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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本报告书综合分析了2017年1月-12月期间韩国学术界发表的与中国
宋代儒学相关的研究成果。论文的索引对象为韩国研究财团的登载
集与登载候补集中收录的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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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服务(RISS)和韩国研究情报服务
(KCI)。索引结果共66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2篇、一般论文64篇。

作为整理方法、本报告书首先按人物分类整理了北宋时代、南宋
时代、元代的学者；其次、又按照经学、性理学、伦理学、政治社会
学、礼学、比较学等主题分类进行了整理。

2. 按人物分类

按照人物分类中、整理分析了北宋时代性理学家周敦颐、邵雍、张载、
二程兄弟和南宋的胡宏、张栻、朱熹、陆九渊、陈傅良、杨简、真德
秀以及元代吴澄等12名儒学家思想的论文。在一般论文中、关于周敦
颐的论文有4篇、关于邵雍的有2篇、关于张载的有2篇、关于二程兄
弟的有2篇。关于胡宏的论文有4篇、关于张栻的有2篇。关于朱熹的
最多、共44篇、其中一般论文43篇、博士论文1篇。关于真德秀的论
文共2篇、1篇一般论文、1篇博士论文。另外、还有关于陈傅良、杨
简、吴澄等的论文各1篇、关于南宋时代性理学者之宗教观的论文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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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敦颐(濂溪、1017~1073)(一般论文4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学材 解密“太极图” 的一个方法 儒教文化研究
（中文版）第28辑

成均馆大学
儒教文化研究所

2 孙兴彻 周敦颐的“太极”与理气概念的关系分析 退溪学论丛
第29辑

退溪学釜山研究
所

3 李兰淑 周敦颐哲学的天人合德解释与时中思想 退溪学论丛
第29辑

退溪学釜山研究
所

4 许光虎 周敦颐与权近的天人合一思想比较—以
<儒学图说>为中心

东洋古典硏究
第66辑 东洋古典学会

关于周敦颐的论文共4篇、其中、关于“太极图”的论文1篇、关于
周敦颐“太极”与“理气”概念的论文1篇、关于周敦颐天人合德解释与
时中的论文1篇、关于周敦颐和权近《图说》之比较的论文1篇等。以
上论文主要以对于太极的解释和天人合一为主进行了讨论。

2) 邵雍(康节、1011~1077)(一般论文2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朱光镐 从象征形式看邵雍的“元会运世” 哲学研究 第55辑 哲学研究会

2 朱光镐 邵雍的先天易学与空间 哲学研究 第55辑 哲学研究会

关于邵雍的论文共2篇、著者皆为朱光镐、其中1篇以理气论这一
象征形式考察了邵雍的元会运世、试图以此理解邵雍的哲学；另外1
篇将邵雍的先天易学通过神话思维中象征形式的“空间”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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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载(横渠、1020~1077)(一般论文2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暎镐 张载与程颐的心性论比较考察 乾止人文学
第20辑

全北大学
人文学研究所

2 金泰完 对通过张载的<西铭>看儒教灵性哲学之可
能的试论

退溪学论丛
第30辑 退溪学釜山研究所

关于张载的论文共2篇、1篇是将张载的心性论与程颐进行了比较；
1篇以张载的著述《西铭》为中心、讨论了儒教灵性哲学的可能的。

4) 二程：程浩(明道：1032~1085)、程颐(伊川、1033~1107)	
	 (一般论文2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朴胜源 依据传承样象对二程哲学差别性的研究 退溪学论集
第20号 岭南退溪学研究院

2 郑宗模 二程哲学中命与义的分离与合一 阳明学 第48号 韩国阳明学会

关于二程的论文共2篇、朴胜源、郑宗模各1篇。其中1篇规明了程
颢和程颐的哲学在传承的过程中出现的差别性、试图设定从哲学史中
考察两个人哲学的新观点。另外1篇关注于讨论北宋儒学的主要人物—
二程兄弟哲学中命和义的关联性、并叙述了他们的观点。

5) 胡宏(五峰、1107~1161)(一般论文4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安载晧 胡宏的形体心用说浅析 东西哲学研究
第83号 韩国东西哲学会

2 安载晧 胡宏的尽心成性说管窥-尽心的体系：以致
知和主敬为中心

中国学报
第80辑 韩国中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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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3 延在钦 胡宏心论研究：以性和心的关系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
第55辑

韩国哲学是研究
会

4 蔡熙涛 气质变化论研究-以胡宏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
第35辑 (社)栗谷研究院

虽然2016年没有发表关于的胡宏的论文、但2017年发表了4篇。其
中、3篇是关于胡宏之心与性的论文、另外1篇是关于气质变化的论文。

6) 张栻(南轩、1033~1180)(一般论文2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李妍静 张栻的修养工夫论 韩国哲学论集
第53辑 韩国哲学是研究会

