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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本报告书是“2017年韩国学术界儒教研究成果分析与展望”的一部分、
综合分析了2017年韩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中关于

“韩国实学”的研究。具体而言、收集了2017年一年间发表的关于韩国
实学的论文的目录、按人类和主题进行了分类、对其中几篇主要的论
文进行了说明和批评、并简略谈及了对未来展望。论文检索限定于登
录于韩国研究财团的学术期刊中发表的论文、主要运用了RISS(学术研
究信息服务)等数据库提供的检索功能。

2017年登载于韩国主要学术期刊的关于实学的一般论文约52篇、
博士学位论文6篇、共58篇。为了能够一目了然地把握所有的论文、
本报告书大致将论文题目按照两种分类方式进行了区分。第一、按人
物分类；第二、按主题分类。在按人物分类中、按照柳馨远、星湖学
派、北学派、实学的集大成者丁若镛、崔汉绮、其它的顺序进行了分
类。在按主题分类中、依次按照经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其它进行

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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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人物分类

如将关于韩国实学的论文按照学派区分、关于柳馨远的10篇、星湖学
派3篇、北学派4篇、茶山31篇、惠岗2篇、其它人物与主题大约8篇。
与前一年一样、关于茶山的论文最多；关于北学派和星湖学派、崔汉
绮的研究虽然不多、但依然持续不断、今年集中展望柳馨远的学问世
界的研究受到了注目。另外、今年出现的将丁若镛学问与越南儒学者
黎贵惇进行比较的特辑是十分特异的。

1) 柳馨远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万振超
Wan, Zhen-chao

17世纪韩中实学者的教育改革案
比较—以柳馨远和黄宗羲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 33卷 韩国实学学会

2 林荧泽
Lim, Hyung-teak

17世纪的文明危急意识与实学—
磻溪柳馨远文集发刊之际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3 郑求福
Jeong, Gubok 磻溪柳馨远的学问世界与其影响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4 Kim, Seung Dae 磻溪柳馨远的家戒分析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5 Yang, Seung-mok 磻溪柳馨远的抄象—对其生平记
录的洞察性理解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6 Chung, Yong-gun
磻溪柳馨远的历史意识与东国史
叙述构想—以<磻溪杂藁>所载记
录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7 Son, Hye-ri 磻溪柳眼中的明清更替与明遗民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8 Cho, Hae-sug 关于磻溪柳馨远的时调汉译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9 Jeong, Seong Hee 磻溪经世学的继承与科举改革论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10 Lee, Dong-hee 扶安地区磻溪柳馨远文物保存与
地域文化活性化方案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2017年发刊了从整体上、多种视角阐明朝鲜后期显学柳馨远之学
问的特辑。其中包括了试图在17世纪的文明危急意识中寻找实学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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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意义、并阐明柳馨远的研究、考察柳馨远的整体学问及影响的研究、
叙述柳馨远之历史意识及韩国历史的研究、科举改革论、与黄宗羲之
教育改革论的比较以及对肖像与家戒分析等多种研究、从多种视角对
磻溪的思想和学术进行了综合性探讨。

2) 星湖学派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Choi, Jeong Yeon 
关于星湖李瀷受容脑囊说之方
式的探讨—以星湖的四七说与
<主制群征>的脑囊说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 33卷 韩国实学学会

2 崔廷准
Choi, Jeong Jun

基于实学与科学的星湖李瀷的
缝针六合理论—关于《易经疾
书》“先甲后甲”、“先庚后庚”
的解释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3 Shin, Chae-yong 通过<星湖全集>的暮道文字看
李瀷的南人义理

朝鲜时代史学报 80
卷

朝鲜时代史学
会

关于星湖李瀷的论文共3篇、其中包括将讨论星湖与西学的关联性
时研究的脑囊说结合其四七论进行研究的论文、分析星湖易学的论
文、分析星湖之南人道统的论文。

3) 北学派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Lee, Hyun-Sik 对<热河日记·审势篇>、清朝学
术与思想的谈论 东方学志 第181辑 延世大学 

