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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论文针对《韩国阳明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分析、这些研究
成果均是2017年度发表在韩国的相关学术论文。研究对象分别是正
式收录于韩国研究财团的论文和国内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发表时间自
2017年1月起至12月为期一年。本论文的分析对象——论文集按研究
财团分类如下。其中哲学类25项、儒学类4项、其他人文学1项、汉语
与文学1项。

通过以上学术刊物、共分析得出16篇与《韩国阳明学》相关的论
文。为使整篇论文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首先按人物分类对相关论文
进行了简单介绍。接下来是主要论文分析及评论部分。为方便起见、
人物分类分三组进行。第一组是有关强化学派的论文、第二组有关近
现代的论文、第三组则是有关阳明学及性理学相关的论文。

2. 按人物分类

1) 江华学派论文(8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黄仁玉 基于朱王二元构造之霞谷《中庸》
解读 泛韩哲学 泛韩哲学会

2 Kim Seseoria 霞谷后人类(posthuman)人文学解读-
以霞谷的万物一体思想为中心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3 赵智善 霞谷郑齐斗哲学人文教育研究的必
要性及意义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4 李南玉 霞谷郑齐斗峻论荡平论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5 金东民 沈大允春秋四传续传的非性理学解
读

韩国哲学论文
集

韩国哲学史研究
学会

6 千秉敦 月岩·李匡吕的心论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第6章 韩国阳明学研究   137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7 李庆龙
何正淑 李匡师的体仁学习和心即性主张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8 李庆龙 恒斋·李匡臣随事精察心理 心学宗旨
和霞谷《浩然章》解读的继承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与韩国阳明学相关的16篇论文中、包含近现代阳明学派郑寅普、
与强化阳明学派相关的研究共九篇、超出了总篇数的50%。与2016年
度相比、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也可以再次确认江华阳明学派在韩国阳
明学研究中的地位。

黄仁玉在《朱·王二元构造之霞谷『中庸』解读》中、进一步解释
了反映朱子学和阳明学的郑齐斗的中庸观。黄仁玉适当地采用了郑齐
斗在朱子学和阳明学中的长处、运用朱王二元构造对《中庸》进行了
解读。评价它既强调人类的道德层面、又不错失理论和实证性的层
面。在这里实践层面是指阳明学、理论及实证性层面是指朱子学。具
体来说、霞谷将理气二元论构造解释为一元论、克服倾向于形而上学
的理、而忽视人类思维的倾向。他认为《中庸》强调人类的主体性思
维、重视后天修行。

Kim Seseoria所著的《霞谷后人类(posthuman)人文学解读-以
霞谷的万物一体思想为中心》一文介绍了不为人熟知的后人类人文学
思潮。他纠正了越过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错误、试图确立新的人
类概念。简单来说、他虽然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但是肯定人类的主体
性、并且他试图从霞谷的万物一体思想种找到一种可能性的先例。

赵智善的《霞谷郑齐斗哲学人文教育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一文
结合了现代韩国重要话题之一的人性教育振兴法、探究了郑齐斗哲学
思想蕴含的人性教育及必要性。首先作者在确定人性概念方面参考了
郑齐斗的观点、郑齐斗主要关注灵明性和道德性两大层面。并且郑齐
斗的“圣人”之学启发我们从批判的角度去看机能主义主张、机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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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来源于人性教育法的目的。最后在韩国人性教育振兴法中提出的
人性教育方式无法保证学习者的主体性和实践性、这些人性教育方式
都是根据核心道德和核心力量制定的。如果可以积极灵活运用郑齐斗
主张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学习方法的话、是可以为人性教育方法贡
献一份力量的。可以说人性教育法是保证学生的主体性和实践性的一
种方法。

