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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论

此报告综合分析了2017年韩国发表的韩国性理学相关研究成果。1 分
析范围包括2017年一年期间韩国研究财团登载集收录发表的韩国性理
学相关学术论文(129篇)、博士论文(6篇)及单行本学术著作(14篇)、共
计149篇。为全面把握研究现状方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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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相同论
文中重复出现的人物或者主题、重复置于相关的目录之下。

2. 按人物分类

在按人物分类中、关于退溪李滉(1501~1570)的论文最多、共41篇(去
年共43篇)、关于栗谷李饵(1536~1584)的论文位居其次、共20篇(去年
共22篇)。关于退溪和栗谷的论文总共61篇、与去年(共65篇)基本相同、
就比率而言、大约占所有检索论文的一半(约45%)、呈压倒之势。退
溪和栗谷在全部论文中占很高比率、并且关于退溪的论文篇数远远超
过栗谷、大约多达2倍、这种倾向在自2014年以来的动向分析中始终一
贯。

另外、关于高峯齐大升的论文8篇、寒洲李震相6篇、茶山丁若镛6
篇、南塘韩元震5篇、艮斋田愚4篇、也较多。关于他们的论文虽然自
2015年以来3一直较多、但就李震相而言、与去年(2篇)相比、数量有

1　本报告书由代表作者裵帝晟与柳汉诚、吴真率、李元准、李昌奎、Bu Ji-hun等5人
共同调查材料、讨论、协议而完成
2　就单行本学术著作的情况、通过按主题分类的一个条目单独进行了探讨、不再将其
置于其它的按人物、主题分类的目录与统计之中。
3　参照2014年以来韩国儒教报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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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增加。关于巍岩李柬(3篇)的论文数量与去年相同。相反、关于愚潭
郑时翰的研究、2016年共发表了6篇、数量相当多、但今年仅发表了1
篇。另外、2016年关于正祖的论文多达5篇、与此相比、2017年却完
全没有出现。虽然就历史层面而言、关注正祖的论文一直很多、但皆
不同于前年、很少有以性理学或者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的成果。关于
农岩金昌协的研究共1篇、与前年2016年(3篇)相比也有所减少。

1) 退溪李滉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片岡龍
Kataoka Ryu

从公示观点看李退溪的“理发”、
“理动”、“理到”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2 姜卿显
Kang, Kyung Hyun

朝鲜儒学对<天命>的关注及退溪
解释的哲学史意义

退溪学论集
20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3 姜卿显
Kang, Kyung Hyun

退溪李滉关于理之分析的分支-
以“理动”、“理发”、“理到”的理
解为中心

泰东古传研究
39

翰 林 大 学 泰 东
古传研究所

4 姜保承
Kang, Bo Seung 

通过退溪与阳明修养论的比较考
察朝鲜阳明学未扩散的原因

儒 教 思 想 文 化
研究 68 韩国儒教学会

5 高承焕
Ko, Seung Hwan

关于退溪<心无体用辩>的分析-
以形和象概念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6 古贺崇雅
Koga Takamasa 

退溪学が传えるもの(WhattheSc
holarshipofLiTuiXiTellsUs)

退溪学论丛
30

退溪学釜山研
究院

7 金起贤
Kim, Ki Hyun 从朱子学的观点看退溪的未发论 大同哲学会

78 大同哲学会

8 金洛眞
Kim, Nak Jin

退溪李滉观点中的共同体原理与
实现方法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9 Kim, Min Jae
从退溪的敬观点看2015道德与教
育过程的“道德”：以<圣学十图>
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
20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10 Kim, Bong Jin 三元思考与退溪的四端七情论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11 金诚实Kim, 
Sung Sil

关于退溪人性论之基础“理发”的
考察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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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2 金世贞Kim, 
Sea Jeong

退溪李滉之哲学思想的生态论特
性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13  Kim, Jong Sung等
性理学与脑科学理论关于行动调
节的现象学相同性与医学含义-以
退溪心学为中心

儒学研究 39 忠 南 大 学 儒 学
研究所

14 Kim, Tae O 作为退溪诗教之悠久未来的教育
价值 教育哲学 64 韩 国 教 育 哲 学

会

15 金炯瓒
Kim, Hyoung Chan

道德感情与道德本性的关系：对
于退溪之问题意识的探讨

民族文化研究 
74

高丽大学民族文
化研究所

16 金会淑
Kim, Hoi Sook

内在于<圣学十图>中的人性教育
研究

伦理教育研究
43

韩 国 伦 理 教 育
学会

17 邓庆平
Deng Qingping 退溪对黄干思想的理解与受容 退溪学报 141 退溪学研究院

18 林月惠
Lin, Yueh Hui 

台湾李退溪研究的特点以及关于
“理动─理发─理到”的理解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19 文锡胤
Moon, Suk Yoon

从<退溪先生文集>到<定本退溪
全书>

韩国思想史学
55 

韩 国 思 想 史 学
会

20 朴光洙
Park, Kwang Soo

退溪李滉的敬思想与和平实践课
题

圆 佛 教 思 想 与
宗教文化 73

圆光大学圆佛
教思想研究院

21 徐根植
Seo, Geun Sik 

退溪李滉的<天命图说>与四端七
情论争的开始

韩国哲学论集
55

韩 国 哲 学 史 研
究会

22 成海俊
Sung, Hae Jun

退溪的倭寇对策与和亲宥和的对
日观 退溪学论丛 30 退溪学釜山研

究所

23 孙五圭
Sohn, O Gyu 退溪诗的空间认识与山水观 退溪学论丛 30 退溪学釜山研

究所

24 申泰秀
Shin Tae Soo

退溪<陶山杂咏>中的兴趣生活与
生态论理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25 严灿镐
Eom, Chan Ho

退溪的敬思想与<活人心方>中的
心灵治愈 人文科学研究 江 源 大 学 人 文

科学研究所

26 王国良
Wang Kuoliang 

李退溪的道德伦理观念与现当代
精神文明

退溪学论丛
30

退溪学釜山研
究所

27 尹千根
Youn, Chun Guen

退溪李滉的“感性哲学”-以清凉山
的场所性为中心 退溪学报 141 退溪学研究院

28 李相益
Lee, Sang Ik

朱子心统性情的两面性与退、栗
的性理学 岭南学 62 岭南大学岭南

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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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29 Lee, Won Jean
克尔凯郭尔与退溪观点中的心病
及克服-以“瞬间(Øieblik)”与“敬”
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 20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30 李贞和
Lee, Jeong Hwa 退溪诗中的学朱子精神研究 退溪学论丛 29 退溪学釜山研

究所

31 李贞和
Lee, Jeong Hwa 通过退溪诗看“学问”的意义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32 李致亿
Lee, Chi Eok

作为大同社会之哲学基础的退溪
主理哲学 儒学研究 38 忠 南 大 学 儒 学

研究所

33 张胜求
Jang, Seung Koo 退溪心学与精神主义哲学 哲学研究 142 大韩哲学会

34 全世营
Jeon, Sae Young 退溪对疾病的考察 退溪学论丛 30 退溪学釜山研

究院

35 丁垣在
Jeong, Weon Jae 论四端七情第三书的再构成 退溪学报 142 退溪学研究院

36 赵南旭
Cho, Nam Uk 李退溪的人生哲学与现代受容 退溪学论丛 30 退溪学釜山研

究院

37 秋制协
Choo, Je Hyeop

李滉与金麟厚<天命图>的改正与
人类学定立 岭南学 60 岭南大学岭南

文化研究院

38 秋制协
Choo, Je Hyeop

李滉关于张载<西铭>的读法、求
仁之学-以伦理实践问题为中心 儒学研究 40 忠 南 大 学 儒 学

研究所

39 黄相姬
Hwang, Sang Hee 关于退溪思想的宗教性 退溪学报 141 退溪学研究院

40 黄相姬
Hwang, Sang Hee 关于退溪的上帝与理到说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

究院

41 郭信焕
Gwak, Sin Hwan 田愚对李滉性理说的批判性解释 儒学研究 39 忠 南 大 学 儒 学

研究所

关于李滉的研究共41篇、在数量上具有压倒之势。由于研究的数
量多、所以研究主题也就具有多样性。除了四端七情论及其哲学问题
意识以外、还广泛涉及修养论、现代的教育作用、多种方式的哲学解
释、艺术性和宗教性研究、比较哲学研究等。另外、2016年未发现关
于经世论的研究、但2017年出现了2篇(金洛真、成海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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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栗谷李饵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李相益
Lee, Sang Ik

朱子心统性情的两面性与退、
栗的性理学 岭南学62 岭南大学岭南文

化研究院

2 李相益
Lee, Sang Ik 对栗谷的人心道心说的再探讨 韩国思想与文化 

90
韩国思想文化学
会

3 金洛眞
Kim, Nak Jin

愚潭丁时翰的<四七辨证>与心
法-退溪学与栗谷学的心法比较 退溪学报 141 退溪学研究院

4 金璟镐
Kim, Kyung Ho 空中楼阁与栗谷李饵 阳明学 46 韩国阳明学会

5 Kim, Won Hee 栗谷的社会国家论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6 金允景
Kim, Yun Gyoung

北韩的栗谷研究-从反动观念论
者到先进思想家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7 金仁圭
kim, In Gyu 

