh, 

Inkyu在《从学问的角度研究韩流现象为何重要？》中谈论了电视剧

中有“隐藏着的女性文化标识”、“韩流电视剧‘Gendermelancholia’

的治愈剂”、“韩流赋予先进型的学习动机”、“中国新大陆的序幕与韩

流经济”、“韩流是一种体裁”等问题。

关于朴章淳的《K-pop为何？》，将在其它章单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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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pop与儒教

就韩流与儒教的关联性而言，2016年值得关注的研究可谓是朴章淳的

《K-pop为何？》。此论文添加了“从儒家中寻求方向”这一副标题。

朴章淳是弘益大学影象大学院教授、产品设计专业的专任教授、

韩国放送批评学会副会长。他在美国Aliant大学取得Performing 

Arts硕士学位，在西江大学影象大学院取得影象学博士，本科时期学

习了演剧电影专业。

他很早就关注韩流，并发表了很多著述，主要代表作如下：

序号 著述题目 发行机关, 发行年度

1 《韩流，神话即未来：危机的韩流，实体与对策》 communication books，2007

2 《韩流，韩国与日本电视剧的展望》 communication books，2008

3 《韩流的盛行的基因》 北北西，2011

4 《韩流，亚洲TV电视剧市场的历史》 北北西，2012

5 《（以K-pop为主流的）转化期韩流》 北北西，2013

6 《韩流学概论》 教保文库，2014

7 《（通过韩流的四端七情论扩张性看）未来的韩流：	
他所追求的儒教理想》 Seon，2015

8 《K-pop 从儒教寻求道路》 北北西，2016

9 《实现韩流美之路：跨越西方之壁》 北北西，2017

可见朴章淳自2007年以来，几乎每年发表一本关于韩流的书籍。他

的成果伴随了韩流的发展，这是十分有意思的。对于他的著述，仅观

其框架便可得知他从韩流现象中得出的内容。

例如，2007年表现出了对暂时出现停滞的韩流的担心；自2008年

到2011年的著作中，表现出了对与日本展开角逐的韩流电视剧的关心。

这种视线甚至扩大到了整个亚洲，此时，已具有认为韩流电视已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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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视剧的自负心。

2013年他所关注的范围扩大到K-pop。2012年，鸟叔的《江南

style》在youtube走红，成为了全世界的重要话题。之后，在2015年

和2016年，出现了将韩流与儒教相结合的著作。通过《四端七情论与

儒教的理想，在儒家中寻求道路》这一题目，可以看出他对韩流抱有

了更大的希望。他的这种新希望，在2017年发表的《实现韩流美之路：

跨越西方之壁》这一题目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可以说韩流的日

益发展与扩散包含于他所发表的著述的题目中。

他的著述《K-pop 从儒教寻求道路》的内容如何？

他认为现在的K-pop具有“表面性趋向”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导入“儒教音乐论”，进行基于这种音乐论的创造性活动。他所提

示的方案是“在K-pop中加入儒家文化”，试图在以乡歌为代表的韩国

固有文化中加入儒家思想，以解决K-pop所具有的缺乏整体性的问题。

最后，他希望以此作为治愈资本主义文化的灵丹妙药，基于此而发展

K-pop。

以上著述中的核心思想压缩于2016年9月发表的论文《K-pop为

何？》中。接下来将考察一下此论文的大意。

在此论文中，按照主题分为“导入部分”、“为何是儒家？”、“在儒家，

音乐为何？”、“在儒家中寻求道路”四部分。

在导入部分，著者将韩流分类第一个韩流时代（1987-2009）和第

二个韩流时代（2010-2015），其中K-pop出现于第二个韩流时代，此

时，K-pop一边开辟市场一边发挥着作为第一个韩流时代之主流的电

视剧的作用。但当时对于这种K-pop还存在着多少不满的眼光。就是

说，K-pop只呈现着一种“表面的行态”。为了指出K-pop的这一问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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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提出了音乐专家级的意见，即“音乐的力量来在于看不见的地方”，

