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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文综合地分析了2017年在韩国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与经学有关的研
究成果。本文的索引范围、包括韩国研究基金会(KCI)的登载期刊和登
载候补期刊。2017 年 1 月至 12 月一年间、发表在登载期刊和登载候
补期刊论文中、有27篇与经学相关。主要从论文内容是否以分析韩国、
中国、日本学者对儒教经典十三经的注释为主、来作为选定研究对象
的标准。这27篇论文目录详见下表。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东敏 沈大允《春秋四传续传》对《春秋》
的后理学视角解读

韩 国 哲 学 论
文集52

韩国哲学史研究协
会

2 金东敏 西陂柳僖《春秋括例分类》中体现的
《春秋》礼法分类的特点

韩 国 哲 学 论
文集54

韩国哲学史研究协
会

3 金东敏 朱子对《春秋》注解书的辩证性辩论 阳明学46 韩国阳明学学会

4 金东敏 朱子对《春秋》的解读及其特点 儒 教 思 想 文
化研究68 韩国儒教学学会

5 金世
绪利亚

从女性哲学的角度考察任允挚堂对《论
语》的理解

韩 国 女 性 哲
学28 韩国女性哲学学会

6 金容载 通过注释从解释学理解《论语》文本
[7-1]——以《述而》为例

东 方 哲 学 研
究89 东方哲学研究协会

7 金庾坤 《孝经》和《内则》解读中所体现的尹
鑴事亲之学的结构与特点 儒学研究40 忠南大学儒学研究

所

8 金仁圭
朝鲜王朝后期对《周礼》的接受与国
家礼——磻溪柳馨远的国家礼和《周
礼》观念

退 溪 学 论 文
集29 退溪学釜山研究院

9 金正觉 关于朱熹易学中道统的研究 泛韩哲学85 泛韩哲学学会

10 Kim,
Jo Young

关于《孟子要义》中出现的茶山的经学
观研究

汉 语 古 典 研
究35

韩国汉语古典学会
(原诚信汉语学会)

11 Moon, 
Chang Ho

关于九龙斋白凤来的经学考察——以
《大学》和《中庸》的关系为例 儒学研究38 忠南大学儒学研究

所

12 徐根植
星湖学派茶山丁若镛易学的创立过程
Ⅲ：从李瀷、慎后聃的易学到丁若镛的
易学

韩 国 哲 学 论
文集53

韩国哲学史研究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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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3 李殷镐 尹鑴读《洪范》及其特征 东 方 哲 学 研
究92 东方哲学研究协会

14 李昌壹
茶山丁若镛对周易解读方法理论体
系——以易理四法、三易、“读易要
旨”18则的关系为例

儒学研究41 忠南大学儒学研究
所

15 李昌壹
慎后聃解读《周易》的特征——比较
程朱易学、星湖易学、茶山易学的解
读

韩 国 哲 学 论
文集52

韩国哲学史研究协
会

16 林玉均 山鹿素行对《大学》的解读——以与
朱子的解读对比为例

东 方 哲 学 研
究89 东方哲学研究协会

17 林玉均 山鹿素行对《中庸》的解读——与朱子
对心性的解读对比

东 方 哲 学 研
究90 东方哲学研究协会

18 Im, Jae Kyu 吴澄解读《周易》的方法论 温知论丛51 温知学会

19 林宪圭 关于茶山丁若镛《论语》“学而”章与
“不知命”章注释的研究

东 方 古 典 研
究69 东方古典学会

20 田炳郁 朱子对《孟子·告子篇》中性善论的解
读

儒 教 思 想 文
化研究70 韩国儒教学学会

21 丁海王 关于丁若镛易学“再闰之卦”的研究 韩 国 民 族 文
化64

釜山大学 韩国民
族文化研究所

22 崔锡起 关于19世纪岭南学派《中庸》分节说
的研究

东 方 汉 语 学
研究46

东 方 汉 语 学 学 会
(原釜山汉语学会)

23 崔锡起 朝鲜王朝对《中庸》解读的子三分说
接收情况

韩 国 汉 语 学
研究65 韩国汉语学会

24 咸泳大 退溪李滉之前的孟学研究 大 东 汉 语 学
50 大东汉语学会

25 咸泳大 晩悔权得己的学术精神及《孟子僭疑》 韩 国 思 想 史
学55 韩国思想史学会

26 黄仁玉 朱·王二元结构下霞谷对《中庸》的解
读 泛韩哲学86 泛韩哲学学会

27 黄仁玉 从《周易》看花潭徐敬德的处世哲学 哲学论丛88 新韩哲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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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主要分为韩国、中国、日本儒学家来进行
分析。后者按照研究的原典进行分类、对与各原典相关8篇较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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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论文进行了评析。最后、对2017年经学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整
体评析、并简要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意见。

2. 按研究人物分类

27篇论文中、有23篇以原典的注解书为中心、来研究各学者的经学思
想。在将单名儒学家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有11篇研究的是韩国儒
学家、2篇与中国儒学家相关、2篇与日本儒学家相关。

1) 韩国儒学家

研究韩国儒学家的经学思想的11篇论文中、关于丁若镛(号茶山、
1762~1836)的论文数量最多、达5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Kim, Jo 
Young

关于《孟子要义》中出现的茶山的经
学观研究

汉语古典研究
35

韩国汉语古典学会
(原诚信汉语学会)