李饵学问观的修养论含义-以<
圣学辑要>为中心 溫知论丛 53 溫知学会

8 Kim, Ji Eun 栗谷道德感情论的自觉机制-以
栗谷的“诚意”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9 盧仁淑
Roh, In Sook <击蒙要诀>追求实务的特色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10 Suh, Won Hyuk 对栗谷理通气局之影响的考察-
以湖洛论争为中心 东西哲学研究 85 韩国东西哲学会

11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栗谷的“心是气”与寒洲的“心即
理”的对比考察 东洋哲学 47 韩国东洋哲学会

12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栗谷李饵与南塘韩元震人心道
心说的对比考察 民族文化 49 韩国古典翻译院

13 Yang, Bang Ju 栗谷李饵的意、志思想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东亚大学大学院
哲学系

14 Oh, Cheol Woo 关于栗谷性理学与禅学的小考 韩国思想与文化 
90

韩国思想文化学
会

15 李玲景
Lee, Young Kyung 栗谷的人性教育论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69 韩国儒教学会

16 李致亿
Lee, Chi Eok

通过气质问题看退溪栗谷的修
养论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17 郑然守
Jung, Yeon Soo

关于栗谷思想与人性教育的反
省性考察-以高中伦理与思想教
材与学界的先行研究分析为中
心

儒学研究 41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第5章 韩国性理学研究   105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8 郑然守
Jung, Yeon Soo

从工夫论观点看<圣学辑要>修
己篇的体系-关于人性教育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19 池俊镐
Chi, Chun Ho 栗谷李饵的道德教育论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67 韩国儒教学会

20 崔普京
Choi, Bo Kyung 

罗钦顺与栗谷对于“未发之中”
的理解 용봉人文论丛 51 全南大学 人文学

研究所

与栗谷相关的论文共20篇、虽与退溪具有较大的差距、但却较其
他人物多。以2016年为基准、与关于退溪的研究相同、关于栗谷的研
究也出现了心性、理气、修养论等多种主题、但关于经世论的研究则
更多。(退溪：0%、栗谷：35%)与此相比、2017年的栗谷研究中关
于经世论的论文共2篇、与退溪研究相同。在关于栗谷的所有论文中、
经世论的比重(10%)与前一年相比大幅减少。关于修养论和教育论共7
篇、与前一年数量相同。

3) 高峯齐大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权仁浩
Kwon, In Ho

高峯齐大升的民本政治思想与
现实 东洋哲学 47 韩国东洋哲学会

2 金璟镐
Kim, Kyung Ho 

不稳的共感-存在的思维、那边
那边那边 韩国哲学论集 52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3 金世贞
Kim, Sea Jeong

通过与阳明心学的比较看齐大
升的修养论 儒学研究 38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4 都民宰
Doh, Min Jae 

高峯的礼学思想：以对王室礼
的讨论为中心 东洋哲学 47 韩国东洋哲学会

5 Lee, Gi Won 齐大升的经书理解与人类：追
求本源的人类观与学问 东洋哲学 47 韩国东洋哲学会

6 李东建
Lee, Dong Geon 

通过<近思录>看高峯的道学精
神 退溪学论集 20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7 李贞和
Lee, Jeong Hwa 高峯齐大升的说理诗研究 韩国思想与文化

88
韩国思想文化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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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8 洪性敏
Hong, Seong Min

高峯齐大升四七论中“中节”的
意义 东洋哲学 47 韩国东洋哲学会

关于高峯齐大升的论文共8篇。齐大升作为四七论辩的主体、关
于他的研究可谓一直比较活跃。2016年关于齐大升的论文共6篇、但
2017年所发表的关于齐大升的研究倾向与2016年有所不同。2016年
发表的关于齐大升的6篇论文中、其中4篇是关于四七论辩的。但2017
年关于四七论辩的论文只有1篇(洪性敏《高峯齐大升四七论中“中节”
的意义》)、其它的论文则广泛地涉及其政治思想(权仁浩、《高峯齐
大升的民本政治思想与现实》)、修养论(金世贞、《通过与阳明心学
的比较看齐大升的修养论》)、礼学(都民宰、《高峯的礼学思想：以
对王室礼的讨论为中心》)、经学(Lee, Gi Won、《齐大升的经书理
解与人类：追求本源的人类观与学问》)、诗(李贞和、《高峯齐大升
的说理诗研究》)等领域。这种倾向能否持久增强有待关注。

4) 寒洲李震相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润璄
Kim, Yun Kyeong

19世纪朝鲜性理学界对阳明学
的批判样象-以比较李震相和
田愚的阳明学批判为中心

东洋哲学研究 92 东洋哲学研究会

2 李向俊
Lee, Hyang Joon 

心即理的出现-以<存在的大连
锁>与<拟人化>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 34 (社)栗谷研究院

3 李元准
Lee, Won Jun

通过“理到说”的观点看寒洲李
震相的“理”概念

韩国哲学论集
53 韩国哲学史研究会

4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寒洲李震相与华西李恒老四端
七情论的对比性考察 岭南学 63 岭南大学

岭南文化研究院

5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栗谷的“心是气”与寒洲“心即理”
的对比性考察 东洋哲学 47 韩国东洋哲学会

6 李宗雨
Yi, Jong Woo

丁若镛与李震相的公七情说比
较-关于李瀷的影响

洌上古典研究
56 洌上古典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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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寒洲李震相的研究、2015年报告书中包含了6篇、但2016年数
量更少、只有2篇。2017年再次出现6篇。这些研究大致主要关注于他
的心即理说(李向俊、李元准、安琉镜)或者四端七情说(安琉镜、李宗
雨)等主要理论问题。另外、还对李恒老等朝鲜后期主要学者与李震
相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这与对朝鲜后期心说论辩的关注增加有关、
期待之后相关研究呈不断增加之势。

5) 茶山 丁若镛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Noh, Myung Su 茶山与朱熹的“气质”概念与其意义 儒学研究 38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2 Park, Kwang 
Chul

茶山的心性论研究-以<心性总义>
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研究院

3 吴寿禄
Oh, Su Rok 茶山丁若镛的实践性德论考察 儒 教 思 想 文 化

研究 69 韩国儒教学会

4 李爱兰
Lee, Ae Ran 从行事层面看茶山的权衡 儒 教 思 想 文 化

研究 68 韩国儒教学会

5 李宗雨
Yi, Jong Woo

茶山丁若镛的四端七情说研究批
判与对其的原因分析

洌 上 古 典 研 究 
58 洌上古典研究会

6 李宗雨
Yi, Jong Woo

丁若镛与李震相的公七正说比较-
关于李瀷的影响

洌 上 古 典 研 究 
56 洌上古典研究会

茶山丁若镛虽是重要的实学范畴、但以上目录中包含了几篇关于
其心性论的论文。主要是以性理学的主要概念之一—气质为中心、将
丁若镛与朱熹进行比较的论文(Noh, Myung Su)、以丁若镛心性论为
主题的研究(Park, Kwang Chul)以及关于其四端七情说的论文(李宗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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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塘 韩元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贤优
Kim Hyon Woo

南塘性三层说的逻辑体系与近
代人文精神 儒学研究 40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所

2 金文俊
Kim, Moon Joon

朝鲜后期人物性论的人类学价
值-以韩元震和李柬为中心 东西哲学研究 85 韩国东西哲学会

3 段伦珍
Dan, Yun Jin

南塘韩元震的道论研究-以<经
义记闻录·中庸>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 34 (社)栗谷研究院

4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栗谷李饵与南塘韩元震人心道
心说的对比性考察 民族文化 49 韩国古典翻译院

5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顺庵安鼎福与南塘韩元震四端
七情论的对比性考察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69 韩国儒教学会

关于韩元震的研究、2016年共有8篇、数量较多。以湖洛论辩的未
发、人物性问题为中心的倾向虽始终一贯、但2017年却未出现集中于
未发问题的论文。金贤优(《南塘性三层说的逻辑体系与近代人文精
神》)、金文俊(《朝鲜后期人物性论的人类学价值-以韩元震和李柬为
中心》)、段伦珍(《南塘韩元震的道论研究-以<经义记闻录·中庸>为
中心》)的研究主要涉及了人物性问题。具体而言、与人物性论辩本
身相比、金贤优主要集中于它在近代人类观层面所具有的意义；金文
俊则将焦点聚集在凸显出论辩的实质性意义；段伦珍则以《经义记
闻录》为中心、阐明了南塘的人物性论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与贡献。安
琉镜在他的2篇论文(《栗谷李饵与南塘韩元震人心道心说的对比性
考察》、《顺庵安鼎福与南塘韩元震四端七情论的对比性考察》)中、
通过与其他学者的比较、凸显出了韩元震四端七情、人心道心说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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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艮斋 田愚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郭信焕
Gwak, Sin Hwan

