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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文节选自《2017年度韩国儒教报告》、综合地分析了2017年在韩
国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中、与中国先秦及汉唐有关的学
术成果。本文索引的范围、包括2017年韩国国内大学发表的博士学
位论文、以及正式收录在韩国研究基金会引文搜索(KCI)中的论文。
本文的分析对象、为2017年1月至12月一年间发表的与儒学和儒教
相关的论文。撰写本报告时、选取了22种专业哲学学术期刊进行分
析。

分析期刊得出的结论是、与“中国：先秦及汉唐”时期儒教相关的
论文、总篇数达73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18篇、普通论文55篇。总
篇数与2015年(71篇)、2016年(65篇)基本持平。从研究时期来看、关
于先秦时期的论文有67篇、秦汉时期相关论文 6篇、汉代之后至隋唐
时期相关论文为0篇。2015年的71篇论文中、关于先秦时期的论文有
67篇、秦汉时期相关论文4篇。2016年的65篇论文中、关于先秦时期
的论文有55篇、秦汉时期相关论文10篇。可以看出、2017年关于先
秦时期的论文明显占比较大、这一点和前两年的情况相似、不过关于
秦汉时期的研究、也并未间断。

本文主要将研究的论文按两种方式进行分类、来更清晰地呈现总
体情况。第一种方式是按论文研究的人物进行分类、第二种方式是按
照论文主题进行分类。前者主要分为代表儒家思想的孔子、孟子、荀
子、以及和儒家理论相关的其他大家来进行分析。后者按照主题、分
为经学思想、哲学、政治和经济、宗教、教育、及其他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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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研究人物分类

73篇论文中、有41篇是关于思想家的研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①
孔子：15篇；②孟子：6篇；③荀子：14篇；④其他人物：6篇。其
中、有35篇是与先秦儒家的代表、孔子、孟子、荀子相关的。其他人
物、均为汉代儒家思想家、关于董仲舒的论文2篇、桓谭相关论文1篇、
仲长统相关论文1篇、王符相关论文1篇、京房相关论文1篇。总篇数与
2015年(33篇)和2016年(30篇)相比略有增加。与2016年相比、与孔子
相关的论文略有增加、研究孟子及其他人物的论文数目基本持平。从
研究人物来看、今年篇数变化比较大的、是荀子相关的论文、从2015
年的11篇大幅减少至2016年的5篇、今年又较大幅地增至14篇。其
中、荀子相关论文中有5篇是博士学位论文、它们的发表值得关注。另
外、关于汉代儒家思想家的研究、也并未间断、2015年只有3篇、到了
2016年有8篇、今年也有6篇。2016年、与陆贾相关的论文有5篇、与
贾谊、董仲舒、王充、郑玄相关的论文各1篇。除了董仲舒、关于桓
谭、仲长统、王符、京房等人物的研究都是今年新出现的、这些研究
为理解汉代思想拓展了更多的视角。综上、2017年儒学研究的主要特
点是、关于荀子的研究活跃了许多、汉代主要思想家相关的研究、也
不断有优秀的成果发表。不过、近几年来都未出现关于汉代以后至宋
代的儒学思想或主要思想家的研究、学术界应努力找出根本性的对策、
来弥补该部分研究的缺失。

1) 孔子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Shin, KakKyun 孔子人性硏究 博士学位论文 群山大学

2 Gim, Sung In 孔子的教育哲学及其实践 博士学位论文 江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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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rk, In Sun 孔子理想的幸福国家 博士学位论文 全州大学

4 Lee, Su Bin 孔孟美育思想硏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5 Kim, Jack Young 孔子的思维方式与创造性的关系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70 韩国儒教学会

6 Kim, Jack Young 孔子的背后议论及其反馈效果 东方哲学硏究91 东方哲学研究会

7 Kim, Yong Jae 通过注释从解释学理解《论语》
文本[7-1]——以《述而》为中心 东方哲学硏究89 东方哲学研究会

8 Lim, MyungHee 
Kim, Se Won

对东西方古典中道德普遍观念
的辩证解读——以《论语》和

《欧悌甫戎篇》中儿子告发父亲
的事例为中心

东方哲学硏究89 东方哲学研究会

9 Yun, Min Hyang 试论孔子儒家文明中情绪克制问
题的“不在” 儒学研究40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10 Lee, Hee Jae 孔子的幸福观研究——以《论
语》为中心 孔子学 33 韩国孔子学会