2 李妍静 关于张栻“仁”的小考 韩国哲学论集
第55辑 韩国哲学是研究会

关于张栻的论文也是不见于2016年、但2017年有2篇发表。其中1
篇是关于张栻之修养工夫论的论文、讨论了张栻的天人合一思想；另
1篇从学问渊源、思维体制、与朱熹的差异等方面讨论了张栻的“仁”
思想。

7) 朱熹(晦庵、1130~1200)(一般论文43篇、博士学位论文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姜真硕 关于朱子忠恕论的多层解释的研究 人文学研究
第53辑

朝鲜大学 人文学
研究所

2 姜春华 朱熹“验证说”萌芽与洪大容“验证
说”比较研究 中国学 第61辑 大韩中国学会

3 权相佑 朱子道德哲学中的规范与状况：以
经权论为中心

社会思想与文化
20卷3号

东洋社会思想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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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4 金光洙 以朱熹的心性论为中心看复卦的解
释问题

韩国哲学论集第
52辑

韩国哲学是研究
会

5 金基铉 <小学>著述与“未发涵养”工夫的相
关关系

韩国哲学论集
第57号

韩国道德伦理与
教育学会

6 金东敏 对于朱子<春秋>注释书的批判与辩
论 阳明学 第46辑 韩国阳明学会

7 金东敏 朱子的<春秋>解释与特征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第68辑 韩国儒教学会

8 金佑莹 朱熹哲学中之心的本体与自我不朽
—关于鬼神魂魄理论

儒教文化研究
(中文版)第28辑

成均馆大学 儒教
文化研究所

9 金正觉 关于朱熹易学中道统的研究 泛韩哲学 第85辑 泛韩哲学会

10 金昡炅 先秦诸子与朱熹异端批判 泛韩哲学 第86辑 泛韩哲学会

11 金慧洙 朱子哲学中忠恕概念分析与伦理学
含义考察 中国学报 第80辑 韩国中国学会

12 盧明洙
鄭素伊 茶山与朱熹的“气质”概念与意义 儒学硏究 第38辑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13 闵丙喜 <四书章句集注>的成立与经传权威
的变化

韩国思想史学
第55辑 韩国思想史学会

14 朴星奎 朱子的经权论 哲学探究 第48辑 中央大学 中央哲
学研究所

15 朴星奎 朱子的天理流行概念与“仁”解释 哲学论丛 第89辑 새한哲学会

16 朴灿英 宗密与朱熹思维构造的类似性-以
心性论为中心

哲学硏究
第104辑 大韩哲学会

17 房敬勋 朱熹的“中”概念研究 圆佛教思想与宗
教文化 第71辑

圆光大学 圆光教
思想研究院

18
Bang, 

Gyeong-hun
金治衡

朱熹哲学中的实践德目“敬”概念研
究 泛韩哲学 第86辑 泛韩哲学会

19 徐根植 <周易>“元亨利真”解释的比较研究 精神文化研究
第40卷第1号

韩国学中央研究
院

20 Joep 
Smorenburg

论朱熹<中庸章句>对中性概念的解
释

儒教文化研究
(中文版)第28辑

成均馆大学 儒教
文化研究所

21 苏铉盛 朱子的<太极解义>一考-以世界观
为中心 儒学硏究 第39辑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22 Ahn Jae-ho 哲学治疗与朱熹的修养论 哲学探究 第47辑 中央大学 中央哲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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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23 延在钦 <知言疑义>研究(1)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第70辑 韩国儒教学会

24 李基原 通过<小学>的主体的形成 韩国东洋政治史
研究 第16卷1号

韩国东洋政治史
学会

25 李相敦 朱子修养论的理想境界与各得其所 栗谷学研究 
第34辑 (社)栗谷研究院

26 李相益 朱子心统性情论的两面性与退、栗
谷的性理学 岭南学 第62号 庆北大学 岭南文

化研究院

27 李妍静 通过朱子“格物致知”的人性教育要
素和原理的考察

韩国哲学论集第
52辑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28 林乐昌 朱熹“理一分殊”的<西铭>诠释模式
再考察

哲学硏究 第141
辑 大韩哲学会

29 Chang 
Wontae 

朱熹的告子和陆九渊的告子—以对
“不动心”的诠释为中心

儒教文化研究
(中文版)第28辑

成均馆大学 儒教
文化研究所

30 田炳郁 朱子关于<孟子·告子>篇的性善论
的解释

儒教文化研究
第70辑 韩国儒教学会

31 田炳郁 朱子人心道心说的终极关心 儒学硏究
第40辑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32 郑相峯 朱子的欲望观与现代意义 儒教文化研究
第67辑 韩国儒教学会