对于田愚与李滉性理说的批判
性解释 儒学研究 39 忠南大学

儒教研究所

2 刘志雄
Yoo, Ji Woong 艮斋田愚性理说的问题意识 退溪学报 142 退溪学研究院

3 刘志雄
Yoo, Ji Woong

艮斋田愚为何说心本性、性师
心弟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67 韩国儒教学会

4 金润璄
Kim, Yun Kyeong

19世纪朝鲜性理学界对阳明学
的批判样象-以比较李震相和田
愚的阳明学批判为中心

东洋哲学研究 92 东洋哲学研究会

关于艮斋田愚的研究、继2016年(6篇)之后、又发表了较多的论文
(4篇)。艮斋是朝鲜后期性理学家中研究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郭信
焕发表了关于田愚对李滉性理学批判的研究、刘志雄发表了关于田愚
心性论的两篇论文。金润璟通过对李震相和田愚进行比较、呈现了朝
鲜性理学界对阳明学的批判。期待通过对田愚和前文提及的李震相的
研究、能够促进朝鲜后期性理学、尤其是心性论辩研究的深化。

8) 其它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Ha, Na 对于巍岩“心性一致”之理论背
景的构造阐明 儒学研究 38 忠南大学 

儒教研究所

2 裵帝晟
Bae, Je Seong

湖洛论争中“明德”成为争论点
的过程研究-以巍岩与李柬的心
和气质的分辨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 54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3 金文俊
Kim, Moon Joon

朝鲜后期人物性论的人类学家
价值-以韩元震和李柬为中心 东西哲学研究 85 韩国东西哲学会

4 李元锡
Lee, Won Suk

李恒老的天主教批判与其存在
论基础 大同哲学 79 大同哲学会

5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寒洲李震相与华西李恒老四端
七情论的对比性考察 岭南学 63 岭南大学 岭南文

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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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6 秋制协
Choo, Je Hyeop

李饵格物说中出现的尹鑴与李
万敷的思想性影响 国学研究 33 韩国国学振兴院

7 洪性敏
Hong, Seong Min

李瀷与愼后聃四七论中“中节”
的意义 《哲学研究》141 大韩哲学会

8 Lee, Young Ho 通过南轩学的受容看寒冈学的
心理解 《大东汉文学》50 大东汉文学会

9 郑炳硕
Jung, Byung Seok 通过<心经发挥>看郑逑的心学 《 民 族 文 文 化 论

丛》66
岭南大学 民族文
化研究所

10 朴鹤来
Park, Hak Rae

旅轩张显光的学校敎育论与气
道德敎育的含义

《东洋古典研究》
68 东洋古典学会

11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旅轩张显光与尤庵宋时烈四端
七情论的比较研究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12 金泰润
Kim Tae Yoon 

通过“虚即气”看花潭的思维构
造研究 栗谷学研究 34 (社)栗谷研究院

13 赵成山
CHO, SUNG SAN 

18世纪老论知识人杨应秀的花
潭学认识

《民族文化硏究》
77

高丽大学 民族文
化研究院

14 方相根
Bang, Sang Keun 

17世纪朝鲜礼秩序的再建与宋
时烈：显宗代礼讼论争的再解
释

《韩国东洋政治思
想研究》16 (1) 

韩国东洋政治思
想史学会

虽然除了以上研究以外、还有关于其他人物的研究、但在此主要
收录了具有两篇以上的论文。关于巍岩李柬的论文共3篇(金文俊、裵
帝晟、Ha, Na)。与关于韩元震的研究一样、以湖洛论辩为中心的研
究持续不断、但与南塘相比、研究的范围相对较窄。在前一年也同样
具有这一倾向。关于华西李恒老的论文共有两篇、皆关注于李恒老的
性理学理论、李元锡的论文主要批判了天主教、安琉璟的论文则主要
与李震相的四端七情说进行了比较。除此之外、关于星湖李瀷、寒冈
郑逑、旅轩张显光、尤庵宋时烈的论文各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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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题分类

由于理气论和心性论构成了性理学理论的中枢、所有相关方面研究所
占比重非常高。关于理气、心性论的论文总共56篇、占了所有论文总
量的41%。其次是关于修养论和教育论的论文、总共25篇(19%)。另
外、关于经世论的论文共14篇、占10%。但不包含于以上范畴的其它
论文总共40篇(约30%)、与心性论的相关论文一样、数量最多。虽然
这是因为与性理学相关的研究范围本身具有多样性、但另一方面、这
也可以说是由于性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具有多变性而出现的结果。

1) 理气论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片冈龙
Kataoka Ryu

从公示观点看李退溪的“理发”、
“理动”、“理到”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2 姜卿显
Kang, Kyung Hyun

朝鲜儒学对<天命>的关注及退溪
解释的哲学史意义

退溪学论集 
20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3 姜卿显
Kang, Kyung Hyun

退溪李滉关于理之分析的分支-以
“理动”、“理发”、“理到”的理解为
中心

泰东古传研究
39

翰林大学泰东古
传研究所

4 金诚实
Kim, Sung Sil

关于退溪人性论之基础“理发”的
考察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5 金泰润
Kim Tae Yoon

通过“虚即气”看花潭的思维构造
研究

栗谷学研究
34 (社)栗谷研究院

6 邓庆平
Deng Qingping 退溪对黄干思想的理解与受容 退溪学报 141 退溪学研究院

7 林月惠
Lin, Yueh Hui

台湾李退溪研究的特点以及关于
“理动─理发─理到”的理解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8 Suh, Won Hyuk 对栗谷理通气局之影响的考察-以
湖洛论争为中心

东西哲学研究
85 韩国东西哲学会

9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栗谷的“心是气”与寒洲“心即理”
的对比性考察 东洋哲学 47 韩国东洋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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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0 李元准
Lee, Won Jun

通过“理到说”的观点看寒洲李震
相的“理”概念

韩国哲学论集
53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11 李天承
Lee, Cheon Sung

芦沙奇正镇基于“即气观理”的重
视理的思维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69 韩国儒教学会

12 李致亿
Lee, Chi Eok

作为大同社会之哲学基础的退溪
主理哲学 儒学研究 38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13 李向俊
Lee, Hyang Joon

心即理的出现-以<存在的大连锁>
与<拟人化>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 34 (社)栗谷研究院

14 赵成山
CHO, SUNG SAN

18世纪老论知识人杨应秀的花潭
学认识

民族文化硏究
77

高丽大学 民族文
化研究院

15 秋制协
Choo, Je Hyeop

李滉关于张载<西铭>的读法、求
仁之学-以伦理实践问题为中心 儒学研究 40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16 黄相姬
Hwang, Sang Hee 关于退溪的上帝与理到说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关于理气论的研究中、提出理发、理到、理动等理气论重要话题
的退溪李滉的研究占了很高的比重。在关于理气论的16篇论文中、与
李滉相关的共9篇、高达56%。在所有论文中所占比例高达31%。另
外、提倡心即理说的寒洲李震相的研究(3篇)也占了相对较高的比重。

具体而言、片冈龙(《从公示观点看李退溪的“理发”、“理动”、“理
到”》)、姜卿显(《退溪李滉关于理之分析的分支-以“理动”、“理发”、

“理到”的理解为中心》)、黄相姬(《关于退溪的上帝与理到说》)等
研究将退溪哲学中的诸个问题与他关于“理”的观点相结合进行了分
析。秋制协(《李滉关于张载<西铭>的读法、求仁之学-以伦理实践
问题为中心》)揭示道、退溪接受了程、朱将《西铭》中的“民吾同
胞”解释为“理一分殊”的读法。安琉镜(《栗谷的“心是气”与寒洲“心
即理”的对比性考察》)比较分析了栗谷和寒洲从理气论对“心”进行的
定义。李元准(《通过“理到说”的观点看寒洲李震相的“理”概念》)简
单地考察了寒洲的观点、并以此为依据考察了寒洲对于退溪“理到说”
和“物格说”的立场；另外、还探讨了这与其“心即理说”的关系。S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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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 Hyuk(《对栗谷理通气局之影响的考察-以湖洛论争为中心》)以
栗谷的“理通气局”命题为中心、凸显出了其与湖洛论争的关联性。由
上可见、理气论中、以“理到”、“心即理”、“理通气局”等命题为中心
展开的研究很多。李天承(《芦沙奇正镇基于“即气观理”的重视理的
思维》)主张性理学说强调的理的含义最终是为了强调气的作用。即、
芦沙强调的所谓重视理、最终目的在于强化它对于气的统治力。

2) 心性论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高承焕
Ko, Seung Hwan

关于退溪<心无体用辩>的分
析-以形和象概念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2 郭信焕
Gwak, Sin Hwan

《田愚对李滉性理说的批判性
解释》 儒学研究 39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3 金起贤
Kim, Ki Hyun