11 Son, Heung Chul 
Park, Yong Seok

考察老子及孔子“道”的概念及社
会正义 东方古典研究66 东方古典学会

12 Park, Seung Hyun 孔子的“仁”思想和共鸣能力的重
拾

东西方哲学研究
84

韩国东西方哲学
学会

13 Park, Young Jin 孔子和孟子对于义利问题的看法 东方古典研究68 东方古典学会

14 Lim, Tae Seung “孔子适卫”始末及其周游旅程的
复原

大 东 文 化 研 究 
100

成均馆大学大东
文化硏究院

15 Kim, Kyung Hee 《论语》中关于死亡的认识与对
不朽的追求 孔子学 33 韩国孔子学会

2017年与孔子和《论语》相关的论文共计15篇、与2015年(16篇)、
2016年(11篇)情况相似、篇数维持在10篇左右。具体来看、首先、博
士学位论文有4篇、比起之前增加不少、但没有专门研究孔子的哲学
或理论的论文。申觉均(Shin, KakKyun)、金成仁(Gim, Sung In)、
李秀彬(Lee, Su Bin)的论文主题与教育相关、而朴仁善(Park, In 
Sun)的论文主题则与政治相关。申觉均在其论文中指出、现代社会只
顾经济发展、人们唯利是图、堕落为缺失道德伦理的社会。而孔子的
人性教育以人为重、重视道德价值、是能够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
问题的良方。金成仁也在其论文中指出、现代社会充斥着金钱万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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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个人追求自身价值时、只重视金钱和名利、不关注个人修养、在
这种情况下、教育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学习孔子之
道、能够提高个人自身修养、和他人建立正确的关系。从对孔子的学
习中、能够找到解决教育中问题的方法。他又将孔子的教育哲学细分
为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进行阐释、试图探索适用当代教育
实践的有效方案。

2) 孟子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Lee, Jung Sun 孟子人性论硏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2 Ye, Su Baik 孟子性善论与政治理论 博士学位论文 蔚山大学

3 Jeon, Byoung Ok 朱子对《孟子·告子篇》中性善论
的解读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70 韩国儒敎学会

4 Go, Jae Suk
关于孟子性善的研究——以分析
显现本性和实现本性的特点为中
心

东方哲学硏究90 东方哲学研究会

5 Kim, Se Jong 关于孟子“动心忍性”一章违和感
的考察 东方哲学研究92 东方哲学研究会

6 Kim, Hye Su 从道德形而上学的视角阐释孟子
的“赤子之心” 儒学研究 39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2017年与孟子和《孟子》相关的论文共计6篇、篇数与2015年、
2016年相当、这方面的研究自2014年发表过13篇之后、一直处于停
滞不前的状态。博士学位论文共计2篇、与2015年(1篇)、2016年(2篇)
基本持平。这两篇博士学位论文、都与孟子的核心理论、即人性论相
关。其中、李正善(Lee, Jung Sun)在论文中写道、孟子人性论的道
德价值、是人道德修养的理论基础。他还进一步阐释了人的道德行为
是如何在社会中体现的。他认为、在充斥着利己主义和金钱万能主义
的现代社会、孟子的人性论是帮助人们找回本性的重要理论依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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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普通论文的题目各不相同、但主题都与孟子的人性论有关。全丙旭
(Jeon, Byoung Ok)和高在锡(Go, Jae Suk)的论文、采取了与创新的
研究方法、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研究、有助于扩展孟子人性论研究的
外沿。

3) 荀子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Kim, Jung Hee 荀子哲学在中国儒家哲学发展史
中的发展与接纳 博士学位论文 全北大学

2 Yun, Tai Yang 荀子道德哲学的结构特征和局限
性 博士学位论文 建国大学

3 Lee, Kwang 
Young

从教育学视角解读荀子礼法思
想：从元实践的观点 博士学位论文 忠北大学

4 Choi, Jin Kyu 关于荀子礼法哲学的研究：以欲
望和分配问题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西江大学

5 Bae, Ki Ho 《荀子》中的困扰及解决方法 博士学位论文 崇实大学

6 Lee, Hae Young 荀子的理想社会思想 儒 教 思 想 文 化
研究 68 韩国儒敎学会

7 Kim, Se Jong 荀子性论的再讨论——“性恶”理
论是荀子的思想吗

东 方 哲 学 研 究
89 东方哲学研究会

8 Lee, Hae Young 荀子思想中“分”与“合”的逻辑 东 方 哲 学 研 究
90 东方哲学研究会

9 Yang, Soon Ja 关于荀子内心自律性的反思 东 方 哲 学 研 究
92 东方哲学研究会

10 Ahn, Young Seok 荀子思想的道德性认识与实践 儒学研究39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11 Jung, Jae Sang 感情是属于自己的吗——认识论
视角下的荀子性情论及其意义 儒学研究39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12 Kim, JeongHee 《荀子》中“统类”的意义分析 东西方哲学研究
84