33 郑愚烨 <仁说>：朱子学对于生命的伦理性
谈论

生命研究
第45辑

西江大学 生命文
化研究院

34 郑愚烨 朱子学的“恕”-以道德性自我的出现
与客观性为中心

哲学论集
第50辑

西江大学 哲学研
究所

35 郑智娟 关于<论语>中“信”的研究-以朱熹
和陈淳的观点为中心 汉文学报 第36辑 우리汉文学会

36 郑焕熙
本性与感情的同异问题-以孟子的

“乃若其情”与后学的理解方式为中
心

人文论丛
第74卷第2号

首尔大学 人文学
研究院

37 池贤珠
通过<朱子家礼>的方位观看丧礼的
秩序样象与其宇宙论背景-以<朱子
语类>、<理气>(下篇)为中心

东洋哲学研究
第91辑 东洋哲学研究会

38 崔福姬 佛教对朱子学之心概念的批判与受
容研究 泛韩哲学 第85辑 泛韩哲学会

39 崔英辰 对朱子人心道心概念与分歧的分析
性探究 哲学 第130辑 韩国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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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40 洪性敏 通过义外说批判看朱子道德认识论
的特征

儒教文化研究
第69辑 韩国儒教学会

41 洪性敏 絜矩之道与公正主体的条件-以朱
子和茶山为中心 儒学硏究 第41辑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42 黄甲渊 朱子与艮斋明德说与历史文化认识
的差异

乾止人文学
第20辑

全北大学 人文学
研究所

43 黄甲渊 关于朱子道德论中“敬”的地位、意
义及来源的研究 儒学硏究 第40辑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44 车镇万 关于朱子静坐工夫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一般
大学院

关于朱熹的论文共44篇、其中一般论文43篇、博士学问论文1篇。
甚而言之、关于朱熹的论文占了韩国学术界所发表的中国性理学论文
的大部分、与其他学者相比、具有压倒之势。论文研究主题多样、包
括了经学、理气论、心性论、认识论、比较、其它等领域。其中、涉
及最多的主题是伦理修养论部分。就比较的论文而言、包括了多篇与
朝鲜儒学者的比较、与佛教的比较。另外、还有关于朱熹的“仁”或者

《春秋》解释的论文以及关于哲学治疗等是既存研究中很少涉及的崭
新主题的论文。

8) 陆九渊(象山、1139~1192)(一般论文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Chang 
Wontae

朱熹的告子和陆九渊的告子—以对“不
动心”的诠释为中心

儒教文化研究
(中文版)第27辑

成均馆大学
儒教文化研究所

关于陆九渊的论文是Chang Wontae的《朱熹的告子和陆九渊的
告子―以对“不动心”的诠释为中心》、将陆九渊与朱熹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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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傅良(止斋、1137~1203)(一般论文1篇)

번호 저자 논문 제목 학술지 발행기관

1 宋在伦 治理与自律—陈傅良的政治理论 儒教文化研究
(中文版)第27辑

成均馆大学
儒教文化研究所

关于陈傅良的论文、2015年1篇也没有、但2016年出现了1篇研究
其政治思想的论文。

10) 杨简(慈溪、1141~1226)(一般论文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李东旭 杨简<五诰解>研究 儒学硏究 第41辑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2016年虽没有出现关于陈傅良的论文、但2017年出现了李东旭的1
篇论文。

11) 真德秀(西山、1178~1235)(一般论文1篇、博士学位论文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尹相洙 真德秀的“心学”-以心学概念的诞生过程为
中心”

东洋哲学
第48辑 韩国东洋哲学会

2 韩承一 对伦理性认识论的试论-以真德秀的<政经>
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一般大学院

2016年关于真德秀的论文1篇也没有、但2017年出现了尹相洙的一
般论文《真德秀的心学》和韩承一的关于真德秀认识论的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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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澄(草庐、1249~1333)(一般论文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林在圭 吴澄的<周易>解释方法论 温知论丛 第51辑 温知学会

2017年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元代性理学家吴澄的论文。本论文在说
明吴澄的12种《周易》解释方法论的同时、对其特征进行了讨论。

13) 其它(一般论文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汉信 南宋性理学者的宗教改革：南宋性理学者
的民间信仰改革与儒教的宗教个功能强化

历史与 境界
第105辑 釜山庆南史学会

在“其它”一类中、只有金汉信的1篇一般论文、此论文并非是关于
人物的、而是关于南宋时代性理学家的宗教改革的。

3. 按主题分类

按主题分类中主要区分为1)经学(易学、礼学)、2)理气论、3)心性论、
4)伦理、修养论、 5)认识论、6)比较、7)其它等类别、总共有论文66
篇。就各类别的论文篇数而言、经学(易学、礼学)10篇、理气论3篇、
心性论8篇、伦理·修养论22篇、认识论2篇、比较10篇、其它11篇。
很多论文各有独特之处、且主题多样、很难寻找出他们的共同分母并
规定它们的范围。另外、还出现了以既存研究中没有的新的问题意识
进行研究的深入的、主题各样的论文、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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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学(易学, 春秋, 四书)(10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Kim, Dong-min
金东敏