《从朱子学的观点看退溪的未
发论》 大同哲学会 78 大同哲学会

4 金洛真
Kim, Nak Jin

《愚潭丁时翰的<四七辨证>与
心法-退溪学与栗谷学的心法
比较》

退溪学报 141 退溪学研究院

5 金文俊
Kim, Moon Joon

《朝鲜后期人物性论的人类
学价值-以韩元震和李柬为中
心》

东西哲学研究 85 韩国东西哲学会

6 Kim, Bong Jin 《三元思考与退溪的四端七情
论》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7 金升泳
Kim, Seung Young

《关于黎湖朴弼周性理说的研
究》 东西哲学研究 86 韩国东西哲学会

8 Kim, Ji Eun 《栗谷道德感情论的自觉机制-
以栗谷的“诚意”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9 金贤优
Kim Hyon Woo

《南塘性三层说的逻辑体系与
近代人文精神》 儒学研究 40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10 金炯瓒
Kim, Hyoung Chan

《道德感情与道德本性的关
系：对于退溪之问题意识的
探讨》

民族文化研究 74 高丽大学民族文化
研究所

11 Noh, Myung Su 《茶山与朱熹的“气质”概念与
其意义》 儒学研究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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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段伦珍
Dan, Yun Jin

《南塘韩元震的道论研究-以<
经义记闻录·中庸>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 34 (社)栗谷研究院

13 Park, Kwang Chul 《茶山的心性论研究-以<心性
总义>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研究院

14 裵帝晟
Bae, Je Seong

《湖洛论争中“明德”成为争论
点的过程研究-以巍岩与李柬
的心和气质的分辨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 54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15 徐根植
Seo, Geun Sik

《退溪李滉的<天命图说>与四
端七情论争的开始》

韩 国 哲 学 论 集  
55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16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寒洲李震相与华西李恒老四
端七情论的对比性考察》 岭南学 63 岭南大学 岭南文

化研究院

17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栗谷李饵与南塘韩元震人心
道心说的对比考察》 民族文化 49 韩国古典翻译院

18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旅轩张显光与尤庵宋时烈四
端七情论的比较研究》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19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顺庵安鼎福与南塘韩元震四
端七情论的对比性考察》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69 韩国儒教学会

20 Yang, Bang Ju 《栗谷李饵的意、志思想研
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东亚大学大学院哲

学系

21 吴寿禄
Oh, Su Rok

《茶山丁若镛的实践性德论考
察》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69 韩国儒教学会

22 刘志雄
Yoo, Ji Woong

《畿湖学派洛论界的明德说-为
何是心？》 儒学研究 39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23 刘志雄
Yoo, Ji Woong

《鼓山任宪晦的心论-基于畿湖
洛论》 儒学研究 40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24 刘志雄
Yoo, Ji Woong

《艮斋田愚性理说的问题意
识》 退溪学报 142 退溪学研究院

25 刘志雄
Yoo, Ji Woong

《艮斋田愚为何说心本性、性
师心弟》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67 韩国儒教学会

26 李相益
Lee, Sang Ik

《对栗谷的人心道心说的再探
讨》

韩国思想与文化
90

韩国思想文化学
会

27 李相益
Lee, Sang Ik

《朱子心统性情的两面性与退、
栗的性理学》 岭南学 62 岭南大学 岭南文

化研究院

28 李善悦
Yi, Sun Yuhl

《中和说的展开与栗谷学派的
未发认识》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29 李爱兰
Lee, Ae Ran 《从行事层面看茶山的权衡》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68 韩国儒教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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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30 李宗雨
Yi, Jong Woo

《茶山丁若镛的四端七情说研
究批判与对其的原因分析》

洌上古典研究
58 洌上古典研究会

31 李宗雨
Yi, Jong Woo

《丁若镛与李震相的公七正说
比较-关于李瀷的影响》

洌上古典研究
56  洌上古典研究会

32 李昌奎
Lee Chang Gyu

《通过与朱熹知觉论的比较看
金昌协的自觉论》 韩国哲学论集 52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33 张胜求
Jang, Seung Koo 《退溪心学与精神主义哲学》 哲学研究 142 大韩哲学会

34 丁垣在
Jeong, Weon Jae

《论四端七情第三书的再构
成》 退溪学报 142 退溪学研究院

35 崔普京
Choi, Bo Kyung

《罗钦顺与栗谷对于“未发之
中”的理解》

용봉人文论丛
51

全南大学 人文学
研究所

36 Ha, Na 《对于巍岩“心性一致”之理论
背景的构造阐明》 儒学研究  38 忠南大学 儒教研

究所

37 许光虎
Hur, Gwang Ho

《周敦颐与权近的天人合一思
想比较-以<太极图说>和<入
学图说>为中心》

东洋古典研究
66 东洋古典学会

38 洪性敏
Hong, Seong Min

《李瀷与愼后聃四七论中“中
节”的意义》 哲学研究 141 大韩哲学会

39 洪性敏
Hong, Seong Min

《高峯齐大升四七论中“中节”
的意义》 东洋哲学 47 韩国东洋哲学会

40 黄相姬
Hwang, Sang Hee 《关于退溪思想的宗教性》 退溪学报 141 退溪学研究院

心性论是性理学理论的实际性中轴、因此、在此可以包含多样
的主题。包含于心性论的论文共40篇、占到了全部论文的30%。其
中、虽然有像Kim, Ji Eun(《栗谷道德感情论的自觉机制-以栗谷的
“诚意”为中心》)和金昇泳(《关于黎湖朴弼周性理说的研究》)、Park, 
Kwang Chul(《茶山的心性论研究-以<心性总义>为中心》)等的研究
一样、对心性论本身进行了说明、但基于心性论讨论与四端七情或者
湖洛论辩等具体争论点和问题意识的研究所占比重更大。

关于心性论的研究中、总共13篇(金洛真、Kim, Bong Jin、徐根
植、安琉镜(4篇)、李相益(《对栗谷的人心道心说的再探讨》)、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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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2篇)、丁垣在、洪性敏(2篇))论文直接讨论了四端七情说或者人心
道心说。金炯瓒(《道德感情与道德本性的关系：对于退溪之问题意
识的探讨》)与李相益的《朱子心统性情的两面性与退、栗的性理学》
也与此紧密相关。

与湖洛论辩相关的论文共5篇(金文俊、金贤优、段伦珍、裵帝晟、
Ha, Na)。刘志雄发表的4篇论文(《畿湖学派洛论界的明德说-为何是
心？》、《鼓山任宪晦的心论-基于畿湖洛论》、《艮斋田愚性理说
的问题意识》、《艮斋田愚为何说心本性、性师心弟》)也讨论了湖
洛中洛论的心性论、也可谓是相关的研究。另外、金升泳(《关于黎
湖朴弼周性理说的研究》)的论文是关于洛学界中重要学者之一—黎
湖朴弼周的研究、因此、也具有相关性。期待日后关于朝鲜后期畿湖
学与湖洛学派之哲学思想相关的研究能够得以进一步的深化、扩张。

3) 修养论以及敎育论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Kim, Min Jae
从退溪的敬观点看2015道德与
教育过程的“道德”：以<圣学十
图>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 20 岭南退溪学研究院

2 Kim, Tae O 作为退溪诗教之悠久未来的教
育价值 教育哲学 64 韩国教育哲学会

3 金会淑
Kim, Hoi Sook

内在于<圣学十图>中的人性教
育研究

伦理教育研究
43 韩国伦理教育学会

4 朴鹤来
Park, Hak Rae

旅轩张显光的学校教育论与气
道德教育的含义

东洋古典研究
68 东洋古典学会

5 李玲景
Lee, Young Kyung 栗谷的人性教育论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69 韩国儒教学会

6 郑然守
Jung, Yeon Soo

关于栗谷思想与人性教育的反
省性考察-以高中伦理和思想教
材学界的先行研究分析为中心

儒学研究 41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
所

7 郑然守
Jung, Yeon Soo

从工夫论观点看<圣学辑要>修
己篇的体系-关于人性教育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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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8 池俊镐
Chi, Chun Ho 栗谷李饵的道德教育论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67 韩国儒教学会

9 姜保承
Kang, Bo Seung

通过退溪与阳明修养论的比较
考察朝鲜阳明学未扩散的原因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68 韩国儒教学会