韩国东西方哲学
学会

13 Yun, Tai Yang 承认私欲的道德理论的问题——
以荀子的哲学为中心

韩 国 哲 学 文 集
54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14 Seo, Se Young 关于荀子“恶”的概念及恶人的研
究 温知论丛51 温知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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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与荀子和《荀子》相关的论文共计14篇、与2015年(11篇)、
2016年(5篇)相比、篇数增加许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5篇为博士
学位论文、今后这方面的研究有望更加活跃。博士论文的主题、从荀
子哲学在儒家哲学中的学术史价值、到道德哲学、礼法思想和社会哲
学等、涉及多个领域、荀子哲学研究涉及的领域越来越丰富。而普通
论文也从多个角度对孟子的人性论进行了考察、具有创造性地对性恶
论蕴含的哲学意义进行了阐释。同时、能对荀子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进
行深度的分析、采用了差别化的方法进行研究。

4) 其他人物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Hwang, Yong Ho 京房易学的思惟及宇宙观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东方文化大学院大
学

2 Cho, Won Il 王符的经济思想研究 东方哲学研究91 东方哲学研究会

3 Cho, Won Il 仲长统的天人关系论研究 儒学研究40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4 Lee,YounSeung 《春秋繁露》中关于“孝”的讨论 退溪学报142 退溪学研究会

5 Kim, Sang Rae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及其伦理
内涵 退溪学论丛30 退溪学釜山研究院

6 Cho, Won Il 桓谭的天道论思想研究 退溪学论丛30 退溪学釜山研究院

2017年研究儒学其他人物的论文共计6篇、篇数与2015年(4篇)、
2016年(8篇)相近。今年的研究对象、和2016年一样、均为汉代的儒
家思想家。每年都有研究董仲舒的论文发表、但2016年出现过的陆
贾、贾谊、王充、郑玄、今年则没有相关研究、反倒是出现了新人物
如京房、王符、仲长统、桓谭等的相关研究。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
赵元日(Cho, Won Il)的学者引发了关于陸賈、賈誼、王充的探讨研
究、而今年也是因为这名学者、出现了关于王符、仲長統、桓譚的研
究。如此一来、研究范围几乎涉及了汉代重要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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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题分类

按主题对论文进行分类,分布情况如下：①经学思想20篇,②哲学37篇,
③教育7篇,④政治与经济3篇,⑤其他4篇。与2016年相比,经学思想、哲
学、教育方面相关的论文略有增加,政治与经济方面的论文有所减少,
其他方面情况基本相同。考虑到和前一年相比,论文总数从65篇增加至
73篇,经学思想、哲学、教育方面的论文数还是维持在相近的水平,政
治与经济方面的论文大幅减少。

具体到内容上看,经学思想方面的论文,与周易相关的研究占比最
大,达13篇。其中研究《论语》和《孟子》的论文各1篇,《春秋》相关
论文2篇,《礼记》相关论文1篇,其他2篇。2016年关于《周易》的研
究只有5篇,而今年经学方面的研究则几乎全是关于《周易》的。去年
有过研究《尚书》、《诗经》、《周礼》等的论文发表,今年则未出
现。与去年一样,有3篇论文是关于出土文献的研究,每年都能看到这方
面论文发表,还是很鼓舞人心的。此外,今年还第一次出现了关于京房
易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预计今后还会出现更多易学方面的研究。但关于

《春秋》和《礼记》方面的学者和研究成果还十分不足,去年和今年各
有3篇发表,算是略微丰富了经学研究的多样性。

1) 经学思想方面的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An, Seung Woo 关于《周易》直观思惟的道德
化过程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2 Kim, Yeong 四书三经中出现的“明德”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全北大学

3 Kim, Yong Jae
通过注释从解释学理解《论
语》文本[7-1]——以《述而》
为中心

东方哲学硏究89 东方哲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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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4 Jeon,Byoung Ok 朱子对孟子《告子》篇中性善
论的解读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70 韩国儒教学会

5 Hwang, Yong Ho 京房易学的思惟及宇宙观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东方文化大学院
大学

6 Won, Yong Joon 从出土文献看古代周易的形成
与发展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70 韩国儒敎学会

7 Lee, Hyeon Jung 以“重天干卦”和“重地坤卦”为
中心理解周易的修行 儒学研究 39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8 Cho, Woo Jin 《周易》中“信任(孚)”的意义 孔子学 32 韩国孔子学会