对于朱子<春秋>注释书的批判与
辩论 阳明学 第46辑 韩国阳明学会

2 Kim, Dong-min
金东敏 朱子的<春秋>解释与特征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第68辑 韩国儒教学会

3 Kim, Jung-kak
金正觉 关于朱熹易学中道统的研究 泛韩哲学 第85辑 泛韩哲学会

4 Min Byoung Hee
闵丙喜

<四书章句集注>的成立与经传权
威的变化

韩国思想史学
第55辑 韩国思想史学会

5 Joep 
Smorenburg

论朱熹<中庸章句>对中性槪念的
解释

儒教文化研究
(中文版)第28辑

成均馆大学 儒
教文化研究所

6 Lee Dong-uk
李东旭 杨简<五诰解>研究 儒学硏究 第41辑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7 Im Jaekyu
林在圭 吴澄的<周易>解释方法论 温知论丛 第51辑 温知学会

8 Jeon Byoung-ok
田炳郁

朱子关于<孟子·告子>篇的性善论
的解释

儒教文化研究
第70辑 韩国儒教学会

9 Jeong Ji-yeon
郑智娟

关于<论语>中“信”的研究-以朱熹
和陈淳的观点为中心 汉文学报 第36辑 우리汉文学会

10 Joo Kwang Ho
朱光镐 邵雍的先天易学与空间 哲学研究 第55辑 哲学研究会

关于经学的论文共10篇、其中关于《春秋》的论文2篇、关于易学
的论文3篇、关于《四书》的论文4篇。其中、关于《春秋》的2篇论
文、即金东敏的《对于朱子<春秋>注释书的批判与辩论》和《朱子的
<春秋>解释与特征》、皆是关于朱熹之《春秋》解释的。关于易学的
论文讨论了邵雍、朱熹、吴澄等人的易学。其中、研究邵雍易学的论
文是朱光镐的《邵雍的先天易学与空间》、研究朱熹易学的论文是金
正觉的《关于朱熹易学中道统的研究》、研究吴澄易学的是林在圭的

《吴澄的<周易>解释方法论》。另外、关于《书经》的论文有李东旭
的《杨简<五诰解>研究》、关于《四书》的论文有闵丙喜的《<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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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句集注>的成立与经传权威的变化》、Joep Smorenburg的《论朱
熹<中庸章句>对中性槪念的解释》、郑智娟的《关于<论语>中“信”的
研究-以朱熹和陈淳的观点为中心》和田炳郁的《朱子关于<孟子·告子
>篇的性善论的解释》。

2) 理气论(3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So Hyun-sun
苏铉盛

朱子的<太极解义>一考-以世界
观为中心 儒学硏究 第39辑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2 Son Heung-chul 
孙兴彻

周敦颐的“太极”与理气概念的
关系分析 退溪学论丛 第29辑 退溪学釜山研究

所

3 Lin, Le-chang
林乐昌

朱熹“理一分殊”的<西铭>诠释
模式再考察 哲学硏究 第141辑 大韩哲学会

关于理气论的论文共3篇、皆为一般论文。即苏铉盛的《朱子的<
太极解义>一考-以世界观为中心》、孙兴彻的《周敦颐的“太极”与理
气概念的关系分析》和林乐昌的《朱熹 “理一分殊” 的 <西铭>诠释模
式再考察》。

3) 心性论(8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Kim Kwang-soo 

金光洙
Kim Won-myoung

以朱熹的心性论为中心看复卦的
解释问题

韩国哲学论集
第52辑

韩国哲学是研
究会

2 Kim Woo-hyung
金佑莹

朱熹哲学中之心的本体与自我不
朽—关于鬼神魂魄理论

儒教文化研究
(中文版)第28辑

成均馆大学 儒
教文化研究所

3 Ahn Jaeho 胡宏的形体心用说浅析 东西哲学研究
第83号

韩国东西哲学
会

4 Yeon Jae-heum
延在钦

胡宏心论研究：以性和心的关系
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
第55辑

韩国哲学是研
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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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5 Youn, Sang-Soo
尹相洙

真德秀的“心学”-以心学概念的诞
生过程为中心”

东洋哲学
第48辑

韩国东洋哲学
会

6 Jeon Byoung-ok 
田炳郁 朱子人心道心说的终极关心 儒学硏究

第40辑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7 Jeong Hwanhui
郑焕熙

本性与感情的同异问题-以孟子
的“乃若其情”与后学的理解方式
为中心

人文论丛
第74卷第2号

首尔大学 人文
学研究院

8 Young-Jin Choi
崔英辰

对朱子人心道心概念与分歧的分
析性探究 哲学 第130辑 韩国哲学会

关于心性论的论文共8篇、皆为一般论文。其中、关于朱熹的论文
4篇、关于胡宏的论文2篇、关于真德秀的论文1篇、其它论文1篇。尤
其是尹相洙的《真德秀的“心学”-以心学概念的诞生过程为中心”》一
文、讨论了性理学中“心学”概念出现的过程中、就此而言、具有重大
的意义。

4) 伦理、修养论(22篇、一般论文21篇、博士学位论文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Kang Jin-seok
姜真硕