国学研究院

2 Lee, Kyungku
Lee, Yeaann

中华解体的两条路—洪大容与三
田玄白的比较研究 韩国实学研究 33卷 韩 国 实 学 学

会

3 Park, Hyunkyu 对于湛轩洪大容画像种类与定
本的选定 韩国实学研究 33卷 韩 国 实 学 学

会

4 Hyun, an-ok 朴趾源<烟湘阁选本>的改作样
象与意义 博士论文 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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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学派的论文共4篇、其中关于洪大容的有2篇、关于朴趾源
的有2篇。就洪大容而言、1篇就中华的解体问题与日本学者进行了比
较、另1篇是关于其画像的。就朴趾源而言、其中一篇通过《热河日
记》讨论了与当时清朝学术的相关性、另外1篇是以对《燕岩集》的
文献学考察为主题的博士论文。

4) 丁若镛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Hoang, Minh Quan 

In i t ia l  research on Tasan 
Jeong Yak-Yong`s attitude of 
Zhu Xi`s learning through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an 
classics : The case of Daxue 
Gongyi(大学公议)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2 Kim, Young-woo 黎贵惇与丁若镛的政治思想比较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3 Jeon, Sung-kun 黎贵惇的气学与丁若镛的上帝学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4 Chung, So-yi 黎贵惇的<大学解>与丁若镛的<大
学公议>解释比较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5 方仁
Bang, In 茶山的两互作卦法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6 Kim, Pyoung-won 丁若镛设计的举重机与辘轳的用
途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7 朴锡武
Park, Seok-moo

朝鲜实学思想的趋势：从栗谷到
茶山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8 Kim, Tae Yeong <经世遗表>的“新我旧邦论”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9 赵诚乙
Cho, Sung-eul <经世遗表>研究的问题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0 金文植
Kim, Moon-sik 茶山丁若镛的人才选拨论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1 白敏祯
Baek, Min-jeong

<经世遗表>与丁若镛的统治论：
以身份秩序与礼治为中心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2 Kim, Seon-hee 茶山丁若镛的儒家公共世界的计
划：以<经世遗表>为中心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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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3 Jeon, Sung-kun 茶山丁若镛的经学与<经世遗表>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4 Jeon, Sang-wuk 通过<牧民心书>看茶山丁若镛的
民库运营改善案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5 Kim, Pyoung Won 丁若镛设计的游衡车：其原理与
使用方法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16 吴寿禄
Oh, Su Rok 对茶山丁若镛实践德论的考察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 69卷 韩国儒教学会

17 徐根植
Seo, Geun-sik

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学的成
立过程(Ⅲ)—从李瀷、慎后聃易学
到茶山易学

韩国哲学论
集 53卷 韩国哲学史研究会

18 Kim, Hyea-ryeon 从民族主义观点对茶山学的考察 东西哲学研
究 85卷 韩国东西哲学会

19 Lee, Byeong-yu 丁若镛的<四礼家式>与家礼认识：
以与<朱子家礼>的比较为中心

朝鲜时代史
学报 83卷 朝鲜时代史学会

20 Jeong, Ho-hun 朝鲜后期新的国家构想的传统与<
经世遗表>

东方学志 第
180辑

延世大学 国学研
究院

21 Kim, Yong-heum 通过<经世遗表>看福祉国家的传
统

东方学志
第180辑

延世大学 国学研
究院

22 Kim, Seonhee 近代转换期茶山著述的出版与承
认

东方学志
第180辑

延世大学 国学研
究院

23 Kim, Tae Heui 茶山丁若镛的君主论与<经世遗表> 东方学志
第181辑

延世大学 国学研
究院

24 白敏祯
Baek, Min-jeong

<钦钦新书>中反映的茶山儒教裁
判原则与规范—对<经史要义>的
法理分析根据与意义的再探讨

大东文化研
究 99卷

成均馆大学 大东
文化研究院

25 Jung, Min 茶山<备御考>的行迹 大东文化研
究 99卷

成均馆大学 大东
文化研究院

26 Ko, Seung-hwan 茶山丁若镛忠恕论的再解释—与
修养论的整合性探究

哲学论集
第49卷

西江大学 哲学研
究所

27 Lee, Jin Hyong 茶山丁若镛的乡村社会认识与改
革构想 博士论文 延世大学

28 Kim, Man Soo 丁若镛的为民变通思想 博士论文 岭南大学

29 Hwang, Min‐sun 茶山丁若镛的园林诗研究 博士论文 全南大学

30 Lee, Jungsuk 茶山丁若镛的婚礼观研究 博士论文 圆光大学

31 Park, Chang-Sik 丁若镛、戴震、荻生徂徕的脱朱
子学道德哲学比较研究 博士论文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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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丁若镛的研究最多、共31篇、其中、哲学领域9篇、经学5篇、
经世14篇、文学1篇、其它3篇。与前一年一样、研究成果数量最多、
研究领域也十分多样。其特征在于集中将《经世遗表》与越南儒学家
黎贵惇进行了比较和阐明。