10 姜保承
Kang, Bo Seung 静庵赵光祖的功夫论 韩国哲学论集

55 韩国哲学史研究会

11 古贺崇雅
Koga Takamasa

退溪学が传えるもの(WhattheS
cholarshipofLiTuiXiTellsUs) 退溪学论丛 30 退溪学釜山研究院

12 金世贞
Kim, Sea Jeong

通过与阳明心学的比较看齐大
升的修养论 儒学研究 38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

所

13 金升泳
Kim, Seung Young

鹿门任圣周修养论的体系与特
征

东西哲学研究
83 韩国东西哲学会

14 Kim, Won Jun 通过格致的栗谷读书方法的扩
张 退溪学论集 20 岭南退溪学院研究

院

15 金庾坤
Kim, You Gon

孝经与内则解释中出现的尹鑴
的事亲之学的构造与性质 儒学研究 40 忠南大学 儒学研究

所

16 金仁圭
kim, In Gyu 

李饵学问观的修养论含义-以<
圣学辑要>为中心 溫知论丛 53 溫知学会

17 安琉镜
An, Yoo Kyoung

大山李象靖<敬斋箴集说>中“敬”
的内容和理论构造 溫知论丛 50 溫知学会

18 严灿镐
Eom, Chan Ho

退溪的敬思想与<活人心方>中
的心灵治愈 人文科学研究 江源大学人文科学

研究所

19 李东建
Lee, Dong Geon 

通过<近思录>看高峯的道学精
神 退溪学论集 20 岭南退溪学研究院

20 Lee, Won Jean
克尔凯郭尔与退溪观点中的心
病及克服-以“瞬间(Øieblik)”与

“敬”为中心
退溪学论集 20 岭南退溪学研究院

21 李贞和
Lee, Jeong Hwa 通过退溪诗看“学问”的意义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究院

22 李致亿
Lee, Chi Eok

通过气质问题看退溪栗谷的修
养论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究院

23 郑炳硕
Jung, Byung Seok 通过<心经发挥>看郑逑的心学 民族文文化论

丛 66
岭南大学 民族文化
研究所

24 韩正吉
Han, Jeong Gil 

朝鲜儒学者关于心之修养的省
察报告书：<国译心经注解总览
>(上、下)

历史与实学 62 历史实学会

25 Jin, Bo Sung 南冥曹植的修养与省察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大真大学大学院哲
学与东洋哲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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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论和教育论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的是性理学固有的主题内容、
而后者则是关于它在多个层面的实际运用。尤其是应用在现代教育中、
两者的这种差异更加明显。另外、用作教育论的性理学内容并非一定
相当于修养论。另外、就后者多为前者之应用的层面而言、两者具有
紧密的相关性、因此、可以将两个范畴合而为一进行探讨。关于修养
论和教育论的论文共25篇、其中、关于修养的的共17篇、关于教育论
的共8篇。这其中、关于李滉的论文8篇(32%)、关于李饵的论文7篇
(27%)、两者合起来超过了整体的一半。

人性、道德教育依然受到了关注。与此相关的论文有Kim, Min 
Jae(《从退溪的敬观点看2015道德与教育过程的“道德”：以<圣学十
图>为中心》)、朴鹤来(《旅轩张显光的学校教育论与气道德教育的
含义》)、李玲景(《栗谷的人性教育论》)、郑然守(《关于栗谷思想
与人性教育的反省性考察-以高中伦理和思想教材以及学界的先行研
究分析为中心》、《从工夫论观点看<圣学辑要>修己篇的体系-关于
人性教育》)、池俊镐(《栗谷李饵的道德教育论》)等。

4) 经世论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权仁浩
Kwon, In Ho

高峯齐大升的民本政治思想与现
实 东洋哲学 47 韩国东洋哲学会

2 金洛真
Kim, Nak Jin

退溪李滉观点中的共同体原理与
实现方法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3 Kim, Seung Dae 洪启禧经世论的在地性基础 韩国实学研究 
33 韩国实学学会

4 Kim, Won Hee 栗谷的社会国家论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5 金骏泰
Kim, Jun Tae

关于浦渚赵翼性理学说与经世论
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一
般大学院 东洋
哲学系

6 Kim, Ji Eun 19世纪定斋柳致明的现实认识与
经世论 博士学位论文 庆北大学 大学

院社会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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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7 盧仁淑
Roh, In Sook <击蒙要诀>追求实务的特色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8 方相根
Bang, Sang Keun 

17世纪朝鲜礼秩序的再建与宋时
烈：显宗代礼讼论争的再解释

韩国东洋政治
思想研究 16 (1) 

韩国东洋政治思
想史学会

9 成海俊
Sung, Hae Jun

退溪的倭寇对策与和亲宥和的对
日观 退溪学论丛 30 退溪学釜山研究

所

10 李宪昶
Lee, Hun Chang

近世实学的先驱者、实践者金堉 
(1580-1658)

韩国实学研究 
33 韩国实学学会

11 郑圣喜
Jeong, Seong Hui

特辑1：磻溪柳馨元与东亚初期
实学：磻溪经世学的继承与科举
制度改革论

韩国实学研究 
34 韩国实学学会

12 崔诚桓
Choe, Seong-hwan

英、正祖时代蔡济恭的政治生涯
与政治义理

韩国实学研究 
33 韩国实学学会

13 韩知希
Han, Ji Heui 明斋尹拯的责善之道与朋党认识 国学研究 34 韩国国学振兴院

14 咸泳大
Ham, Young Dae

晩悔权得己的学术精神与<孟子
僭疑>

韩国思想史学
55 韩国思想史学会

2017年发表的关于经世论的研究共14篇、其中、期刊论文12篇、
学位论文2篇。这与前一年的25篇相比大大减少。将这些论文按照人
物分类、其中关于李饵的2篇、关于李滉的2篇、另外关于齐大升、晩
悔权得己(1570-1622)、浦渚赵翼(1579-1655)、潜谷金堉(1580-1658)、
磻溪柳馨远(1622-1673)、明斋尹拯(1629-1714)、澹窝洪启禧(1703-
1771)、樊岩蔡济恭(1720-1799)、定齐柳致明(1777-1861)的论文各1
篇。2016年关于经世论的所有论文中、与关于栗谷(8篇)和正祖(4篇)
的论文比较多这一事实相比、很难说2017年关于某一特定人物的研究
更为集中。就正祖而言、2016年由于在哲学上尤其受到了关注、所以
相关研究出现了一时增加、之后又出现了减少之势。但就经世论所占
的比率一直较高的栗谷而言、与前一年相比明显出现了减少。相反、
不见于前一年的经世论研究的关于退溪的研究、2017年出现了2篇。
当然这一比率就退溪研究的整体规模而言是十分微小的(约5%)。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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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论层面、关于栗谷的研究与先前先比出现减少是其特征所在。

5) 其它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璟镐
Kim, Kyung Ho 空中楼阁与栗谷李饵 阳明学 46 韩国阳明学会

2 金璟镐
Kim, Kyung Ho 不稳的共感-存在的思维、那边 韩国哲学论集 

52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3 金世贞
Kim, Sea Jeong

退溪李滉之哲学思想的生态论特
性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4 金升泳
Kim, Seung Young

哲学性比喻与象征-17世纪朝鲜
知识人的思维模型与统合性世界
观的研究

儒学研究 39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5 金润璄
Kim, Yun Kyeong

19世纪朝鲜性理学界对阳明学的
批判样象-以比较李震相和田愚
的阳明学批判为中心

东洋哲学研究 
92 东洋哲学研究会

6 金允景
Kim, Yun Gyoung

北韩的栗谷研究-从反动观念论
者到先进思想家 栗谷学研究 35 (社)栗谷研究院

7 Kim, Jong Sung 等
性理学与脑科学理论关于行动调
节的现象学相同性与医学含义-以
退溪心学为中心

儒学研究 39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8 朴光洙
Park, Kwang Soo

退溪李滉的敬思想与和平实践课
题

圆佛教思想与
宗教文化 73

圆光大学圆佛教
思想研究院

9 Oh, Cheol Woo 关于栗谷性理学与禅学的小考 韩国思想与文
化 90

韩国思想文化学
会

10 王国良
Wang Kuoliang

李退溪的道德伦理观念与现当代
精神文明 退溪学论丛 30 退溪学釜山研究

所

11 尹千根
Youn, Chun Guen

退溪李滉的“感性哲学”-以清凉山
的场所性为中心 退溪学报 141 退溪学研究院

12 Lee, Gi Won 齐大升的经书理解与人类：追求
本源的人类观与学问 东洋哲学 47 韩国东洋哲学会

13 Lee, Young Ho 通过南轩学的受容看寒冈学的全
新理解 大东汉文学 50 大东汉文学会

14 李元锡
Lee, Won Suk

李恒老的天主教批判与其存在论
基础 大同哲学 79 大同哲学会

15 全世营
Jeon, Sae Young 退溪对疾病的考察 退溪学论丛 30 退溪学釜山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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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6 郑焘源Jeong, 
Do Weon