关于朱子忠恕论的多层解释的研
究

人文学研究
第53辑

朝鲜大学 人文学
研究所

2 Kwon Sang-woo
权相佑

朱子道德哲学中的规范与状况：
以经权论为中心

社会思想与文化
20卷3号

东洋社会思想学
会

3 Kim, Kee-hyeon
金基铉

<小学>著述与“未发涵养”工夫的
相关关系

道德伦理教育
第57号

韩国道德伦理与
教育学会

4 Kim Hye-su
金慧洙

朱子哲学中忠恕概念分析与伦理
学含义考察

中国学报
第80辑 韩国中国学会

5 Park Sungkyu
朴星奎 朱子的经权论 哲学探究

第48辑
中央大学 中央哲
学研究所

6 Park Sungkyu
朴星奎 朱子的天理流行概念与“仁”解释 哲学论丛

第89辑 새한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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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7
Bang, Gyeong-

hun
房敬勋

朱熹的“中”概念研究 圆佛教思想与宗
教文化 第71辑

圆光大学 圆光教
思想研究院

8

Bang, Gyeong-
hun

房敬勋
Gim, Chi-hyeong

金治衡

朱熹哲学中的实践德目-“敬”概念
研究 泛韩哲学 第86辑 泛韩哲学会

9 Ahn Jae-ho
安载晧

胡宏的尽心成性说管窥-尽心的
体系：以致知和主敬为中心 中国学报 第80辑 韩国中国学会

10 Ahn Jae-ho
安载晧 哲学治疗与朱熹的修养论 哲学探究 第47辑 中央大学 中央哲

学研究所

11 Lee, gi won
李基原 通过<小学>的体的形成 韩国东洋政治史

研究 第16卷1号
韩国东洋政治史
学会

12 Lee Nan Sook
李兰淑

周敦颐哲学的天人合德解释与时
中思想

退溪学论丛
第29辑

退溪学釜山研究
所

13 Lee Sang Don
李相敦

朱子修养论的理想境界与各得其
所

栗谷学研究
第34辑 (社)栗谷研究院

14 Lee Yun-jeong
李妍静 张栻的修养工夫论 韩国哲学论集

第53辑
韩国哲学是研究
会

15 Lee Yun-jeong
李妍静 关于张栻“仁”的小考 韩国哲学论集

第55辑
韩国哲学是研究
会

16 Lee Yun-jeong
李妍静

通过朱子“格物致知”的人性教育
要素和原理的考察

韩国哲学论集
第52辑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17
Jeong, 

Sangbong
郑相峯

朱子的欲望观与现代意义 儒教文化研究
第67辑 韩国儒教学会

18 Jung Woo-yeop
郑愚烨

朱子学的“恕”-以道德性自我的出
现与客观性为中心 哲学论集 第50辑 西江大学 哲学研

究所

19 Jung Woo-yeop
郑愚烨

<仁说>：朱子学对于生命的伦理
性谈论 生命研究 第45辑 西江大学 生命文

化研究院

20 Chae Hee Doh 
蔡熙涛 气质变化论研究-以胡宏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

第35辑 (社)栗谷研究院

21 Hwang Gabyeon
黄甲渊

关于朱子道德论中“敬”的地位、
意义及来源的研究

儒学硏究
第40辑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22 Cha Jinman
车镇万 关于朱子静坐工夫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一般

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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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伦理、修养的论文共22篇、其中一般论文21篇、博士学位论
文1篇、在按主题分类中占了最大的部分。关于朱熹之伦理、修养的
论文最多、共15篇、其中14篇为一般论文、1篇为博士学位论文。此
外、与《小学》、胡宏、张栻的伦理、修养相关的论文各有2篇；关
于周敦颐的伦理、修养的论文有1篇。在这些论文中、安载晧的《哲
学治疗与朱熹的修养论》和郑相峯的《朱子的欲望观与现代意义》从
现代观点考察了与朱熹之伦理、修养相关的内容、就此而言、具有其
意义所在。

5) 认识论(2篇、一般论文1篇、博士学位论文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Hong sung min
洪晟敏

通过义外说批判看朱子道德认识论
的特征

儒教文化研究
第69辑 韩国儒教学会

2 Han Seungil
韩承一

对伦理性认识论的试论-以真德秀的
<政经>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成 均 馆 大 学  一

般大学院

关于认识的论文共2篇、有1篇一般论文和1篇博士学问论文。其中、
一般论文是洪晟敏的《通过义外说批判看朱子道德认识论的特征》、
博士学位论文是韩承一的《对伦理性认识论的试论-以真德秀的<政经
>为中心》。

6) 比较(10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姜春华 朱熹“验证说”萌芽与洪大容“验
证说”比较研究 中国学 第61辑 大韩中国学会

2 Kim Youngho
金暎镐 张载与程颐的心性论比较考察 乾止人文学

第20辑
全北大学 人文学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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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3

Noh Myung-su
盧明洙

Chung So-yi
郑素伊

茶山与朱熹的“气质”概念与意义 儒学硏究 第38辑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4 Park Chan-Young
朴灿英