5) 崔汉绮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蔡振丰
Chen-feng Tsai

东亚实学中的形而上学—以方以
智、崔汉绮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2 Lee, In-hwa 崔汉绮气学体系中的人类、人民、
天下人 阳明学 48卷 韩国阳明学会

研究崔汉绮的论文共2篇、其中1篇通过与方以智的比较探讨了实
学的形而上学；另外1篇则探讨了气学体系中出现的人类观。

6) 其它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Lee, Hun-chang 近世实学的先驱者、实践家金堉
(1580-1658)

韩国实学研究
33卷 韩国实学学会

2 Nguyen, Tai Dong 黎貴惇的改革精神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3 Ham, Young-dae 黎贵惇<圣模贤范录>中的孟子解释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
财团

4 具万玉
Koo, Mhan-ock

通过<四沿考>与<道路考>看申景
浚的潮汐说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5 金东敏
Kim, Dong Min

沈大允<春秋四传续传>的脱性理学
<春秋>理解

韩国哲学论集
52卷

韩国哲学史研
究会

6 宣芝秀
Sun, Ji-su

伊藤仁斋的实学—多元性和日常性
的思想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7 宋载邵
Song, Jae-So 18世纪越南与朝鲜的学问动向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

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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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8 赵诚乙
Cho, Sung-eul 西陂柳僖的生涯与学问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关于“其它”一类的人物或主题的论文共8篇。其中、讨论了涉及了
金堉和柳僖的学问、越南学者黎贵惇的学问、18世纪朝鲜和越南的学
术动向、日本学者伊藤仁斋的实学精神、申景浚的科学思想以及申大
允对于《春秋》的理解。

3. 按主题分类

如果按照主题分类、关于经学的论文9篇、哲学领域19篇、政治与经
济领域15篇、其它领域6篇。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实学的哲学与思想、
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研究比较多。关于经学的研究数量与前一年基本保
持了一致。

1) 经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崔廷准
Choi, Jeong Jun

基于实学与科学的星湖李瀷的缝针
六合理论—关于《易经疾书》“先
甲后甲”、“先庚后庚”的解释

韩 国 实 学 研
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2 Chung, So-yi 黎贵惇的<大学解>与丁若镛的<大
学公议>解释比较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3 方仁
Bang, In 茶山的两互作卦法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4 Jeon, Sung-kun 茶山丁若镛的经学与<经世遗表>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团

5 金东敏
Kim, Dong Min

沈大允<春秋四传续传>的脱性理学
<春秋>理解

韩 国 哲 学 论
集 52卷 韩国哲学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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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6 徐根植
Seo, Geun-sik

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学的成立
过程(Ⅲ)—从李瀷、慎后聃易学到
茶山易学

韩 国 哲 学 论
集 53卷 韩国哲学史研究会

7 Lee, Byeong-yu 丁若镛的<四礼家式>与家礼认识：
以与<朱子家礼>的比较为中心

朝 鲜 时 代 史
学报 83卷 朝鲜时代史学会

关于经学的论文共7篇、其中易学领域3篇、《春秋》1篇、《大
学》1篇、礼学1篇、茶山经学与《经世遗表》1篇。继前一年之后、
关于易学的论文一直较多、星湖易学1篇、茶山1篇、星湖与茶山之相
关性1篇。时隔许久、发表了1篇关于沈大允《春秋》的论文。除了星
湖和沈大允之外、关于茶山经学的论文最多、共5篇。

2) 哲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Choi, Jeong Yeon 
关于星湖李瀷受容脑囊说之方式
的探讨—以星湖的四七说与<主制
群征>的脑囊说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 
33卷 韩国实学学会