李南玉《霞谷郑齐斗峻论荡平论》中并没有对郑齐斗的荡平论加
以哲学性解读、而是基于历史事实进行论述。和朴世采一样、他提出
以国王为中心的皇极荡平说、只不过两者在人事方面有所差异。与朴
世采强烈的调剂保合的要素不同、郑齐斗批判宋朝孝宗晚年所实行的
毫无区分的和平政治、主张朱熹的思想。郑齐斗的荡平论有以下几个
特征。首先、朝鲜后期朋党之争日益严重。第二、郑齐斗的荡平即为
峻论荡平。第三、国王通过建极强调国王的重要性。第四、通过诸葛
亮出师表中“宫中府中一体”来强调任命大臣的重要性。第五、国王应
该至公无私、赏罚分明、任用贤德之人。第六、要努力钻研圣人之学。
第七、改革并非一天两天的事、要逐步推进。

与郑齐斗弟子相关的论文共四篇。金东民的《沈大允春秋四传续
传的非性理学解读》中也记述了沈大允的经学等相关内容。张秉汉每
年都会发表有关沈大允的一些研究。郑寅普认为近代的学者中、李瀷
和安鼎福在历史学方面最有建树、丁若镛的政治学尤其突出。但是沈
大允一直坚守孤独、虽然一时名声大噪却也被日益掩盖了。……某章
节曾如此表述“但是公正地讲、准确的意思和出色的解释是三韩(三韓 
朝鲜)经学在很多学说中得以出彩的亮点所在”、这表明学者要在经学
研究中构建自己的领域。金东民评论到：分析沈大允的《春秋四傳续
傳》、可以找到朝鲜朝春秋学的新方向。打破以性理学为基础的朝鲜
朝春秋学坚固的框架、试图以一种摆脱性理学的方式理解春秋学、这
是一种挑战和尝试。概括来说、沈大允的春秋解说、从原有的性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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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中走出、重新评判春秋的特点。通过对性理学解说的批判以及解
释方法论的差别化、以接近春秋学的真实模样。

千秉敦的《月岩·李匡吕的心论》与2016年度发表的《初期霞谷学
派的霞谷学思维》和《从霞谷学观点解读李匡臣和李匡吕思想》两篇
论文的主题有一定的相关性。论者通过后人流传下来的手抄本分析了
李匡吕的心论思想。论者注意到手抄本与成为文集总刊底本的木刻本
之间的不同、便是其对霞谷学的实心论证有很多。论者在本论文中区
分了实心、心、习心、本心和平常之心并展开论述。

李庆龙发表了两篇有关江华学派的论文。《李匡师的体仁学习和
心即性主张》、《李匡臣随事静察心理心学宗旨和霞谷｢浩然章｣解读
的继承》这两篇论文分别是关于李匡师(1705-1777)和李匡臣(1700-
1744)的研究。李匡师是著名的文笔大家和书法家。李匡臣在郑齐斗
及其儿子郑厚一手下修学、并研修心学。沈錥和李震炳仔细勘对了郑
齐斗的遗稿并编纂了《遗事补遗》一书。

李庆龙认为、研究李匡师的学术思想主要有两个学术环节。首先
是在他31岁时候就公开的修养学习思想。其次是在晚年、在他教授儿
子修养学习的同时、还提出了心即性的内容。一方面、其学术思想可
以从其与兄弟的学术关系和霞谷学的学术关系中体现。兄弟间的学术
评论有李匡泰、 李匡赞、李匡臣等的评论。当时他们都理解霞谷学
的心学理论。李匡赞与李匡师积极进行启发心身的修养学习、希望可
以把佛教和道教融会贯通。李匡臣认为心学的修养学习太高、是一种
倒退到朱子学洞察学习上的体现、并排斥其为异教。

李匡臣的学术思想宗旨是随事随物精察心理(译者注：遇到任何事
物都能精察其内在的规律、发现其本来的良知)。他的思想继承并发
展了郑齐斗及其儿子郑厚一的思想。阳明学认为世事的磨练和随事随
物的处事方式并非让人一无所获。从心学立场来看、精察心理被称
作是一种至善本性和修养性学习。精察心理的宗旨是为解决当时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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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和中国学界的纣王论辩而提出的方案。并且此宗旨包含自悟和悟
他两方面、可以说是比较圆满的佛教了。李匡臣的这一宗旨和郑齐斗

《定性文》的宗旨及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一致的。可以说是朝鲜学界的
一大学术成就。

2) 关于近现代阳明学(3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朴郑心 朴殷植的真我论解读 韩国哲学论文集 韩国哲学史研究会