宗密与朱熹思维构造的类似性-
以心性论为中心

哲学硏究
第104辑 大韩哲学会

5 Seo, Geun-sik
徐根植

<周易>“元亨利真”解释的比较研
究

精神文化研究
第40卷第1号

韩国学中央研究
院

6 Lee Sang-ik
李相益

朱子心统性情论的两面性与退、
栗谷的性理学 岭南学 第62号 庆北大学 岭南文

化研究院

7 Chang Wontae 朱熹的告子和陆九渊的告子—
以对“不动心”的诠释为中心

儒教文化研究
(中文版)第28辑

成均馆大学 儒教
文化研究所

8 Heo Gwang-Ho
许光虎

周敦颐与权近的天人合一思想
比较—以<儒学图说>为中心

东洋古典硏究
第66辑 东洋古典学会

9 Hong sung min
洪晟敏

絜矩之道与公正主体的条件-以
朱子和茶山为中心 儒学硏究 第41辑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10 Hwang Gabyeon
黄甲渊

朱子与艮斋明德说与历史文化
认识的差异

乾止人文学
第20辑

全北大学 人文学
研究所

比较类共有10篇、皆为一般论文。10篇论文中、比较宋代性理学
者和朝鲜性理学者的论文占了6篇、具体为姜春华的《朱熹“验证说”
萌芽与洪大容“验证说”比较研究》、盧明洙与郑素伊的《茶山与朱熹
的“气质”概念与意义》、李相益的《朱子心统性情论的两面性与退、
栗谷的性理学》、许光虎的《周敦颐与权近的天人合一思想比较—以
<儒学图说>为中心》、洪晟敏的《絜矩之道与公正主体的条件-以朱
子和茶山为中心》、黄甲渊的《朱子与艮斋明德说与历史文化认识的
差异》。另外、比较论文还有金暎镐的《张载与程颐的心性论比较考
察》、朴灿英的《宗密与朱熹思维构造的类似性-以心性论为中心》、
徐根植的《<周易>“元亨利真”解释的比较研究》和Chang Wontae的

《朱熹的告子和陆九渊的告子 ―以对“不动心”的诠释为中心》等。



第2章 中国性理学研究   51

7) 其它(1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Kim Tae-wan
金泰完

对通过张载的<西铭>看儒教灵性
哲学之可能的试论

退溪学论丛
第30辑

退溪学釜山研究
所

2 Kim Hak Ze
金学材 解密“太极图” 的一个方法 儒教文化研究

(中文版)第28辑
成均馆大学 儒
教文化研究所

3 Kim, Han-
Shin金汉信

南宋性理学者的宗教改革：南宋
性理学者的民间信仰改革与儒教
的宗教个功能强化

历史与境界
第105辑 釜山庆南史学会

4 Kim, Hyun-kyung
金昡炅 先秦诸子与朱熹异端批判 泛韩哲学 第86辑 泛韩哲学会

5 Park seungwon
朴胜源

依据传承样象对二程哲学差别性
的研究

退溪学论集
第20号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6 Song Jaeyoon
宋在伦 治理与自律—陈傅良的政治理论 儒教文化研究

(中文版)第27辑
成均馆大学 儒
教文化研究所

7 Yeon Jae-heum
延在钦 <知言疑义>研究(1)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第70辑 韩国儒教学会

8 Jung, Jong-mo
郑宗模 二程哲学中命与义的分离与合一 阳明学 第48号 韩国阳明学会

9 Joo Kwang Ho
朱光镐 从象征形式看邵雍的“元会运世” 哲学研究 第55辑 哲学研究会

10 Ji Hyunjoo
池贤珠

通过<朱子家礼>的方位观看丧礼
的秩序样象与其宇宙论背景-以<
朱子语类>、<理气>(下篇)为中心

东洋哲学研究
第91辑 东洋哲学研究会

11 Choi, Bok-hee
崔福姬

佛教对朱子学之心概念的批判与
受容研究 泛韩哲学 第85辑 泛韩哲学会

其它类的论文共11篇、具体为金泰完的《对通过张载的<西铭>看
儒教灵性哲学之可能的试论》、金学材的《解密“太极图” 的一个方
法》、金汉信的《南宋性理学者的宗教改革：南宋性理学者的民间信
仰改革与儒教的宗教个功能强化》、金昡炅的《先秦诸子与朱熹异端
批判》、朴胜源的《依据传承样象对二程哲学差别性的研究》、宋
在伦的《治理与自律―陈傅良的政治理论》、延在钦的《<知言疑义
>研究(1)》、郑宗模的《二程哲学中命与义的分离与合一》、朱光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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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象征形式看邵雍的“元会运世”》、池贤珠的《通过<朱子家礼
>的方位观看丧礼的秩序样象与其宇宙论背景-以<朱子语类>、<理气
>(下篇)为中心》、崔福姬的《佛教对朱子学之心概念的批判与受容研
究》。