9 Cheon, Seung Min
Yoo, Heun Woo

关于帛书《周易》《易传》的
卦气说研究 孔子学 32 韩国孔子学会

10 Cho, Woo Jin 对苦难的易学考察——以坎卦
为中心 孔子学 33 韩国孔子学会

11 Lim, ByeongHak 考察《周易》中“河图”、“洛书”
及《系辞上》第九章

东西方哲学研究
83

韩国东西方哲学
学会

12 Kwon, Ho Yong 《周易》“九德卦”的原义分析 东西方哲学研究
84

韩国东西方哲学
学会

13 Kim, Man San 易学中的“数” 东西方哲学研究
85

韩国东西方哲学
学会

14 Sim, Eui Yong 阅读《周易》时叙事性方法的
考察

东西方哲学研究
85

韩国东西方哲学
学会

15 Choi, Yeen Young
《周易》的卦体及解读——互互
体、互体、本卦的关系及《周
易》的解读

韩国哲学文集53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16 Hwang, ByongKee 《周易》的象征性及其历史起源 温知论丛 52 温知学会

17 Seo, JeongHwa 春秋王历②——周代历法考察 东方哲学 47 韩国东方哲学学
会

18 Seo, JeongHwa 春秋王历③——从周历到夏历、
以及孔子的“行夏之时” 韩国哲学文集54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19 Jung, Byung Sub 关于《礼记》祭礼观念中尊王
思想性礼制的特征研究 东方哲学硏究90 东方哲学研究会

20 Hong, Sung Min
Yoo, Heun Woo 竹帛五行的圣智观研究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8 韩国儒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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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经学思想方面研究最显着的特征、是关于《周易》的论文
明显较多。值得关注的是、已经有不少关于《周易》的研究成果、因
此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详细、逐渐将着眼点放在更细节部分的研究。
博士论文中、金英(Kim, Yeong)的《四书三经中出现的“明德”研究》
与之前经学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显得较有创新性、文章综合地
考察了四书三经中“明德”这一概念。该论文将“明德”看作是贯穿四书
三经的核心概念、对其起源和意义进行了明确的考察、分析了各卷
中“明德”的概念、并进一步揭示了“明德”在当代政治和哲学上的用途。
作者主张、“明德”起初是政治道德方面的概念、随后发展为颇具哲学
意味的概念、经历了理论化和哲学化、接着又发展为性理学中的重要
概念。该论文系统性地对中国哲学中重要哲学概念的变化和发展过程
进行了论证、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2) 哲学方面的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Lee, Jung Sun 孟子人性论硏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2 Ye, Su Baik 孟子性善论与政治理论 博士学位论文 蔚山大学

3 Kim, Jung Hee 荀子哲学在中国儒家哲学发展史中
的发展与接纳 博士学位论文 全北大学

4 Yun, Tai Yang 荀子道德哲学的结构特征和局限性 博士学位论文 建国大学

5 Choi, Jin Kyu 关于荀子礼法哲学的研究：以欲
望和分配问题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西江大学

6 Bae, Ki Ho 《荀子》中的困扰及解决方法 博士学位论文 崇实大学

7 Park, Jae Gahb 关于儒学天人观的硏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8 Jeong, Woo 
Young

儒家“中庸”思想的哲学考察：以
《中庸》、《周易》、《论语》的
特点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公州大学

9 Yun, Min Hyang 试论孔子儒家文明中情绪克制问题
的“不在” 儒学研究40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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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0 Park, Seung Hyun 孔子的“仁”思想和共鸣能力的重拾 东西方哲学研
究84

韩国东西方哲
学学会

11 Kim, Kyung Hee 《论语》中关于死亡的认识与对不
朽的追求 孔子学 33 韩国孔子学会

12 Son, Heung Chul 
Park, Yong Seok

考察老子和孔子“道”的概念及社会
正义

东方古典研究
66 东方古典学会

13 Park, Young Jin 孔子和孟子对于义利问题的看法 东方古典研究
68 东方古典学会

14 Lim, MyungHee
Kim, Se Won

对东西方古典中的道德普遍观念的
辩证解读——以《论语》和《欧
悌甫戎篇》中儿子告发父亲的事
例为中心

东方哲学研究
89

东方哲学研究
会

15 Son, Se Je 子路的品格和师承关系考察 东方学 37 韩瑞大学东方
古典研究所

16 Go, Jae Suk 关于孟子性善的研究——以分析
显现本性和实现本性的特点为中心

东方哲学研究
90

东方哲学研究
会

17 Kim, Se Jong 关于孟子动心忍性一章违和感的考
察

东方哲学研究
92

东方哲学研究
会

18 Kim,Hye Su 从道德形而上学的视角阐释孟子的
“赤子之心” 儒学研究39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19 Lee ,Hae Young 荀子的理想社会思想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68 韩国儒敎学会