2 李南玉 郑寅普的学术渊源及朝鲜学认识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

3 宋锡俊 道原柳承国和韩国阳明学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朴郑心因研究朴殷植思想而获得博士学位、同时也是骨干研究人
员。朴殷植作为朝鲜末期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学者、理论家、独立运
动家、倾尽毕生精力实践爱国主义精神。他曾担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第二代总统。朴郑心在《朴殷植的真我论》一文中、探究了真我论的
意义。“真我论”和强调主体历史性的沈采浩的“我”都是哲学上的重大
突破。因为用他者化的主体性是无法克服帝国主义的侵略、展望新生
活的。所以朴殷植的真我论有着重大意义、即他的思想既符合近代思
想、又超越近代思想。

李南玉在《郑寅普的学术渊源及朝鲜学认识》中较详细地阐述了
郑寅普的学术渊源及对朝鲜学的见解。郑寅普出生于朝鲜王朝末期、
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列强殖民时期、在朝鲜光复后去世。作为知识
分子和爱国志士、他用文字和实际行动践行了爱国爱民的精神。他生
活的时代是一直流传至朝鲜后期的传统学问和来自西方国家的新学问
之间的融合期。他与洪命憙、文一平、朴殷植、申采浩等进行沟通交
流。洪命憙是志同道合之人、郑寅普通过他得以与当时在日本和中国
各地学习新学问的知识分子们进行交流。特别是随着1930年朝鲜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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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展开、郑寅普便开始结合章炳麟学问中博学求是的思想主张。这
里所指的“博学求是”是“博学”“求是”相结合的概念、是指以霞谷学为
代表的朝鲜时代传统学问、并用章炳麟传来的中国新学的方法论重塑
体系化、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所产生的学问体系。随着1930年朝鲜学
运动的开展、郑寅普对体系化实学的概念和分类作为先行研究对后来
的实学研究者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锡俊是80年代以后明学研究的第一代正式学者、师从柳承国教
授、并接受其博士论文指导。他认为在韩国阳明学研究史上、柳承国
阳明学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他首次从思想史的观念勾勒出韩国阳明学
总体概况。柳承国认为自韩国阳明学传入以来、虽然在初期与程朱学
产生过矛盾、但是与天主教、开化思想等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为思想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从传统思想与异质思想间的
调和与媒介层面来看、阳明学可以调和异质思想的分歧。这是因为阳
明学具有如下特点：无论何时都不脱离现实、直视现实情况、并通过
先验性的良知进行了解和主观判断。 

3) 阳明学和性理学(5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李向俊 心即理的出现：-以｢存在的大连锁｣和｢拟人
化｣为中心 栗谷学研究 栗谷学会

2 金允经 19世纪朝鲜性理学界的阳明学批判现象-以
李震相和田愚的阳明学批判对比为中心 东洋哲学研究 东洋哲学研究会

3 姜保承 通过比较退溪和阳明的修养论 考察朝鲜阳
明学未扩散原因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韩国儒教学会

4 金世正 通过比较阳明学解读奇大升的修养论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5 金世正 从阳明心学的视觉解读奇大升的经世论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李向俊虽是韩国哲学专家、但是在积极活用西洋哲学的最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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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评论等方面也是非常著名的。《心即理的出现-「以存在的大连
锁」和「拟人化」为中心》也同样是其论著的一部分。论者以认知儒
学为理论性框架展开论述。本论文的主题是在强调性即理朱子学派体
系的过程中、探究与李震相一脉相承的心即理主张现象是如何变为可
能的。为解决此疑问、他结合了韩国儒学史上出现的三个特征性场景
和多种认知性工具。他关注李滉的理发说中包含的上帝观念。18世纪
栗谷学派创造了称之为未发心体的哲学性造词和李震相的心即理、并
设定所谓「存在的大连锁」认知模型和被称之为「拟人化」的概念型
隐喻、以及与之相关的两种的映像图式即「上下图式」和「里外图
式」来作为认知性工具。一言以蔽之、“新儒学谈论的最大范畴拟人
化”现象产生于与新儒学词汇多样混合而成的结果、作为此现象的一
个事例出现的“心即理”便是这篇论文的核心主旨。此外这种变化的最
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把生命的根本性价值从超越性移至先验性的一个知
性旅程。