阳村权近的历史意识与朱子学理
解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68 韩国儒教学会

17 郑圣植Jeong, 
Seong Sik

郑圃隐与郑相峯的哲学思想与现
实意识 退溪学论丛 29 退溪学釜山研究

院

18 赵南旭Cho, 
Nam Uk 李退溪的人生哲学与现代受容 退溪学论丛 30 退溪学釜山研究

院

19 秋制协Choo, 
Je Hyeop

李饵格物说中出现的尹鑴与李万
敷的思想性影响 国学研究 33 韩国国学振兴院

20 Hwang, In-Ok 训民正音中反映的义理学易学思
想 儒学研究 40 忠南大学 儒学研

究所

21 金世緖利亚
Kim, Seseoria

对任允挚堂的<论语>理解的女性
哲学性考察

韩国女性哲学
28 韩国女性哲学会

22 Shin, Jae Sik 一般：朝鲜后期知识人对李光地
的受容与批判

韩国实学研究
34 韩国实学学会

23 严连锡Eom, 
Yeon Seok

象村申钦易学中象数易与义理易
的相补性特性 东洋哲学48 韩国东洋哲学会

24 Lee, Dae Seung 徐命膺先天学的范围与焦点 韩国实学研究
33 韩国实学学会

25 李相虎Lee, 
Sang Ho

初期退溪学派弟子的<心经附注>
理解与退溪学的心学倾向 国学研究 34 韩国国学振兴院

26 秋制协Choo, 
Je Hyeop

李滉与金麟厚<天命图>的改正与
人类学定立 岭南学 60 岭南大学岭南文

化研究院

27 咸泳大Ham, 
Young Dae 退溪李滉以前的孟子学研究 大同汉文学 50 大同汉文学会

28 文锡胤Moon, 
Suk Yoon

从<退溪先生文集>到<定本退溪
全书>

韩国思想史学 
55 韩国思想史学会

29 Kwon, Sung Hun 圃隐郑梦周诗的原型象征 圃隐学研究 19 圃隐学会

30 孙五圭Sohn, 
O Gyu 退溪诗的空间认识与山水观 退溪学论丛 30 退溪学釜山研究

院

31 申泰秀Shin 
Tae Soo

退溪<陶山杂用>中的兴趣生活与
生态伦理 退溪学论集 21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32 李贞和Lee, 
Jeong Hwa 退溪诗中的学朱子精神研究 退溪学论丛 29 退溪学釜山研究

所

33 李贞和Lee, 
Jeong Hwa 高峯齐大升的说理诗研究 韩国思想与文

化 88
韩国思想文化学
会

34 Im, Hee Sook 朝鲜中期文人的绘画观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明知大学大学院 一
般大学院 美术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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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35 曺秉洙
Cho, Byung Soo

牧隐李穑天人无间思想的美学研
究 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一般

大学院 儒学系

36 金文俊
Kim, Moon Joon

金长生的礼学精神与韩国家庭的
文化传统

韩国思想与文
化 90

韩国思想文化学
会

37 金贤寿
Kim, Hyun Soo

16世纪后期~17世纪前期栗谷学
派的家礼注释书研究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69 韩国儒教学会

38 都民宰
Doh, Min Jae 

高峯的礼学思想：以对王室礼的
讨论为中心 东洋哲学 47 韩国东洋哲学会

39 朴钟天
Park, Jong Chun 艮斋李德弘的礼学 国学研究 34 韩国国学振兴院

40 李南沃
Yi, Nam Ok

南溪朴世采的的礼论与古今折中
论性特征

东洋古典研究 
68 东洋古典学会

性理学研究广泛地涉及哲学、历史、政治、文化、艺术等多种领
域、范围十分广泛。之前所考察的理气论、心性论、修养论(及教育
论)、经世论等都是最为典型的范畴、但很难说这包括了性理学研究
的所有范围、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很难划定属于哪一范畴。因此、包
含于“其它”这一范畴的研究的特征也是具有多样性。例如、虽接近典
型的性理学范围、但却很难明确其所属范围的情况；经学、文献学、
实学性质很强、同时又与哲学相关的情况；尝试运用新的方法论进
行哲学分析或者探索与现代哲学的争论点或者问题意识的结合点的情
况；关于艺术或者美学的情况；关于礼学的情况等。

6) 单行本、学术书籍

序号 著者 图书 出版社

1 崔英辰
Choi, Young Jin 韩国性理学的发展与心学、实学的变容 文史哲

2 金钟秀
Kim, Jong Su

朝鲜时代儒学者与佛教的交涉样象
西江学术论丛105 西江大学出版部

3 徐明锡
Seo, Myoung Seok 退栗学习方法与现代教育批判 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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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者 图书 出版社

4 郑羽洛
(Jeong Woo Lak) 等

寒冈郑逑的生活与思想-朝鲜中期的洛中学
洛中学丛书3 启明大学出版部

5 洪元植
(Hong, Won Sik) 等

旅轩张显光的生活与思想-朝鲜中期的洛中学
洛中学丛书4 启明大学出版部

6

安东大学校附设
退溪学硏究所

The Toegyehak 
Institute of Andong 
National University

退溪学派的人物-以16世纪人物为中心 艺文书院

7 金仁圭kim, In Gyu 朝鲜时代儒学者的学问观 다운샘

8 崔在穆
Choi, Jae Mok 方法、隐喻、计划的思想史 知识与教养 (知

教) 

9 崔在穆
Choi, Jae Mok 霞谷郑齐斗的阳明学—江华的知性 知识与教养 (知

教)

10 厖村黄喜先生
思想硏究会

厖村黄喜的学问与思想
厖村学术论丛2 책未来

11 崔锡起
(Choi, Seok Ki)等 葛川林熏的学问与思想 BOGOSA

12 Lee, Yong Ju等 朝鲜儒学的异端批判-以异学集辨为中心
国学材料深层研究丛书10 새물결

13
小仓纪藏(Ogura Kizo), 

赵成桓(Cho, Sung 
Hwan) 译

韩国是一种哲学-以理和气解释韩国社会 모시는사람들

14 南冥學硏究院 介庵姜翼
南冥学研究丛书10 艺文书院

2017年出版的关于朝鲜性理学的单行本学术书籍共14本。崔英辰
的《韩国性理学的发展与心学、实学的变容》从丽末鲜初的朝鲜性理
学成立时期到朝鲜后期实学这一广泛的范围对性理学的诸多主要论题
进行了分析、并主张朝鲜性理学的主要特征是“对情感的重视”和“理
的向化、外化”现象。金钟秀(《朝鲜时代儒学者与佛教的交涉样象》)
分析了从丽末鲜初到18世纪期间金守温、郑汝昌、林熏、朴世堂、朴
守俭、金履万等人与佛教交涉的样象。这两本书被评选为了2017年优
秀学术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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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锡的《退栗学习方法与现代教育批判》指出了现代教育的问
题、并提出了退溪、栗谷的哲学与教育方法论适用于现代社会中的方
案。《寒冈郑逑的生活与思想-朝鲜中期的洛中学》(郑羽洛等)和《旅
轩张显光的生活与思想-朝鲜中期的洛中学》(洪元植等)分别作为洛中
学丛书的3卷和4卷出版。金仁圭通过《朝鲜时代儒学者的学问观》一
书提出了孔子、郑梦周、李饵、张显光、安鼎福、洪大容、正祖、丁
若镛、金正喜等的学问观。崔在默出版了以隐喻方法为基础、对多种
主题进行了思想史、文化史的解读的《方法、隐喻、计划的思想史》
和从整体上探讨阳明学和郑齐斗的《霞谷郑齐斗的阳明学—江华的知
性》。另外、还翻译出版了以理气论理解现代韩国社会之特征的小仓
纪藏(赵成桓译)的著书。