2 Lee, Kyungku
Lee, Yeaann

中华解体的两条路—洪大容与三
田玄白的比较研究

韩国实学研究 
33卷 韩国实学学会

3 郑求福
Jeong, Gubok 磻溪柳馨远的学问世界与其影响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4 蔡振丰
Chen-feng Tsai

东亚实学中的形而上学—以方以
智、崔汉绮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5 宣芝秀
Sun, Ji-su

伊藤仁斋的实学—多元性和日常
性的思想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6 具万玉
Koo, Mhan-ock

通过<四沿考>与<道路考>看申景
浚的潮汐说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7 宋载邵
Song, Jae-So 18世纪越南与朝鲜的学问动向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

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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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8 Hoang Minh Quan 

In i t ia l  research on Tasan 
Jeong Yak-Yong`s attitude of 
Zhu Xi`s learning through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an 
classics : The case of Daxue 
Gongyi(大学公议)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
财团

9 Jeon, Sung-kun 黎贵惇的气学与丁若镛的上帝学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
财团

10 Ham, Young-dae 黎贵惇<圣模贤范录>中的孟子解
释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

财团

11 朴锡武
Park, Seok-moo

朝鲜实学思想的趋势：从栗谷到
茶山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

财团

12 吴寿禄
Oh, Su Rok 对茶山丁若镛实践德论的考察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69卷 韩国儒教学会

13 Lee, In-hwa 崔汉绮气学体系中的人类、人民、
天下人 阳明学 48卷 韩国阳明学会

14 Lee, Hyun-Sik 对<热河日记·审势篇>、清朝学术
与思想的谈论

东方学志
第181辑

延世大学 国学
研究院

15 Ko, Seung-hwan 茶山丁若镛忠恕论的再解释—与
修养论的整合性探究

哲学论集
第49卷

西江大学 哲学
研究所

16 Park, Chang-Sik 丁若镛、戴震、荻生徂徕的脱朱子
学道德哲学比较研究 博士论文 韩国学中央研

究院

关于哲学的论文共16篇。其中突出的特征是关于茶山哲学思想的
论文6篇、其中包含了茶山与越南学者黎贵惇的比较。另外、对越南
儒学的阐明比较突出、其中、韩国学者关于黎贵惇孟子解释的论文1
篇、越南学者关于茶山《大学公议》的论文1篇、关于18世纪朝鲜和
越南学问动向的论文1篇。关于茶山、还提交了比较茶山、戴震、荻
生徂徕的博士论文。另外、还有通过比较崔汉绮与方以智、统合性地
考察了东亚实学中的形而上学的论文。通过将洪大容与日本学者进行
比较、讨论了中华主义的克服问题。由上可见、今年与其它国家学者
进行比较的研究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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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 经济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Kim, Young-woo 黎贵惇与丁若镛的政治思想比较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
团

2 Kim, Pyoung-won 丁若镛设计的举重机与辘轳的用途 茶山学 30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
团

3 Kim, Tae Yeong <经世遗表>的“新我旧邦论”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
团

4 赵诚乙
Cho, Sung-eul <经世遗表>研究的问题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

团

5 金文植
Kim, Moon-sik 茶山丁若镛的人才选拨论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