20 Kim, Se Jong 荀子性论的再讨论——“性恶”理论
是荀子的思想吗

东方哲学研究
89

东方哲学研究
会

21 Lee, Hae Young 荀子思想中“分”与“合”的逻辑 东方哲学研究
90

东方哲学研究
会

22 Yang, Soon Ja 关于荀子内心自律性的反思 东方哲学研究
92

东方哲学研究
会

23 Ahn, Young Seok 荀子思想的道德性认识与实践 儒学研究39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24 Jung, Jae Sang 感情是属于自己的吗——认识论
视角下的荀子性情论及其意义 儒学研究39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25 Kim, JeongHee 《荀子》中“统类”的意义分析 东西方哲学研
究84

韩国东西方哲
学学会

26 Yun, Tai Yang 承认私欲的道德理论的问题——
以荀子的哲学为中心

韩国哲学文集
54

韩国哲学史研
究会

27 Seo, Se Young 关于荀子“恶”的概念及恶人的研究 温知论丛51 温知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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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28 Kim, Sang Rae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及其伦理内
涵 退溪学论丛30 退溪学釜山研

究院

29 Lee, YounSeung 《春秋繁露》中关于“孝”的讨论 退溪学报142 退溪学研究院

30 Cho, Won Il 桓谭的天道论思想研究 退溪学论丛30 退溪学釜山研
究院

31 Cho, Won Il 仲长统的天人关系论研究 儒学研究40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32 Kim, Do Il 儒家的“时中”与法家的“时势” 中国学报80 韩国中国学会

33 Song, Jae Kook 儒家思想中关于“命”的问题 东西方哲学研
究83

韩国东西方哲
学学会

34 Kim, Jong Seok 儒家思想与神话性思维的相互关系
研究——以圣人“观念为中心”

韩国哲学文集
53

韩国哲学史研
究会

35 Lee, Sang Ik 儒教的中华思想与东亚的和解与合
作

韩国哲学文集
54

韩国哲学史研
究会

36 Lee, Hyang Joon 阴阳还是阳阴？：认知学视角下
的“阴阳神话” 东方哲学47 韩国东方哲学

学会

哲学方面相关的36篇论文中、大部分是关于先秦时期和孔子、孟
子、荀子的研究。此外、还有研究董仲舒、桓谭、仲长统等汉代具有
代表性的思想家的论文、以及以“时中”、“阴阳”或“圣人”等哲学概念
为主题的论文。博士论文中、芮秀白(Ye, Su Baik)在观点的结构和论
点的展开方式上、都与先前研究孟子人性论的论文有所不同、值得关
注。作者将着眼点放在孟子的性善论和王道政治的关系上、论述了性
善论是由孟子活动时期的不同思想家的观点形成的。先行研究多是研
究性善论及《孟子》和《告子》中的论争。而该论文则通过与杨朱为
代表的战国时代各学派进行比较、探寻了性善论的形成过程、阐述了
孟子人性论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此外、作者还分析了性善论的基本结
构和孟子关于人性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孟子性善论的基础是
人性具有双重性、作者分析了性善论延伸为王道政治这一理论的逻辑
结构、揭示了孟子的性善论和王道政治是在同一思想体系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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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方面的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Shin, KakKyun 孔子人性硏究 博士学位论文 群山大学

2 Gim, Sung In 孔子的教育哲学及其实践 博士学位论文 江原大学

3 Lee, 
KwangYoung

从教育学视角解读荀子礼法思
想：从元实践的观点 博士学位论文 忠北大学

4 Cho, Bun Lye 先秦儒学观点下生命美学的教育
哲学含义 博士学位论文 庆星大学

5 Kim, Jack Young 孔子的思维方式与创造性的关系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70 韩国儒教学会

6 Kim, Jack Young 孔子的背后议论及其反馈效果 东方哲学硏究91 东方哲学研究会

7 Shin, Soon Jeong
“大学”学习论及人性教育——从
“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看“知、
情、意”的统一问题

东方哲学硏究92 东方哲学研究会

2017年教育方面的论文相较于2016年(3篇)增加了一倍。2016年发
表的3篇论文、均是有关孔子的教育方法及人性教育的、而今年的论
文在论述的内容上显得更加丰富、涉及了先秦儒学、荀子和“大学”、
这令人倍感鼓舞。金在京(Kim, Jack Young)在去年发表了关于孔子
的反馈及负面评价相关的论文、今年也具创造性地以背后议论为主
题、研究孔子的教育特征。