4. 主要分析论文与批判

① 金洛真的论文《愚潭丁时翰的<四七辨证>与心法-退溪学与栗谷学
的心法比较》关注了理气论在性理学中的地位。即根据对理和气的理
解、对性和情的理解也会不同、之后被称为心法的工夫也会随之不同。
因此、不应将四端七情论视为从属于理气的问题、而应视为心法的问
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心法理解愚潭在《四七辨证》中为何拥护退
溪、而非李饵。
在本文中、著者首先叙述了栗谷和愚潭对于所从来的不同理解。著者
认为栗谷将所从来视为心的两个根本、从本质上谈论了因心发而产生
的人心和道心的或生或源。相反、愚潭则将所从来与人心道心的或生
或源等同看待。对于一心、愚潭将其分为人心和道心讨论；而对于一
情、则分为四端和七情谈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试图强调心法之
时、即强调对几微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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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主要说明了栗谷的精察工夫。笔者认为、栗谷的考察工夫分为
两种。一种是对心发之时几微的考察；一种是为了防止心发之后不
中节之情的出现而进行的考察。因此、栗谷引用“修养无先于诚意者”、
说明了诚所具有的时间上的优先性。著者通过诚转入工夫之后、认为
敬是栗谷的基本心法。
继而、著者又以理发体验为基础、谈及了愚潭对栗谷的批判。对于栗
谷“理无法修”的主张、著者认为、只有将愚潭的反驳理解为“由于人不
能依气质而分为本质性和非本质性、所以必须修理、使其活化”、并
将四七论的主要概念之一—理发作为人类道德发展的重要基础。由此、
笔者主张、愚庵强调作为道德修养的理发体验、而栗谷则较于理发、
更强调气质的制御。
再继而、著者主张、对于前文所说的道德修养、对理发体验的效用性
认识的差异是由于关于“中人”观点的不同。著者认为、由于栗谷对中
人持悲观的态度、所有认为应首先重视对气质的制御。相反、愚潭则
认为、虽然中人存在这样的缺点、但由于所有人皆有通过四端的理发
体验、所以着眼于此的工夫是十分重要的。
最终、著者认为、栗谷虽然通过气发一途说将气质的制御视为了重要
心法；但愚潭则以互发说为基础、主张应以对四端和七情的区分作为
重要的心法。
此篇论文很好地指出了既存四端七情论研究的基本缺点。即、第一：
四七互发仅集中于概念的解释、未能很好的实现立论者的本来意图；
第二：四七论研究中未能很好地呈现理气论、心性论和修养论的有机
连接。就此而言、本文以原典为基础、很好地叙述了通过“所从来”这
一四七论重要概念的理气分属的区分所具有的意义。另外、以前的研
究大多仅将所从来区分为理和气、并未说明其具体意义、但本文则在
心发动的过程中很好地展示了所从来的意义。在将发时刻、即以几微
这样的意义解释所从来时、还说明了能够具有精察这种修养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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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后、通过愚潭和栗谷对于精察的不同认识、分别具体展示了
诚意工夫是如何不同的、并证明了这样的认识是由于对于中人的不同
认识。即、不同于其它研究皆认为四端七情论致力于情的配属问题、
理发和气发意义的把握、但著者则把握了四端七情中关于人的观点、
理气心性与修养的有机关系、试图补完了先行研究的缺点。
但这种广范围的方法是否是理解四七论的恰当方式需要进一步思考。
因为四七论开始于将四端和七情分属于理和气是否恰当这一问题、而
为了补完关于此的主张引出了诸多其它讨论。即最初退溪和高峯的讨
论并非是就修养论而展开的、而是开始于通过人心道心论争或者人心、
道心探讨是否可以互发。也就是说、主要是为了基于人心道心终始的
关于诚意的主张或者人道与四七的区分、而非是为了对诚意工夫本身
进行规定。即、由于所有的讨论都把焦点聚集于四七的区分、能否互
发的问题、所以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补充其间讨论的修养论、理气论以
及核心论议。与此相反、愚潭明确强调察几微是四七论的主旨、所以
是更为符合著者之目的的。但著者基于愚潭的主张最终是对退溪心法
的实现、强调四端七情与心法的联结性似乎未能充分体现出愚潭的独
特性特征。就此而言、这有助于呈现退溪以后南人的四七论特征与变
化推移。

② 崔英辰的《韩国性理学的发展与心学、实学的变容》涉及了整
个韩国性理学。正如书名所言、将韩国性理学的主要命题理解为是其
自身内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认为对性理学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实学是
在其延长线上的变容。著者将这种内在发展的主要特性归纳为两种：
第一种是“对情感的重视”。即尤其关注情感的道德性功能、并集中于
以理气论对其进行论证。这是与侧重于性的朱子心性论不同的。著者
认为、这种倾向表现为超越性善、追求情善的四端七情论辩、追求心
善的湖洛论辩和心说论辩。第二种是“理的下向化、外化”。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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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性实体—理内化为人的性、进而下向化、外化至现实性道德情感
(四端)或者心(本人之心、心即理)的范围。

此书中讨论的主题十分多样。广泛涉及了朱子的人心道心说、退
溪与高峯的四端七情论辩、栗谷的人心道心说、朝鲜后期的湖洛论辩、
心说论辩等朝鲜性理学主要论题、茶山丁若镛、愚潭郑时翰、葛菴李
玄逸、芦沙 奇正镇、惠岗崔汉绮等。通过以上多样的主题突出了韩
国性理学的一贯性倾向、同时还通过对各个主题的分析、使争论点更
加明了、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洞察。这可谓是此书的重要特征。

③ 李善悦的论文《中和说的展开与栗谷学派的未发认识》指出、
与规范性行为的实践相比、儒家哲学发展了把通过修养实现的道德性
人格的完成作为根本的伦理学体系。另外、宋代初期新儒家重视心静
时的“主静”工夫、这是以儒家经传《中庸》和《乐记》中将心的构造
分为动静、将“静”作为心之理想状态的思维为根据的。但到了朱熹则
发生了转换、转而重视静工夫与动工夫的均衡。虽然如此、但朱熹并
没有完全放弃以前注重主静的修养论倾向、对于他的这种修养论、在
17-18世纪朝鲜的栗谷学派中、以对于“静状态的人本身到底是否是纯
善的？”的疑问为中心正式展开了讨论。

著者把朴尚玄、韩元震、宋时烈和李玄逸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
认为17-18世纪栗谷学派出现湖-洛分歧的原因在于在理解未发概念时、
把着眼点放在“时间上的先在性”上还是放在“道德本源性”上。朴尚玄
与韩元震等完全从气质的脉络理解未发概念、但这样会导致作为道德
本源的意义弱化、使未发仅仅局限于“时间上的先在”的概念。与此不
同、宋时烈和李玄逸等则强调、所谓未发不仅是静的状态、而是心主
宰的状态、视未发为通过修养应该达到的一种“道德本源性”。著者指
出、栗谷学派出现的这种意见上的不同是出现湖学和洛学两种学派的
要因之一、同时认为两种立场皆具有脱离既存修养中主静要素、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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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静”看作纯善的一面。
因此、本文从宏观上讨论了儒家的修养论倾向以及相关哲学理论

的转变过程。尤其是所指出的儒家修养论的主静倾向经过朱熹的中和
说、成了朝鲜栗谷学派出现分派的端绪、这是十分有趣的。如果著者
的论证是妥当的、那么便可以评价说这展现了朝鲜后期朱子学的变形
乃至其独特性的展开。但荀子道统的儒家强调礼、强调积极的行为、
实践性的修养、另外、朱子或者朝鲜性理学家也同样最重视未发涵养
和礼的实践、就此而言、儒家的主静倾向的意义与范围有必要进一步
详细进行规定。

④ 裵帝晟的《湖洛论争中“明德”成为争论点的过程研究-以巍岩
与李柬的心和气质的分辨为中心》寻迹了朝鲜后期性理学论辩的主
要概念—明德从哪个时代开始成为争论点的。他揭示道、明德概念作
为朝鲜学术界的重要概念始于湖洛论争、尤其是始于巍岩李柬(1677-
1727)对心和气质的区分。本论文大体由①巍岩区分心和气质的原因
与意义、②巍岩将明德作为争论点的过程、③之后、“明德分殊”论争
展开的过程三部分构成。首先、巍岩“区分心和气质的核心意义在于
心主宰血气与气质”(第94页)。并且为了说明主宰血气和气质的心、他
将明德等同于心、由此、他试图在不违反“心是气”这一畿湖学脉大前
提的同时、确立了在本质上与气质相区分的心的地位。在巍岩的推动

下、明德成为争论点、随之、否定心与明德之同一性的湖论派在解释
洛论派理论的延长线上分析了南塘韩元震(1682-1751)、余屏溪尹凤九
(1681-1767)之间展开的对“明德分殊”的讨论。论者认为、在湖洛论争
中成为争论点的明德概念能够成为对于心之地位的根本性问题、“对
于心是气的同时又是现实主宰、且必须成为修养的主体、对于心之地
位的思考与规定问题、明德可谓是其最合适的话题”(第108页)。最后、
介绍了洛学派学者渼湖金元行(1702-1772)的《明德说疑问》、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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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德概念成为性理学者话题的状态。
目前为止、本论文的特征是从心的层面关注了对主要通过未发时

之性的纯善性和人物性同异等将性设定为了核心概念并加以研究的湖
洛论争的展开样象、并重新构建了论辩的样象。为此、论者叙述了巍
岩使明德称为争论点的一系列过程以及受到刺激后的南塘与屏溪对明
德分殊的讨论。由此、为了准确理解性理学内部不可避免要出现冲突
的心概念、对在坚持“心是气”这一大前提的畿湖学派的内部、不可避
免要出现明德概念的过程进行了整合性叙述。因此、本论文使读者不
得不重新对以性为中心的湖洛论辩的意义进行思考。另外、通过本论
文、能够有机地考察18世纪湖洛论争到19世纪心说论争的展开过程。
论者认为、湖洛论争与心说论争在朝鲜儒学史上自然展开的视角、对
于规定人类的具体情感与原理展开缜密讨论的朝鲜性理学界的性质与
意义提供了有效框架。

但对于本论文的关键词之一—明德分殊、著者在论文中虽然将相
当于概念词或者争论点的词汇皆标明为“分殊”、但本文所引用的原典
中皆标识为“分数”。虽然两个汉字词看似相似、但在《汉语大辞典》
中、分殊的意思为区分、分别、而分数则意为规定人数、分任职务或
者区分部署等、将两者看作两个不同的词汇。因此、对于使用了与原
典中所标识的词汇不同的助词、论者并未进行单独的说明、这是其遗
憾所在。