团

6 白敏祯
Baek, Min-jeong

<经世遗表>与丁若镛的统治论：以
身份秩序与礼治为中心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

团

7 Kim, Seon-hee 茶山丁若镛的儒家公共世界的计
划：以<经世遗表>为中心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

团

8 Jeon, Sang-wuk 通过<牧民心书>看茶山丁若镛的
民库运营改善案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

团

9 Kim, Pyoung Won 丁若镛设计的游衡车：其原理与使
用方法 茶山学 31卷 茶山学术文化财

团

10 Kim, Hyea-ryeon 从民族主义观点对茶山学的考察 东 西 哲 学 研
究 85卷 韩国东西哲学会

11 Jeong, Ho-hun 朝鲜后期新的国家构想的传统与<
经世遗表>

东方学志 第
180辑

延世大学 国学
研究院

12 Kim, Yong-heum 通过<经世遗表>看福祉国家的传
统

东方学志 第
180辑

延世大学 国学
研究院

13 Kim, Tae Heui 茶山丁若镛的君主论与<经世遗表> 东方学志 第
181辑

延世大学 国学
研究院

14 白敏祯
Baek, Min-jeong

<钦钦新书>中反映的茶山的儒教裁
判原则与规范—对<经史要义>的
法理分析根据与意义的再探讨

大 东 文 化 研
究 99卷

成均馆大学 大
东文化研究院

15 Jung, Min 茶山<备御考>的行迹 大 东 文 化 研
究 99卷

成均馆大学 大
东文化研究院

16 Nguyen, Tai Dong 黎貴惇的改革精神 韩 国 实 学 研
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17 Chung, Yong-gun
磻溪柳馨远的历史意识与东国史叙
述构想—以《磻溪杂藁》所载记录
为中心

韩 国 实 学 研
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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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8 Son, Hye-ri 磻溪柳眼中的明清更替与明遗民 韩 国 实 学 研
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19 Jeong, Seong Hee 磻溪经世学的继承与科举改革论 韩 国 实 学 研
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20 Lee, Jin Hyong 茶山丁若镛的乡村社会认识与改革
构想 博士论文 延世大学

21 Kim, Man Soo 丁若镛的为民变通思想 博士论文 岭南大学

22 Lee, Jungsuk 茶山丁若镛的婚礼观研究 博士论文 圆光大学

关于经世论的论文共22篇、涉及政治和经济等领域、与其它领域
相比、数量较多。其中突出的特征是关于丁若镛经世思想的论文最多、
尤其集中研究了《经世遗表》。其外、还发表了3篇关于茶山的博士
论文、关于越南儒学家黎贵惇的研究中也包含经世思想。另外、引人
注目的还有关于茶山的举重机、辘轳、运载重物的游衡车等论文。另
外、磻溪柳馨远实学特辑中也涉及了磻溪的经世论。

4) 其它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Shin, Chae-yong 通过<星湖全集>的暮道文字看李
瀷的南人义理

朝鲜时代史学报 
80卷

朝鲜时代史学
会

2 Lee, Hun-chang 近世实学的先驱者、实践家金堉
(1580-1658)

韩国实学研究
33卷 韩国实学学会

3 万振超
Wan, Zhen-chao

17世纪韩中实学者的教育改革案
比较—以柳馨远和黄宗羲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
33卷 韩国实学学会

4 林荧泽
Lim, Hyung-teak

17世纪的文明危急意识与实学—
磻溪柳馨远文集发刊之际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5 Kim, Seung Dae 磻溪柳馨远的家戒分析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6 Yang, Seung-mok 磻溪柳馨远的抄象—对其生平记
录的洞察性理解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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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7 Cho, Hae-sug 关于磻溪柳馨远的时调汉译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8 Lee, Dong-hee 扶安地区磻溪柳馨远文物保存与
地域文化活性化方案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9 Park, Hyunkyu 对于湛轩洪大容画像种类与定本
的选定

韩国实学研究
33卷 韩国实学学会

10 赵诚乙
Cho, Sung-eul 西陂柳僖的生涯与学问 韩国实学研究

34卷 韩国实学学会

11 Kim, Seonhee 近代转换期茶山著述的出版与承
认

东方学志
第180辑

延世大学
国学研究院

12 Hyun, an-ok 朴趾源<烟湘阁选本>的改作样象
与意义 博士论文 全北大

13 Hwang, Min‐sun 茶山丁若镛的园林诗研究 博士论文 全南大学

其它类的13篇论文中主要关注于茶山的著述出版、朴趾源的文集。
另外、期待关于柳馨远、金堉、柳僖等的研究能够拓展实学的外延范
围。

4. 主要论文分析与批判

2017年的学术期刊中关于实学的特辑由3个主题构成。其中《韩国实
学研究》第34卷中登载了“磻溪柳馨远与东亚初期实学”这一主题的特
辑。此特辑中共13派论文。《茶山学》30号中登载了比较越南学者
黎贵惇与丁若镛思想的特辑。另外、《茶山学》31号和《东方学志》
180辑中同时登载了集中阐明《经世遗表》的特辑。接下来将依次进行
考察。