4. 主要论文分析与批评

1) 主要论文

(1) 崔英辰的《对朱子人心道心概念与分歧的分析性探究》

本论文分析了朱熹人心道心的概念与分歧。尤其是著者从“理论体系
的整合性”观点出发、强调“人心与道心之分歧”的重要性。另外、朱
子对于“一心分歧为人心和道心”这一同一的事实、提出了“知觉根源不
同”和“知觉对象不同”的不同主张。因此、著者提出了“1、这两种相异
主张能否两立？2、如果能够两立、两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关系？3、如
果不能两立、那么朱子的人心道心说是否犯了错误？”这样的疑问。并
且著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对人心和道心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定义、
然后以人心和道心的分歧为中心、批判性地探讨了何为朱子人心道心
说的问题、并主张必须探索能够确保其逻辑整合性的方案。

首先、对于人心和道心的概念、著者阐述了朱子人心道心说前期
和后期两个时期的差异。其次、分为先后期对人心和道心分歧的原因、
即是知觉的根源还是知觉的对象进行了考察。著者主张、在前期、朱
子从“存”和“亡”的现象层面、讨论了人心道心分歧的主要原因；而在
后期、主张人心的根源是由形气构成的个人的“身体”、道心的根源是
人类先验的、本有的道德法则。即、著者提出 “朱子将‘一心’分为了人
心和道心的两个主要原因、即‘知觉的根源’和‘知觉的对象’。这与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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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从‘存、亡’这样的心理现象层面对人心和道心之分歧进行的规定
具有本质上的差异。”

另外、著者还认为、目前学者对“所以为知觉者”的解释存在着误
译、主张应翻译为“产生知觉的根据或理由”。著者为了证明他的这种
主张、将《中庸章句序》与《大禹谟》的注释进行了比较。著者还指
出需要关注的是《大禹谟》中删除了《中庸章句序》中的“所以为知
觉者不同”、并指出“朱子人心道心论的最晚年定论出现于《大禹谟》
的注释中。另外、著者还主张、这一注释通过明确地指出“由于人心
和道心的根源不同、所以便成了两个不同的心”、提出了《书经》中
为何提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根据。”

最后、著者通过以上所述的根据、将《中庸章句序》中关于人心
和道心分歧的主张重新进行了构建、即“心之知觉虽一而已矣、但却
分歧为人心和道心两者。人心生于形气之私、知觉欲求、所以虽不是
不善、但却危殆不安；道心原于性命、知觉义理、所以为善、但却微
妙难见。”

本论文明了地整理了朱子的“人心道心说”、具有其意义所在。尤
其是对“所以为知觉者”的“所以”和“为”的解释可以说是十分新颖准确
的。

(2) 郑相峯的《朱子的欲望观与现代意义》

本文是郑相峯为了阐明对朱子的欲望的理解与现代意义而作。本文共
由5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言、提出了现代社会中道德意识和论议规范
之根基动摇的问题。第二章以“对朱子以前欲望节制论的继承”为主题、
将孔子的“克己复礼”视为“不受个人利益牵制、追求公共道理”、通过
孟子的“性善说”、“四端”以及作为修养方法的“尊心”、“养性”、“寡
欲”等、周敦颐的“无欲”、二程的去除私欲等说明了朱子以前的欲望
节制论。第三章中、将朱子的欲望观大致分为“天理和人欲”、“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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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心”等两部分进行了叙述。在“天理和人欲”中、对于天理、他说
道：“天理同时包括关于存在的物理和关于当为的伦理”、还说道：

“当限定于人的伦理性当为层面看时、‘当然’包含着‘自然’和‘当为’之
义。”对于人欲、著者说明道：“人欲被设定为与天理相对的概念。对
此、朱子虽说道去除或者克服人欲、但其实际意义并非是对人欲本身
的否定、而是主张应该消除人欲中的私欲部分。”另外、对于朱子的
私欲、他解释为“过度追求个人利益而抛弃公共道义”、这可谓是对朱
子所主张的天理和人欲的准确解释。在“人心和道心”部分中、对于“人
心”、著者叙述道：“人作为具有身体的个体性存在、随着感官知觉的
感应会产生心理欲求、生物学欲望、喜怒哀乐的感情、对于权钱的个
人利己主义”；对于“道心”、著者主张是“符合节道的生理性欲求和生
物学欲望、四端、父母保护子女以及子母孝敬父母之心、遵循公共道
义和礼法之心”、这是对朱子人心道心的准确解释。在第四章“朱熹欲
望观的现代意义”中、著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就现代人
而言、······朱子认为产生欲望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若过于利己便应
该加以制止的主张对于我们解决‘何为人类真正的生活？’、‘如何做才
能将自己的生活引领向真正的生活？’等问题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五章“结语”中、著者主张、虽然我们不能皆做到“存天理去人欲”、
但当出现基于生理欲求和生物学本能的欲望和社会欲望时、切实应该
寻找自己能够容忍的标准以及自己所尊重的人能够容忍的基准、并努
力将其付诸实践。这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因此、在个人层面或者
社会层面、朱子这种试图将判断是和非、公和私、中和不中的基准归
结为天理和人欲、并试图由此提出鲜明主张的观点能够为在欲望面前
动摇或者变脆弱的我们鸣响警钟。