金允经是以江华阳明学派研究为基础、逐步扩大现今朝鲜时代阳
明学研究领域的一位研究学者。本论文《19世纪朝鲜性理学界的阳明
学批判现象-以李震相和田愚的阳明学批判对比为中心》便是此研究
成果中的一项。朝鲜性理学三代争论中以心说论争广为人知。此论争
的论据据说是继承李退溪的脉络、可谓是自负的寒州李震相所主张的
心即理的正式化。对此、田愚以朱子学的心性论为基础、主张心是气、
这和寒州学派、华西学派等伯仲难分。

金允经、李震相以及田愚的阳明学批判、都是立足于朱子道德原
理上的批判、从这点来看、这是大家的共通点。但是、在如何理解心
灵主宰性这一点上、大家是有差异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共通点在于
批判之处都为阳明学中认为道理只能在心中找到、心在理的前面。所
以李震相和田愚重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学习、批判阳明学浸入事物、
而把原来一以贯通的理内外分离的道理。但是关于心的属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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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震相和田愚的阳明学批判存在差异。为了确保朱子学的伦理中道德
层面上的能动性、李震相一边主张心即理、一边也认可王阳明对于天
理的发现。反之、田愚批判李震相的伦理和起因、认为心即理是完全
错误的、是和阳明学相同的见解。

姜保承的论文是以对比退溪学和阳明学这一耳熟能详的比较性主
题来进行的。在本论文《通过比较退溪和阳明的修养论考察朝鲜阳明
学未扩散原因》中、论者举出两个原因来阐述阳明学在朝鲜未得到发
展的理由。一是李滉批判阳明学无视明善阶段、二是李滉修养论的实
践性和阳明学类似。即阳明学强调良知、省略明善的阶段、并疏忽格
物穷理的客观知识探求、这一系列的观点受到了退溪的排斥。另一方
面退溪认为主体的道德本性可以和阳明提出的良知相提并论、并且居
敬贯穿修养论和以致良知贯穿修养是相类似的。此外从退溪强调日常
生活中的实践以及阳明也强调在日常之事上应多磨练和马上实践等方
面中、便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性。所以在当代朝鲜学界中、
退溪一方面在知的层面上否定阳明学、另一方面在行的层面上则和阳
明学有相似性。因此从结果上来看、我们可以得出、退溪学并没有完
全感受到阳明学的必要性。

金世正作为一位十分有前途的阳明学研究者、一直从阳明学的生
态学立场出发进行研究。最近他从朝鲜性理学的比较性视角进行了阳
明学的研究。《通过比较阳明心学解读奇大升的修养论》和《从阳明
心学的视角解读奇大升的经世论》都是运用奇大升的学术思想和阳明
学的比较性文字、以修养论和经世论为中心展开论述。根据金世正的
论述、奇大升的理气心性论和阳明学是有差异的。高峰学重视普遍性
的理而不是拥有理和心的人类个体主体性的心、另外它也受限于良知
以及揭露非本体的普遍性的理在道德上的情感作用。因此受到此局限、
仍然可以完整保存此理的人、绝不是一般人而是圣人。尽管如此、除
了这些差异以外、也有相类似的层面。即是在修养论的层面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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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仅限于“读书穷理”、格物也可定义为“遇事处其当否”或“为善去
恶”。这可以算得上重视中道和权道的层面。另外、在经世论的层面、
可先安民、后教化。与教化百姓相比、安民、养育为先的奇大升思想
和王守仁的亲民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3. 主要论文分析及评论

韩国阳明学的首要话题就是关于韩国阳明学的独立性、固有性如何的
问题。这和讨论朝鲜性理学时提出的韩国性理学的独立性、固有性问
题、其实质是一样的。因为无论性理学还是阳明学都是从中国传过来
的。

宋锡俊在《道原柳承国和韩国阳明学》中介绍了柳承国先生在韩
国阳明学研究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意义。只要详细研究便可以发现所有
关于韩国阳明学的论者的见解。而宋锡俊本人作为八十年代韩国阳明
学研究的第一代研究人员、已经对阳明学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研究。