以下是一般市民的回复：

不同于西方pop song所包含的自由、年轻、社会讽刺、反对战

争、批判资本主义等，K-pop没有核心，仅仅是爱、离别而已。

歌手的整容现象太严重，与歌喉相比，外表反而更加重要，给人

留下印象的只是大型海报上具有冲击力的华丽的服装。除了一部

分歌手以外，并不能独自作曲。歌曲中全是机器的声音，一点也

听不出歌词是什么，舞蹈也只是像为了表达性欲的手段而已。丝

毫没有个性，长者相同的脸，跳相同的舞，空虚无内容等由于没

有哲学文化而导致的反作用也许会带来后代子孙的痛苦。（第

153页）

他还认为，K-pop所呈现的，即过于偏重于表达，没有内容，不能体

现创作者的精神，这与缺乏整体性的问题紧密相关。

对于K-pop而言，会对这种批判多少存在不满。这是因为，目前为

止K-pop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基于这种“没有内容”、“没有整体性”而取

得的。虽即说K-pop仅仅表达爱、离别而已这样的评价是正确的，但目

前的K-pop基于这样的“整体性”是成功的。

不同于他以上所指出的，西班牙的某一言论分析认为K-pop热风出

现的原因之一是“讽刺性、愉快的歌词”。1

1　Baek, Seunga，《西班牙言论分析K-pop热风的三个理由》，韩国文化产业交流财
团通信员报（http://kofice.or.kr/，2016.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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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op受到人们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讽刺性、愉快的歌词”。偶

像团完美、精炼的眼目使得他们的舞台总是充满真挚。但是在华

丽的眼目和中毒性的旋律之后的歌词并非沉重的主题，主要是聚

会上的能够享受的轻快的内容或者男女之间的爱等愉快的内容。

歌词的以上问题是值得关注的。K-pop的歌词有时将所有人都能

轻易跟上或者歌唱的轻快内容，或者包含着罕见的主题或者具有

讽刺意义的内容、或者将“离别”这样沉重的主题以轻松的旋律表

达出来。但只是说歌词主题本身轻快，绝不能说K-pop本身轻浮。

记者说道：“K-pop歌手的成果不仅充实了歌词，也创造了真挚、

精炼的舞台。”

除了以上问题，与美国pop相比，作为当今世界音乐主流的西方

pop song不具有社会批判、歌手不能独自作曲，这对于K-pop歌手来

说可能是过分的要求。如若替K-pop歌手进行辨明，可以说他们为了

进行舞台演出需要准备的事情太多，所以导致无法进行作曲。另外，有

专家专门从事作曲，通过如此的分工，K-pop可以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K-pop可以说是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细微到连脸上一颗痣都能看清的

高清画面时代而进化、生存下来的新音乐，是由听的音乐向看的音乐

进化的结果。

虽然可以进行以上的辩解，但朴章淳认为有几点可以使K-pop进一

步向前发展，并主张“K-pop必须包含儒家文化”。那么，何为他所说的

儒家文化？

他在第二部分“为何是儒家？”中说道：“新罗的乡歌是借助汉字的

音和训而写成乡札的定型诗歌。发挥了克制新罗人热望与欲求，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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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情绪的决定性作用。乡歌是K-pop的根源所在。乡歌在各种思想

背景下选择了儒教。”（第155页）

K-pop可谓起源于从日本和美国的传入的英美pop，另一方，也可以

上溯至韩民族的历史之中，朴章淳在乡歌中寻找。所谓乡歌是新罗时

期民间歌唱的歌谣，即是一种民间歌谣。其歌词虽流传至今，但曲以

失传。关于乡歌和K-pop的相关性，笔者并未深论。

将rap作为重要要素的K-pop与传统的清唱有相似之处。另外，四

物游戏的拍子也很有可能体现于K-pop之中，甚至也与朝鲜时期的宫

廷音乐相关，但对此他并未特别提及。中国很多的历史记录中记载道，

古代韩半岛的人们擅长歌舞。因此，虽然也可以在此寻找K-pop的传

统，但在学术上，具有难以推定的局限性。但不管如何，著者试图在新

罗时代的乡歌中寻找K-pop的根源。

进而，著者指出儒教是乡歌的思想背景之一，并试图在儒教中寻

找方案以解决K-pop所具有的表面性行态的问题。这是因为现在的

K-pop中不具备乡歌中所具有的儒教因素。

至此，可见《K-pop为何？》这一论文的目的不在于对K-pop现象的

分析，而在于探索K-pop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本论文不是为了寻找

K-pop中的儒教内容或者儒教的影响，而是提出运用儒教思想克服

K-pop所具有的“表面性行态”问题的方案。

著者提出“在儒家音乐为何？”、“日后为了世界人类文化的发展，

K-pop 应该承担的儒家音乐作业为何？”的问题并做出了回答。

实际上，K-pop的粉丝主要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虽然也有20多岁、

30多岁的听众，但最容易接触K-pop的还是小学生和初中生。因此，可

以说K-pop在全世界的成长主要得益于青少年。而能够感动他们的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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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音乐是什么样的？