本论文阐述了反映在朱子欲望观中的天理和人欲、人心和道心概

念如何能够反映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提供相应帮助。在此、朱熹的

天理和人欲、人心和道心概念的叙述可谓十分准确。并且本文逻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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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了、是重新确立现代社会之伦理道德教育体系值得参考的论文。

2) 论文批评

(1) 延在钦的《胡宏心论研究：以性和心的关系为中心》

本论文分析了胡宏哲学中的心、性概念、以性体心用、未发、已发、
尽心、尽性等为中心、考察了性与心的关系。

本论文由序论、性和心、未发和已发、尽心和尽性、结论五部分
构成。在序论中、关于本论文的意义、著者说道：“到目前为止、国
内外的诸多学者都关注于胡宏的独特性概念、将其哲学概括为性学、
性本论等。因此、以性概念为中心的理解是胡宏哲学明显不同于其他
哲学家的突出优点。但根据胡宏坚持的性体心用体系、并未能理解作
为本体的性、另外、还需要对相当于性之作用的“心”进行详细的分析
和理解。”即、著者认为、相比于胡宏所主张的关于性的内容、详细
分析关于心的内容更为重要、所以可见本论文试图理解胡宏所主张的
关于心的内容。但著者在下一句话中又说道：“在本文中、基于以上
理解、分析性和心概念、并以性体心用、未发、已发、尽心、尽性等
为中心、考察胡宏哲学中性和心的关系等。”但论文题目为“胡宏的心
论研究”、副标题为“以性和心的关系为中心”。另外、就论文的目录
和内容看、仅叙述了“性和心的关系”、并未谈及胡宏对于心的具体观
点。就此而言、将论文题目换为“胡宏性和心关系的研究”似与论文内
容更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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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和展望

以上就2017年一年间韩国所发表的关于宋代儒学的论文按照主题、人
物进行了分类、并就几篇主要论文进行了整理和批评。与2016年一样、
2017年也是仅以博士学问论文和一般期刊(KCI登载集、KCI登载候补
集)为对象。

第一、按照人物分类中、调查整理了介绍性理学家周敦颐、邵雍、
张载、二程兄(程颢、程颐)和南宋的胡宏、张栻、朱熹、陆九渊、陈
傅良、杨简、真德秀以及元代吴澄等12名儒学家及南宋性理学者的
宗教改革的论文。按人物分类中、共66篇论文、其中一般论文64篇、
博士学位论文2篇。其中、关于周敦颐的论文有4篇、关于邵雍的有2
篇、关于张载的有2篇、关于二程兄弟的有2篇。关于胡宏的论文有4
篇、关于张栻的有2篇。关于朱熹的最多、共44篇、其中一般论文43
篇、博士论文1篇。关于真德秀的论文共2篇、1篇一般论文、1篇博士
论文。另外、还有关于陈傅良、杨简、吴澄等的论文各1篇、关于南
宋时代性理学者之宗教观的论文1篇。可见、关于朱熹的论文共44篇、
比其它人物的论文数量更多。

与2016年相比、2017年出现了2016年未出现的关于周敦颐、邵雍、
张载、南宋学者陈傅良、杨简、真德秀以及吴澄的论文。2016年共有
论文39篇(一般论文35篇、博士学位论文4篇)、如按照人物分类、关于
程颢的论文1篇、关于程颐的2篇、关于郭忠孝的1篇、关于朱熹的论
文最多、共32篇(一般论文28篇、博士学位论文4篇)、另外、关于陆
九渊的论文2篇、关于蔡元定的论文1篇、关于宋代浙江学派的论文1
篇。

第二、按主题分类中主要分为了1)经学、2)理气论、3)心性论、4)
伦理·修养论、 5)认识论、6)比较、7)其它等类别。2017年关于中国
宋代儒学的论文共66篇、就各类别的论文篇数而言、经学10篇、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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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3篇、心性论8篇、伦理·修养论22篇、认识论2篇、比较10篇、其它
11篇。而在201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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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按主题分类看、2017年和2016年一
样、关于伦理、修养论的论文最多。

第三、对2篇主要论文进行了介绍并对1篇论文提出了批评。其中、
介绍的论文是崔英辰的《对朱子人心道心概念与分歧的分析性探究》
和郑相峯的《朱子的欲望观与现代意义》、批评的论文是延在钦的

《胡宏心论研究：以性和心的关系为中心》。
最后、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在按人物分类中、关于朱熹的论文共

44篇、占了所有论文的大部分；而在按主题分类中、关于伦理·修养
论的论文最多、共22篇。这是韩国学术界的独特现象。期待日后不断
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基于深入的学问研究撰写出更多关于中国宋代儒
学的论文。并且期待能够挖掘出还未进行相关研究的宋代儒学者、发
表更多能够应对现代社会之问题的主题多样的研究。关于宋代儒学概
念的现代性解释意义重大、是日后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