他对八十年代的阳明学研究进行了如下概括。“韩国对阳明学派的
研究始于1930年；1933年郑寅普在东亚日报连载了《朝鲜阳明学派》
一文；四年后的1937年李能和在《青丘学》上发表了《朝鲜儒界之阳
明学派》”…… 20余年后的1953年、日本人高桥亨在朝鲜学报上发
表了《朝鲜阳明学派》；1971年阿部吉雄亲自执笔“日本阳明学大计”、
并介绍了阳明学入门篇里的朝鲜阳明学。……对朝鲜阳明学的详细研
究始于1955年李丙焘阳明学的传入与退溪。对阳明学的正式研究始于
1970年、其中尹南汉和柳明宗的研究资料尤为重要。

那么、宋锡俊是如何解读韩国思想史上阳明学的特征呢？首先他
关注的是阳明学与实学的相关性。即：中国清代以后出现的实学始于
批判宋明理学的观念、特别是明代末期阳明左派的空理空谈、因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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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批判对象是程朱理学而并非阳明学。当时、阳明学甚至沦为实学
的批判对象、不仅无法构建思想领域、而且当时的阳明学者们还受到
程朱学者们的压迫。可以说、这是韩国不同于中国的阳明学的特征之
一。

接下来通过阳明学的开化思想来论述阳明学与开化思想的相关性。
即：随着西学东渐、与开化思想相关的韩国阳明学逐步由守旧立场向
开化立场转变。以程朱理学为根基的守旧思想和与实学有关的开化思
想本是相互对立、不可调和、有所争论的、但却一直共存。从这个层
面来看、同一思想可以并存两个立场是韩国的阳明学所独有的特点。”

明代阳明学的弊端是以猖狂放恣为代表的名教的松弛和解体。传
统意义上、猖狂放恣被认为是阳明学的弊端、但是现代的研究者渐渐
意识到其对近代文明的萌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我们必须理解阳明学
的两层特点：强大的道德实践性和原有名教的解体。

宋锡俊认为中国阳明学开始于强大的道德实践性、却逐步走上名
教解体之路。韩国阳明学的特点是没有走到名教解体之路、并以强大
的道德实践性为中心继续发展。这里当然也包含对阳明左派空理论中
不切实际的猖狂放恣的否定理解。

现代韩国阳明学研究者们大都赞同宋锡俊的立场。上面我们曾分
析过姜保承《通过比较退溪和阳明的修养论 考察朝鲜阳明学未扩散
原因》一文、当时作者分析阳明学在朝鲜未能得到发展的原因的同时、
还着重关注阳明学的道德实践性。即阳明学重视主体的道德本性、强
调事上磨炼(译者注：通过具体事情来实现克治之功)的平常性、以及
立刻实践的重要性。因为这与退溪性理学中重视道德实践的思想相重
合、所以在朝鲜时代、阳明学并不是很受欢迎。

以上立场与下面的共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共性是指韩国阳明
学泰斗级人物郑齐斗的阳明学与以阳明学再评价为基础的朴殷植、郑
寅普所关注的阳明学之间的共性。即强大的道德实践、爱国家爱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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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心实学的学问观。中国的阳明学注重名教的解体、但是韩国郑齐斗
强调道德实践、并固守名教的立场。

这些立场自然都与以退溪学为代表的朝鲜性理学的实践性有关、
并可以采用郑齐斗“朱王和会”式的立场来解释。黄仁宇《依朱王二元
次构造的霞谷的【中庸】解说》中曾介绍道“对霞谷的研究大多数是
在阳明学层面实现的、但也有学者认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要素是共存
的。郑寅普把霞谷的学问称为阳朱阴王、尹南汉则认为 “程朱学与阳
明学是统一的”、李相浩则认为是朱王和会论。”