博士论文中、李光英(Lee, KwangYoung)的论文从教育学的角度
分析了荀子的礼法。和东方教育相关的研究、通常只侧重于孔子或

《论语》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篇论文则通过荀子来分析东方
教育的特点、具有一定创新性。作者指出、往常从教育学视角对荀子
礼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通常只是将礼法看作矫正人性
中恶的教育手段、即认为人的本性都是不成熟和不完整的、因此需要
教育这种人为手段的介入。但是作者认为、荀子并不意在通过教育来
改变人的本性、而是认为人本身就具备能力、能够知礼而后表现在行
动上。接着、作者阐述了荀子的礼法思想在现代学校的人性教育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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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教育意义。作者认为、荀子的礼法、强调的是通过学习专业的学
问知识、实践历代传下来的礼节、以达到修炼本性的目的。往常的研
究通常只是将荀子的礼法看做矫正人类本性中恶的手段、而该论文则
另辟蹊径、具有创新性。

4) 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Park, In Sun 孔子理想的幸福国家 博士学位论文 全州大学

2 Kim, GyoungMi 关于儒家“全人”指導者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3 Cho, Won Il 王符的经济思想研究 东方哲学硏究91 东方哲学研究会

2017年关于政治与经济方面的论文共计3篇、数量只有去年(6篇)
的一半。不过、去年的6篇论文都侧重于政治方面、而今年则有1篇涉
及了经济方面、较为均衡。朴仁善(Park, In Sun)的博士论文、试图
寻找当代理想国家的模型、重新阐释了孔子理想的幸福国家、探讨国
家行政中建立政策的基础。作者认为、孔子的《论语》是最早涉及行
政权有关的著作、具体分析了孔子所说的理想国家、是否适用于韩国
的国家体系。.

另一篇较为瞩目的研究成果、是赵元日(Cho, Won Il)的《王符的
经济思想研究》、关于汉代思想家王符的研究本来就很少见、而作者
更是选取了王符思想中的经济思想作为研究主题。该论文主要探讨了
王符经济思想中的“务本”经济政策。作者通过王符的经济思想、对东
汉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寻找解决对策、揭示了当时的
知识分子是如何实际参与到社会问题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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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Lee, Su Bin 孔孟美育思想硏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2 Lee, Hee Jae 孔子的幸福观研究——以《论语》
为中心 孔子学 33 韩国孔子学会

3 Lim, Tae Seung “孔子适卫”始末及其周游旅程的复
原

大 东 文 化 硏 究 
100

成均馆大学大东
文化硏究院

4 Lee , Dong A
从《周易》中学到的处世之道——
以“饮食宴乐”、“饮酒濡首”的卦辞
为中心

东方哲学硏究92 东方哲学研究会

2017年其他方面相关的研究共计4篇、其中1篇为研究孔子美学思
想的博士论文、另外3篇分别是关于孔子的幸福观、孔子周游列国、
以及周易的处世之道。李秀彬(Lee, Su Bin)的论文对孔子和孟子的美
学思想进行了比较。该论文通过论述孔子和孟子的美学思想、对以感
性教育为基础的审美教育、即美育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
孔子和孟子追求的君子、是通过人格陶冶和品德涵养培养而成的、且
在这过程中、重视诸如六艺和礼乐的美育学习。作者的核心观点、便
是这种美育、是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和修己治人的基础。

此外、林泰胜(Lim, Tae Seung)的论文题材、十分具有独创性、
在先前的研究中未曾见到。孔子曾花10多年的时间周游列国、以传播
自己的理想。作者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颇值得关注的观点、即孔子的
旅程、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在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历史
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
标、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努力说服遇见的君主、想获得实际的
权力。虽然最终孔子归来时、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但这次的周游
对于后代的人们来说、依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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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论文分析及评析

以上、本文将研究对象根据研究的人物和主题对论文进行了分类、介
绍了涉及不同领域论文的主要特征、简要概括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
文。本报告中所研究的这73篇论文、皆是各学者动用所学、倾尽心力
完成的、对他们个人来说是重要的成就、对韩国学术界来说也是一笔
宝贵的财富。本应在学术调查报告中、对各论文一一进行详细的考察、
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无奈篇幅有限、在此只选取1篇博士学位论文
和1篇普通论文、对其进行分析和学术意义的评价。

第一篇是安升友(An, Seung Woo)的博士论文《关于<周易>直觉
思惟的道德化过程研究》。韩国学术界对《周易》研究、比起其他内
容来说、已经有很多论文了。而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分析了《周易》
直观思维道德化的过程、论述了《周易》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相结合
的道德体系特征。虽然学术界先前已经有个别对《周易》直观思维
结构和道德体系特征的研究、但还没有人对直观思维道德化过程、它
是如何体系化为一种道德分类的、进行过论述。该论文很好地揭示了

《周易》是一部将儒家的道德法则体系化的经典著作。在此、对该论
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希望能进一步改进为形式更加完整的学术论文。