“磻溪柳馨远与东亚初期实学”中、林荧泽在《17世纪的文明危急意
识与实学—磻溪柳馨远文集发刊之际》这一基调演讲中主张、在17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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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明清交替时期、一群学者将此诊断为文明的危机、并且他们为了提
出克服这种危机的方案而热衷于学术、最终形成了实学这一学风。林
荧泽还认为、属于这种学风第一时代的学者、在朝鲜为柳馨远、在中
国为顾炎武和黄宗羲、并将两者联系起来讨论了初期实学的学风。

其次、郑求福在基调演讲《磻溪柳馨远的学问世界与其影响》中
介绍到、柳馨远现传的两本著作中、《东国与地志》是关于韩国全国
各郡县之人文、地理的著述、另外一本是关于国家统治制度论的《磻
溪随录》26卷。他认为、《东国与地志》在朝鲜后期具有很强学术倾
向的历史地理学发展中发挥了中心作用；《磻溪随录》作为国家改革
方案、是对国家经营学这一学问领域的新开拓。他的历史地理学对生
于全罗道淳昌的申景浚(1712-1781)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国家经营学
被星湖李瀷(1681~1763)、茶山丁若镛(1762~1836)继承发展、并对安
鼎福(1712~1791)、洪启禧(1703~1771)等在学问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

Chung, Yong-gun在《磻溪柳馨远的历史意识与东国史叙述构
想—以<磻溪杂藁>所载记录为中心》中说道、柳馨远主张必须将朱熹
的《资治通鉴纲目》作为历史叙述的基准、并且在东国史叙述中提出

了“性理学义理论”这一基本原则。另外、还收录了研究多种领域的6篇
论文。

丁若镛的《经世遗表》同时以特辑的形式出现于《茶山学》31号
和《东方学志》180辑中。Kim, Tae Yeong 在《<经世遗表>的“新我
旧邦论”》中评价道、丁若镛在《经世遗表》中通过以强烈的王权政
治决断从根本上革新腐朽国家体制的变法、提出了能够“新我旧邦”的
政治改革论。

赵诚乙在《<经世遗表>研究的问题》中、将《经世遗表》研究中
的争论点整理为10条、并指出了日后应该解决的问题。

白敏祯在《<经世遗表>与丁若镛的统治论：以身份秩序与礼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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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中、分析了丁若镛构想的统治体制与构造的特征；认为丁若镛
强调符合于天理和人情的礼、主张施行符合依据上下贵贱等级的差等
化原理的统治体制。

Kim, Seon-hee在《茶山丁若镛的儒家公共世界的计划：以<经世
遗表>为中心》中讨论了丁若镛主张的君权与民权问题。Jeon, Sung-
kun在《茶山丁若镛的经学与<经世遗表>》中、从礼法和礼治的观点
考察了丁若镛经学方法论与经学的指向、并考察了这是如何在《经世
遗表》中体现的。他认为、《经世遗表》以《周礼》作为典范、是为

了符合自身时代的要求而作的、体现了茶山努力实现“新我旧邦”的计
划。

《东方学志》180辑中也登载了《经世遗表》的特辑。Jeong, 
Ho-hun在《朝鲜后期新的国家构想的传统与<经世遗表>》中认为、
丁若镛在《经世遗表》中继承《磻溪随录》的传统、构想出了新的国
家统治体制、并评价道、《经世遗表》中主张的土地制度改革是为了
改善当时的农业和农民所处的现实而提出的新计划。

Kim, Yong-heum在《通过<经世遗表>看福祉国家的传统》中、
主张改革当时紊乱的土地制度和还谷制度等、安定民生、提高百姓的
自治能力、以实现全面强化国家。他还评价说、茶山的这种想法并非
向往社会主义国家、也并非立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而
是当今所说的福祉国家。

Kim, Tae Heui在《茶山丁若镛的君主论与<经世遗表>》中说道、
<原牧>、<荡论>、<逸周书克殷篇辨>具有一惯性、按照顺序强调了
君主的起源与权力的正当性、君主交替的正当性与局限以及贤明的臣
子的重要性。《经世遗表》提出了君主所任与理想的君主样象、与前
三种论说所关注的焦点不同。他认为、《经世遗表》中虽然追求“皇
极”这一表达所指的具有强力君主和以君主为中心的官僚体制、但此
时的君主也并未脱离儒学所追求的理想的君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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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关于越南儒学家黎贵惇(1726-1784)的特辑。Nguyen, Tai 
Dong在“磻溪柳馨远与东亚初期实学”特辑中发表了《黎贵惇的改革
精神》一文。他主张黎贵惇不仅在上书中建议改革与治国制度相关的
儒学者选拔、官吏、国家政治经济、国民户籍等制度等、还提及了礼
和风俗。并且评价道、他的这种改革精神结合了仁治和法制、从根本
上促进了改革。