著者认为，儒家的音乐是天地的调和，是神人的调和，是和天地而

取阴阳之道的音乐，是众多人共同享受的音乐。也就是说，必须强化

其与全世界人共享的有机体性格。（第157页）这通过演唱会和音乐录

像可以实现。（第159页）

另外，K-pop中必须具有仁义礼智等振动人心的德性。换而言之，

仁义礼智即是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著者认为，

这种音乐必须包含韩国人基于此心的透明、清澈之气和纯情，通过这

样的音乐可以实现与世界合而为一的韩流大同社会。著者称这种社会

为K-pop所要实现的通过绝对善完成的韩流美的世界。（第160页）

儒家的理气论和四端七情论是性理学中形成宇宙万物的基本概念

和理论。为了成为圣人或者君子，即成为有智慧的人，也需要这样的理

论。著者将这样的性理学理论运用到K-pop中，主张以此作未K-pop

的基础，主张性理学所欲实现的理想社会通过K-pop能够实现。

这种主张可以解释为试图将性理学的“思想”承载于K-pop这种“艺

术”之中。这种主张诈然听来似乎不可能，似乎十分荒诞。

进而，著者问道“K-pop是如何展现的？”并作出了回答。在儒家看

来，好的音乐必须在朴实、简略中寻找音乐的形式德目。他还指出，以

节制的表现方式获得“乐”这种儒家的价值时，就能够保证K-pop的大

众音乐普遍性。

进而，他又提出“K-pop具有何种机能和作用？”的问题并做了如下

回答：

K-pop是文化。文化以对“乐”的追求为最高的课题。在儒家中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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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前进之路的K-pop能否成为其对策所在？承载着韩国人之性的

K-pop、简易且合中节的K-pop、具有与天地同和之大乐面貌的

K-pop能够成为与世人共享人间之‘乐’，减少社会上的各种担忧与

不安，治愈资本主义文化分裂症的妙药，期待振奋人心的K-pop。

5. 结语

本文考察了2016年与韩流和儒教相关的研究。虽然从人文学的观点

探讨韩流与儒教的研究不多，但本文简单介绍了考察韩流的哲学层面

或者刊载于哲学杂志中的与韩流相关的论文。

最后一部分详细介绍了朴章淳投稿于《哲学与现实》中的《K-pop

为何？从儒教寻求道路》一文。

朴章淳不是从客观的立场调查、分析K-pop这一韩流现象，而是站

在创造全新K-pop的生产者，即参与者的立场的。这种立场至少积极

地推动了K-pop文化生产方向的提出。严谨地说，这种立场并非西方

高度认可的科学家或者学者的立场，是近乎教导愚昧民众的启蒙主义

思想家的立场。

他所提到的K-pop的“表面行态”问题，对于身处现场的生产者和

消费者而言，是过分的“评价”。 K-pop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消费者

是十多岁的青少年。K-pop现在的状态对他们而言是满意的。

但从完全不同的层面看，朴章淳所提出的“在儒教中寻找道路”是

十分突兀且具有刺激性和生产性的。他试图借助儒家思想弥补K-pop

存在的不足，告诉我们K-pop并非仅止步于歌谣层次的微贱商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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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治愈资本主义的弊病，对人类的幸福做出巨大贡献，并能够引导

这一世界走向新的未来。而这到底能够实现似乎不重要。

与K-pop相对的A-pop，即美国的pop目前是否有这样的要求？美

国的知识人是否对美国歌谣具有这样的远大期待？K-pop就如同当今

的地球村中某天突然出现了彗星，K-pop的消费者，即K-pop迷们是

否有过那样的期待？就此而言，朴章淳的提案是十分突兀且具有刺激

性和生产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