首先、文中未能明确地阐释清楚主要概念的定义和相互关系、造
成理解上的混乱。作者将人的思维体系定义为“直觉思维”、将“直觉
思维”的机制定义为“情感和隐喻”。作者将《周易》的直觉思维称为
“神”、将《周易》直觉思维的认知过程称为“观”或“见”、将通过情感
表达直觉思维的方式称为“感”或“通”。对这些概念的不明晰的定义使
读者产生混乱、不容易把握作者的观点。建议作者在正式展开论述之
前、先对《周易》的直觉思维是如何归类为道德的、以及这种道德化
对《周易》道德体系的形成有何意义进行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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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分析先行研究时、作者指出先行研究基本是在哲学史和哲
学这两个视角下进行的。作者列举了三个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介
绍了这些论文的主要内容。对先行研究的分析、是为了更好地展现作
者研究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作者不应局限在对先行研究进行简单介
绍、应该从自己的角度辩证地分析这些理论的优缺点、尤其是他们未
解决的难题、从而阐述自己研究方法或研究内容上的创新之处。作者
介绍三个先行研究内容的同时、还应明确指出它们存在的局限性、并
给出对策、要阐述哪些具体、来克服这些局限性。还应该阐明、自己
的研究是如何与先行研究区别开的、以及具有怎样的学术史价值。这
样才能突出作者的研究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创新点。

研究方法上、作者采取了大篇幅介绍直观认知中的“隐喻”这一表
现方法。作者在论文中引入了“隐喻”这一新概念、以更好地助于理解

《周易》、而先行研究则都是采用非“隐喻”的其他方法来阐明直观认
识的本质。作者应该对这些研究方法进行明确的解释、并阐明这类研
究具有哪些问题和局限性、才能说服读者“隐喻”这一新概念来揭示直
观认识本质的可行性。通常人们确实认为“隐喻”是人类表达思考或行
为的一种方式、但很难相信它如作者所说、隐喻起到一种主要的作用。
在我们的理解中、哲学性的探究、主要还是通过“直述”或客观语言来
进行、而隐喻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如果将隐喻看做阐述是人类思考
和行为本质的核心标准、就等于全盘否定了现有研究的研究方法、必
须清楚地阐述否定的论据。

认知学和神经生物学是近来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但还处于未下
定论的阶段。将哲学与这种新兴研究相结合、是十分新鲜的研究方
法。不过、这种论证基础毕竟还是尚未明确的假说、在展开论证时需
要更加严谨。如果观点或逻辑的理论基础或分析视角本身就存在问题、
那么就必须有自己一套具有说服力的逻辑支撑。所以、作者还必须一
并列举相关研究、来证明自己将研究方法为基础的“隐喻”、认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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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生物学应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可行性。
另一篇论文是李妍升(Lee, YounSeung)的《<春秋繁露>中关于

“孝”的讨论》。该论文考察了“孝”这一儒教文化圈的传统价值观发展
为哲学性和政治性思想与文化的理论基础。在现代东方社会、“孝”是
一种有别于西方的重要价值观、近年来韩国和中国都试图对“孝”的概
念和价值进行现代化的重新解读和整理、本论文探讨了“孝”相关讨论
的起源、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同时、有助于提升东方哲学的现代性价
值、可以说、该论文极具研究意义。

作者论述道、“孝”最初指的是对祖先的祭祀、或是子女对待父母
之道。到了汉代、随着儒教国家的出现、“孝”超越了单纯家庭伦理的
概念、开始涉及国家和共同体的伦理、甚至拓展到治理国家的理论

“孝治”。“孝”的范畴有所扩展、是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不
过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推动作用的、还是董仲舒。该论文通过对《春
秋繁露》的分析、论述了董仲舒将“孝”这一概念理论化和体系化的
过程。论文分为两部分、首先阐述了“孝”是如何由阴阳五行论结构
中“孝”的概念、发展为蕴含宇宙论意义的哲学理论的、第二部分则以

《孝经》的逻辑为基础、阐述了“孝”正式发展为统治者的统治法则的
过程。作者在董仲舒对“孝”宇宙论角度阐释的基础上、构建出较为成
型的“孝”的理论、并阐述了“孝”涉及范畴发展的过程、“孝”逐渐开始
涉及共同体的伦理、还延伸至统治的原理、甚至被统治者作为“孝治”
国家的正当名义。

作者还提到、韩国国内还未有关于董仲舒“孝”观念的正式研究、
中国和日本已经有先行研究、在韩国还出于空白阶段、因此希望该论
文能开启韩国对“孝”相关研究的先河。以下简要分成两点、来说笔者
对该论文的读后感。首先、董仲舒引入阴阳五行论的观点、从宇宙论
的角度对“孝”进行解读、这是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尝试、从思想
史角度来看、也是值得关注的研究。但是作者只着眼于董仲舒将孝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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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五行的逻辑结构、而未涉及他对“孝”的全新解读和及其思想史上的
意义等。作者还有这样一个观点、即董仲舒关于“孝”的论述、是天人
关系这一思想的产物、但天人关系这一思想并不只是董仲舒一人独有
的思想、因而不能将天人关系思想看做董仲舒“孝”思想的特征。