Kim, Young-woo在《黎贵惇与丁若镛的政治思想比较》中主张：
“黎贵惇与丁若镛政治思想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强调统治者的积极作用和
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但两者也具有不同点、即、丁若镛将心性论与统
治论相区分进行了讨论、而黎贵惇则不认可将心性论和统治论独立开
来进行讨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与统治者的道德修养相比、
黎贵惇更加重视事情的成果。丁若镛则在强调经世的重要性的同时、
还坚持经世的成功必须以为政者的道德实践为前提、并且这也是重要
的探究对象。”

Jeon, Sung-kun在《黎贵惇的气学与丁若镛的上帝学》中认
为:“黎贵惇从以象数学为基础的气哲学立场、试图运用推算、测量的
方式、对天文、地理、人事等加以整合性把握；而丁若镛则吸收训诂
学、性理学、考证学的优点、重新解释了六经四书、并将以此为根据
的改革方案为中心更新朝鲜王朝的国家体制。”还认为两者对天主学
的理解方式具有差异、“黎贵惇一方面试图以自己的理论使天主的起
源正当化、并且并不肯定轻视人伦的生活态度。相反、丁若镛则将天
主学转换为上帝学、对天主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Chung, So-yi在《黎贵惇的<大学解>与丁若镛的<大学公议>解释
比较》中认为、黎贵惇的《大学解》主要遵从了朱熹的《大学章句》、
但却将“致知”的“知”解释为良知、主要将孝悌者的主体视为君主、他
突出的特点在于十分排斥形而上学性解释；丁若镛的《大学公议》则
完全从朱熹的体制中脱离出来、除了格物致知以外、提出了以三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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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目为中心的新构想、试图以此理解《大学》本来的意义。
Ham, Young-dae在《黎贵惇<圣模贤范录>中的孟子解释》中主

张、黎贵惇虽然没有对《孟子》的核心内容提出明确的观点或者立场、
并且黎贵惇在对《孟子》的采录中并未十分注意体现《孟子》本身的
本质性质、只是将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按照主题分类并进行了筛选。”

另外、金东敏的《沈大允<春秋四传续传>的脱性理学<春秋>理
解》提供了一个了解朝鲜末期关于《春秋》的研究的好机会。

5. 评价与展望

关于朝鲜后期实学的研究论文共58篇、与前一年相比并未有大的变化。
从按人物分类的研究看、关于丁若镛的研究占了一多半、具有压倒之
势、这让人期待的同时也令人担忧。关于其他实学派人物的研究也持
续不断、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在按主题分类的研究中、对于哲学和
经世学的研究构成了其核心、关于经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持续不断。尤
其是2017年也出现了各种特辑、这就此年度的一大特征所在。这能够
打开从多种视角综合研究柳馨远、推动关于实学源流之学术研究的大
门。另外、从多角度对丁若镛《经世遗表》的阐明同时出现于两个学
术期刊中、可谓极大地促进了对茶山学问的总括性、深层理解。还有
集中阐明越南儒学者黎贵惇的特别研究成果。就以同时代的视角进行
实学研究的脉络而言、这可谓是令人振奋的。如同一切学问一样、应
将相应的学问置于其时代历史脉络中进行理解和解释。就此而言、期
待朝鲜实学能够从中国、越南、东亚乃至世界的视角进行阐明、同时、
日后也应继续进行与海外学者的比较研究。虽然偶有出现、但对于当
时的主流学问—性理学的深层研究仍然不足。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助于
促进对实学、性理学以及当时历史与思想的发展、所以期待日好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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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此方面的研究、另外、还应不断进行实学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关
于实学的时代性关联问题的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得到了发展、但深层
部分还有很多方面仍未揭明。期待日后不断出现从历史脉络或者从现
代意义理解实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