关于如何定性郑齐斗的阳明学这个问题、不仅是现代学者们关心
的问题、也是霞谷先生百年之后的弟子们所关心的问题。在《李匡师
的体仁学习和心即性主张》一文中、李庆龙针对李匡师的墓志文展开
论述。受教于李匡师的李匡吕认为在李匡师的墓志文中、他推崇郑齐
斗的哲学思想。李匡师并不接受王阳明的致良知主张、而郑齐斗先生
是推崇王阳明主张的。在李匡吕看来、李匡师对于郑齐斗和王阳明是
持有不同看法的。其实因为卷入党争、朝鲜学界早就将阳明学视为异
端。李匡师虽然表面上也排斥阳明学、但李匡师也认为有必要对霞谷
学与阳明学进行区分。换句话说、他是要强调霞谷学和朝鲜心学与明
朝的阳明学是有不同之处的。

那么不同之处是什么呢？李庆龙的主张如下。王阳明通过道教的
内丹修炼功法来觉知身心、并教文人如何静坐。但是为了避免人们误
以为静坐或内丹修炼是异端学术、以后就不再公然地教授他人。后来
权宜之计就是把这些修炼归结为良知、良知则被解释为身心之理、但
却没有进一步强调程明道主张的天地之心即理的思想。由此可见王阳
明重在阐述良知是人心的本性。但是霞谷先生把道教和佛教的元神结
合为世间人类的仁义德行、并设定成兴旺的生辰真理。因为生辰的本
性和变性、存省学术主张点拨生辰性理、启发他人。因此王阳明的良
知主张身心休憩、而霞谷先生则主张身心和成体都要存省。阳明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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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身心良知、霞谷学则强调仁爱之心。霞谷先生所主张的胜过朝鲜性
理学的理气论以及道教的精气神、甚至超过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和王
阳明的致良知。北宋时期、程明道和邵康节等人主张发展天地之心的
人体存省主张。存省宗旨不局限于王阳明主张的身心良知、或是致良
知和静坐学习、还包含了北宋时期程明道德求仁、定性书的动静皆定
的修养学习等学术宗旨。因此存省宗旨是霞谷先生的心学体系中十分
独到的见解。这就是李匡吕从李匡师祭文中所得到的有益启示。由此
可以看出李匡师不赞成王阳明致良知的原因是因为在霞谷郑齐斗的心
学中所倡导的存省宗旨超过了王阳明的良知。李匡赞和李匡师作为霞
谷学的一员、接受霞谷先生的晚年教导、对霞谷学和阳明学加以了区
分。

如果说李庆龙认为阳明学侧重致良知的话、那么霞谷学则强调仁
爱思想。如何评价李庆龙的这一思想呢？恐怕也要分为赞同者和反对
者两类了。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都能拿出足够的证据来维
护自己的主张。可问题在于这两大类的主张是冲突的。李庆龙的见解
介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分界线上、给人一种走钢丝的感觉。就像在界
定霞谷学的时候、朱王友好的立场一样。

4. 评价与展望

韩国阳明学论文2014年度8篇、2015年度12篇、2016年度15篇、2017
年度16篇、呈持续增长趋势。这从韩国阳明学研究立场来看是很鼓舞
人心的。

2017年度论文总篇数虽有所增加、但是引领现代韩国国内阳明学
研究的资深研究人员认为遇到内容充实的论文才是一件振奋人心的
事。但是一年期间刊登在主要学术杂志上的韩国阳明学相关的论文篇



148   第2编 韩国儒学

数不过11篇(不包括性理学相关的论文)、从这一点来看也如实透漏了
阳明学在朝鲜儒学史中所占的比重。

日后为促进朝鲜阳明学研究、挖掘新的阳明学者及探索新的阳明
学主题、进而扩大阳明学研讨范围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工作。事实上这
一点在去年也曾提出过。但是这项工作的最大障碍就是文献存在制约
性。这方面也需要研究学者持续关注和不断加以完善。

在2017年度发表的论文中、关于朝鲜性理学和阳明学的对比性论
文比较引人瞩目。特别是有一部分论文为更好理解提供了基础。这在
确立朝鲜性理学的固有性及阳明学的独立性方面都很重要。从这一意
义来看、2017年度发表的论文中首屈一指的便是李向俊的《心即理的
出现：-以“存在”的纽带和“拟人化”为中心》。虽然笔者并不完全同意
作者的主张、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试图通过阐明朝鲜性理学的发展
变化、来展现心学现象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