然而、董仲舒关于“孝”的观点中、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从天人关系
的角度将“孝”理论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也颇具意义。从战国末
年开始、《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就出现了天人关系思想的雏形、
从董仲舒开始、才将其与阴阳五行的结构相结合、进行理论化。董仲
舒的代表理论、如以灾异说、三统、四法等为基础的朝代更替论等、
均是建立在天人关系思想之上、天人关系将阴阳五行这个自然规律应
用于世间的一切事物。

关于“孝”、已有《孝经》对其进行过阐释、但经董仲舒将其体系
化、阐释了其宇宙论视角的意义后、“孝”被当做汉代“孝治”思想的理
论依据。董仲舒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阐释“孝”、可见“孝”不单被看做
指单纯的家庭伦理关系、还被认为是贯通人和自然的绝对普遍性的真
理、因此天子的“孝治”自然也具有合理性。作者认为、董仲舒以天人
关系思想为基础的“孝”观念、成为了儒教国家的理论基础、在这种理
论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礼敎国家。而这也是他的理论受到后世许多
批判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礼教道德、是桓谭、张衡、王充、王符、
仲长统、孔融、祢衡这些汉代具代表性批判哲学家共同批判的对象
之一、其理论基础中、就包含董仲舒以天人关系论为基础的“孝”观念。
具有代表性的如王充、他写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
子自生矣。”(《论衡·自然篇》)、“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论
衡·物势篇》)、针对董仲舒的天人关系论、展开了对机械论意味的天
道自然观的论述。仲长统也否定“孝”、反对礼教国家的统治。从他们
反对礼教的批判观点可以看出、董仲舒天人关系的“孝”观念对当时的
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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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与展望

2017年、韩国关于先秦时期至汉唐时期儒学及儒教的论文共计73篇、
与2015(71篇)、2016年(65篇)相近。从研究的时期来看、73篇论文中、
关于先秦时期的研究、占比相当大、达67篇、而关于秦汉时期的研究
有6篇、与往年相近。2015年、2016年分别有2篇和3篇关于秦汉时期
之后的研究发表、今年则没有相关论文。比较庆幸的是、有关秦汉时
代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每年都有相关论文持续发表。关于秦汉之
后至宋代的研究、则寥寥无几。从研究的均衡发展角度来看、这个问
题有待改善。在今年的报告中、值得关注的是、73篇论文中、18篇是
博士论文、相较于往年增加许多。这方面的新进学者人才辈出、期待
今后他们都能成为研究先秦的专家、为该领域研究注入活力。

具体到论文的内容、从研究人物来看、主要还是和前几年一样、
以关于代表先秦儒学的孔子、孟子、荀子的研究为主。今年最明显的
特征、是关于荀子的论文大幅增至14篇、研究的内容也十分丰富、有
的从宏观上阐释荀子哲学的思想史意义、也有从微观上对荀子的核心
概念进行分析。此外、令人值得关注的是、这14篇论文中、有5篇是
博士论文。如果之后这些新进学者们要进行正式的研究、还需要更多
地对荀子进行专门的研究。有关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思想家的研
究、虽然只有1篇、但能够持续发表、还是令人鼓舞的。汉代哲学是
连接先秦儒学和宋代以后儒学的桥梁、这也是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

按论文主题分类、关于经学思想、哲学、教育方面的论文比起之
前略有增加、而政治和经济方面相关的论文则比去年要少、只有3篇。
其中、经学思想方面的研究有13篇、数量上明显多于去年的5篇。论
文的主题较为丰富、能展开较有深度的论述、一般着眼于周易的卦爻
或主要概念的意义、或是分析与《周易》相关的出土文献。关于《周
易》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关于《春秋》和《礼记》等其他经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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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寥寥无几、勉强能看到踪迹、短期内难以期待丰富的研究成果。这
些经典文本、是儒家思想的原型和基础。要想进行有深度的儒学研究、
我们就必须思考、要如何拓展研究范围、使其更加丰富、而不只局限
在《周易》上。哲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都关于先秦时期、以孔子、荀
子和孟子为中心、不过研究涉及的领域和方向都有所拓展。期待学者
们能够寻求主题的多样性、进行符合学科融合、人性教育、第四次工
业革命等现代趋势的研究。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对儒家思想进行再
次解读、不断发掘儒学思想对时代的意义、才能证明儒学是一门具有
现代意义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