⑤ 赵成山在《18世纪老论知识人杨应秀的花潭学认识》中以花潭
的学问影响了洛论派为前提、试图考察杨应秀是如何认识花潭学的。
他揭示道、杨应秀虽然使用了与“气血”相区分的“神气”概念、但这也
与当时肯定本然之气的洛论学者具有不同的层面。这对于说明洛论派
中也存在着各种不同见解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强调气之层面的过程中、
似乎多少具有疑问的余地。例如、著者说道：“众所周知、李滉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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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象背后作用的根源性原理—理、强调气具有使理之善发显曲折的
要素。对此、从理气不相杂的观点说明了理和气相对的层面、但并未
特别关注气的当然性。”(第108页)相反、对于杨应秀的老师权缉、在
引用其将气和质比喻成水与容器的条目之后、说道、差别产生的主要
原因在于质、认为气是相同的、称之为“气同质局”。(第378-388页)
并且权缉的这一面与退溪不同、与栗谷的理通气局也不同、而与花潭
相近。著者在讨论退溪和栗谷时、讨论了与理相对的气；而讨论权缉
时、讨论了与质相对的气。由于比较对象不同、所以很难断定说气的
同一性仅为花潭的特性。栗谷认为气普遍存在于世界万物、所以仅承
认气发。就价值层面谈论时、同样也是根据本然之理设定了本然之气、
所以就栗谷而言、本然之气不是差别因子、而具有同一性。

   另外、对于栗谷认为花潭的“湛一清虚之气”普遍存在于一切事
物、杨应秀引用了“湛一清虚之气”即神气、是理之妙用的说明。(第
393页)仅就此条目而言、所谓理之妙用、与栗谷依据于本然之理的本
然之气具有相似性。如果说为了突出与栗谷的差异而强调与花潭的相
关性、在引用文之后如能再引用说明其与栗谷本然之气之不同的内容、
似乎更便于理解、此为本文的遗憾所在。4

⑥ 黄相姬在《关于退溪的上帝与理到说》中、将退溪思想中代表
宗教性的“上帝”概念定义为“以太极为始的‘宇宙家族共同体’中、作为
向人类下达天命的终极实体、夹杂在你我之间存在的‘关系’的温馨之

4　《白水集》卷5、《答林啓濬》: 栗谷所谓本然之气, 与愚见有同处焉, 有异处焉。
所谓同者, 如栗谷与牛溪论四七书中所云人心道心, 俱是气发, 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 
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 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 则亦变乎
本然之气也。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 而或过或不及焉者, 是也。所谓异者, 如今
贤之所引, 非若理之于万物, 本然之妙, 无乎不在者, 是也。窃尝究其所以异者, 盖吾儒
之说气, 有欠细腻, 自古论气质者, 徒知血气之流行者为气, 形质之局定者为质, 而不知
血气亦属质而有善有恶, 血气之中, 又有本然之气, 纯善无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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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存在于为了维持关系之利的主体的冷酷之下的终极实体。”(第
165页)并且主张通过以“上帝”为代表的宗教性、在“上帝下达的太极之
本性如果发显为情、那么形而上的性善便能发显为形而下的情善”(第
167页)的层面、便可把“四端”视为“宗教情感”。进而、将“理到”视为
“退溪的信仰”、(第176页)并将其定义为“为了四端、长时间坚持克己
的话、四端自然会移至于我、然后引领着我。”并且通过以上讨论的
展开、得出结论说道：“退溪的“理到”在韩半岛可以通过从古代传下
来的上帝的宗教性加以说明、当今通过四端的“理到”不仅是价值德目、
还回复为一种信仰、这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第179页)本论文为了强
调退溪思想的宗教层面、恣意的解释退溪的多种命题的倾向较强、这
导致了本文及结论部分出现了逻辑上的跳跃。这种问题出现的根本原
因在于讨论是以朝鲜儒学者的宗教性为前提展开的。著者以退溪为首
的朝鲜儒学者将对祖先的祭祀、尊奉配享于书院的圣贤视为将祖先、
圣贤的神格化。(第159-162页、第175页注61等)将对祖先、圣贤的祭
礼、相礼视为神格化不免有勉强之意。当时儒学的诸多命题中人格神、
超越神概念很多部分都得到了稀释、所以无法轻易判断当代知识人的
行为。因此、著者的断言看似过于轻率。

可将本文中出现的观念误用以及具有逻辑跳跃倾向的部分整理如
下。第一、为了叙述退溪的上帝观、叙述道“为了实现圣学、也需要强
调对越上帝的姿态”、同时引用了收录于《圣学十图·敬斋箴图》中的
朱子的《敬斋箴》的原文。5为了强调退溪的论旨、并未引用援引的
例子、只是引用了《圣学十图》中记载的原文、就此而言、缺乏说服
力。另外、本文将“理到”与佛教的看话禅进行了比较、叙述道：“禅
佛教在冥想时、采用了并非我去寻找话题的有内容的冥想、而是在不
断克己的状态下、消除某一瞬间话题引导我的内容。”(第176页)“消

5　《晦庵集》卷85,《敬斋箴》：正其衣冠, 尊其瞻视, 潜心以居, 对越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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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某一瞬间话题引导我的内容”这一表达理解起来并不容易、“话题引
导我”这一叙述到底是否是“理道”的恰当比喻、是很难说服的。并且、
定义“理到”的核心文段“为了四端、长时间坚持克己的话、四端自然
会移至于我、然后引领着我；另外、通过长时间地坚持克己、我自
身便可可达到‘虚室生白’6境界”(第177页)中多少存在着问题。①将作
为情的四端与“理到”牵强地结合起来、将“理到”这一命题错误地理解
为“情到”这一命题、②“虚室生白”境界这一比喻与其说是对退溪主张
的比喻、反而更接近栗谷的物格说、7但又与栗谷比喻成在盛满物品
的房间点灯的行为也不一样、所以对于性理学概念的说明也似乎不恰
当。.

5. 结论

以上从按人物分类、按主题分类考察了2017年关于韩国性理学研究的
整体动向。在对按主题分类的考察中、与往年一样、关于理气论、心
性论的论文所占比重(53篇、约41%)非常高。其次分别是修养论和教
育论(25篇、约19%)、经世论(14篇、约10%)。另外、不在以上范畴
内、归类于“其它”一类中的论文所占比重也很高(40篇、约30%)。关于
修养论和教育论的论文篇数与2016年(33篇)相比有所减少、其原因在
于李滉的研究中的相关论文减少了。经世论也与去年(25篇)相比有所

6　《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 虚室生白, 吉祥止止。
7　《栗谷全书》卷32、《语录下》：又问, 物理元在极处, 岂必待人格物后乃到极处
乎。曰, 此问固然。譬如暗室中, 册在架上, 衣在桁上, 箱在壁下, 缘黑暗不能见物, 不可
谓之册衣箱在某处也。及人取灯以照见, 则方见册、衣、箱各在其处分明, 然后乃可谓
之册在架, 衣在桁, 箱在壁下矣。理本在极处, 非待格物始到极处也, 理非自解到极处, 
吾之知有明暗, 故理有至未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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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其它”一类所占比重较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性理学研究之主
题和方法论的多样性。

按人物分类的考察中、与前一年一样、以李滉和李饵为中心的研
究倾向依然突出。就论文的篇数而言、2016年和2017年基本一致、在
2017年大约占了所有论文比重的41%。由于研究数量较多、所以关于
李滉和李饵的研究也具有多样性。最大的特征在于从经世论层面研究
栗谷的论文的比重大大减少。这与去年关于栗谷的研究中经世论方面
的研究十分突出的倾向不同。继李滉和李饵之后、关于齐大升的研究
也较多(8篇)、与去年(6篇)相比有所增加。虽即如此、但就研究主题
而言、除了四端七情论、其它的主题的研究也具有多样化的倾向。除
此之外、关于李震相(6篇)和田愚(4篇)的研究也较多。他们都是关于
心说论辩的学者。另外、 关于韩元震(5篇)的研究与2016年(8篇)相比、
也较多。这主要是因为以湖洛论辩为中心的研究倾向、另外、关于李
柬(3篇)的研究也与此相关。期待日后关于以湖洛论辩与心说论辩为中
心的朝鲜后期的关注能够更加有机地深化。

考察2014年以来按人物分类的研究动向、其特征之一是关于李
滉和李饵的研究始终保持一定数量、而其他学者则每年具有不同的
状况。例如、就李震相而言、2017年虽有6篇、但2016年只有2篇。
2016年总共有6篇论文发表的愚潭丁时翰、在2017年只有1篇。之所
以会出现这样突出的变化归因于多种原因、但由此可见研究者所关注
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出现了扩张、所以对此没有必要持消极的态度。另
外、虽然李滉和李饵作为朝鲜性理学研究的中心、确立起了稳固的地
位、但其他的学者则还未能明确占有这样的地位。当然、李滉和李饵
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为了促进朝鲜后期性理学扩张性研究的
深化、似乎有必要明确地确立分析、思考朝鲜后期争论点和问题意识
的不同中轴。例如、为了思考心说论辩的争论点和问题意识、虽然可
以将其与李滉或者李饵的哲学进行比较、但细致地探究与其具有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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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相关性的湖洛论辩的关系可能会更为有效。为了进行这样的工
作、需要更深入地探究能够代表朝鲜后期的学者的思想地位和意义。
当然、虽已有学者以这样的问题意识进行研究、但期待日后能够明确
奠定这样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