2 徐根植
星湖学派茶山丁若镛易学的创立过程
Ⅲ：从李瀷、慎后聃的易学到丁若镛
的易学

韩国哲学论文
集53

韩国哲学史研究协
会

3 李昌壹
茶山丁若镛对周易解读方法理论体
系——以易理四法、三易、“读易要
旨”18则的关系为例

儒学研究41 忠南大学儒学研究
所

4 林宪圭 关于茶山丁若镛《论语》“学而”章与
“不知命”章注释的研究

东方古典研究
69 东方古典学会

5 丁海王 关于丁若镛易学“再闰之卦”的研究 韩国民族文化
64

釜山大学 韩国民
族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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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为尹鑴(号白湖、1617~168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庾坤 《孝经》和《内则》解读中 所体现的
尹鑴事亲之学的结构与特点 儒学研究40 忠南大学儒学研究

所

2 李殷镐 尹鑴读《洪范》及其特征 东方哲学研究 92 东方哲学研究协会

研究以下人物的论文各1篇、共计9篇。按照人物的年代排序、分
别是徐敬德(号花潭、1489-1546)、权得己(号晩悔、1570-1622)、柳
馨远(号磻溪、1622-1673)、郑齐斗(号霞谷、1649-1736)、慎后聃(号
河滨、1702-1761)、白凤来(号九龙斋、1717-1799)、任允挚堂(1721-
1793)、柳僖(号西陂、1773-1837)、沈大允(号石桥、1806-1872)。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黄仁玉 从《周易》看花潭徐敬德的处世哲学 哲学论丛88 新韩哲学学会

2 咸泳大 晩悔权得己的学术精神及《孟子僭
疑》 韩国思想史学55 韩国思想史学会

3 金仁圭
朝鲜王朝后期对《周礼》的接受与国
家礼——磻溪柳馨远的国家礼和《周
礼》观念

退溪学论文集29 退溪学釜山研究院

4 黄仁玉 朱·王二元结构下霞谷对《中庸》的解
读 泛韩哲学86 泛韩哲学学会

5 李昌壹
慎后聃解读《周易》的特征——比较
程朱易学、星湖易学、茶山易学的解
读

韩国哲学论文集
52

韩国哲学史研究协
会

6 Moon, 
Chang Ho

关于九龙斋白凤来的经学考察——以
《大学》和《中庸》的关系为例 儒学研究38 忠南大学儒学研究

所

7 金世
绪利亚

从女性哲学的角度考察任允挚堂对
《论语》的理解 韩国女性哲学28 韩国女性哲学学会

8 金东敏 西陂柳僖《春秋括例分类》中体现的
《春秋》礼法分类的特点

韩国哲学论文集
54

韩国哲学史研究协
会

9 金东敏 沈大允《春秋四传续传》对《春秋》
的后理学视角解读

韩国哲学论文集
52

韩国哲学史研究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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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儒学家

研究中国儒学家的经学思想有关的论文共计5篇、其中关于朱熹(1130-
1200)的论文有4篇、关于吴澄(1249-1333)的论文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东敏 朱子对《春秋》注解书的辩证性辩论 阳明学46 韩国阳明学学会

2 金东敏 朱子对《春秋》的解读及其特点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8 韩国儒教学学会

3 金正觉 关于朱熹易学中道统的研究 泛韩哲学85 泛韩哲学学会

4 田炳郁 朱子对《孟子·告子篇》中性善论的解读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70 韩国儒教学学会

5 Im, 
Jae Kyu 吴澄解读《周易》的方法论 温知论丛51 温知学会

3) 日本儒学家

研究日本儒学家的经学思想的论文有2篇、均与山鹿素行(1622~1685)
相关。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林玉均 山鹿素行对《大学》的解读——以与朱
子的解读对比为例 东方哲学研究89 东方哲学研究协

会

2 林玉均 山鹿素行对《中庸》的解读——与朱子
对心性的解读对比 东方哲学研究90 东方哲学研究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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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题分类

本报告中的其他学科、按照主题分为经学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
政治及经济思想等进行讨论。而经学思想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因此按
照论文研究的原典进行分类。这27篇经学论文、都将经学原典作为研
究对象、其中与《易经》相关的研究数量最多、达7篇、与《孟子》
相关的研究4篇、与《中庸》相关的研究4篇、与《春秋》相关的研
究4篇、与《论语》相关的研究3篇、与《大学》相关的研究1篇、与

《尚书》相关的研究1篇、与《礼记》相关的研究1篇、与《周礼》相关
的研究1篇、另有1篇同时涉及《大学》和《中庸》。

1) 《易经》

与对《易经》的解读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黄仁玉 从《周易》看花潭徐敬德的处世哲学 哲学论丛88 新韩哲学学会

2 李昌壹 慎后聃解读《周易》的特征——比较程
朱易学、星湖易学、茶山易学的解读

韩国哲学论文集
52

韩国哲学史研究
协会

3 徐根植 星湖学派茶山丁若镛易学的创立过程Ⅲ：
从李瀷、慎后聃的易学到丁若镛的易学

韩国哲学论文集
53

韩国哲学史研究
协会

4 李昌壹
茶山丁若镛对周易解读方法理论体系——
以易理四法、三易、“读易要旨”18则的
关系为例

儒学研究41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5 丁海王 关于丁若镛易学“再闰之卦”的研究 韩国民族文化64 釜山大学 韩国民
族文化研究所

与对《易经》的解读相关、研究中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正觉 关于朱熹易学中道统的研究 泛韩哲学85 泛韩哲学学会

2 Im, 
Jae Kyu 吴澄解读《周易》的方法论 温知论丛51 温知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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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孟子》

与对《孟子》的解读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咸泳大 退溪李滉之前的孟学研究 大东汉语学50 大东汉语学会

2 咸泳大 晩悔权得己的学术精神及《孟子僭疑》 韩国思想史学
55 韩国思想史学会

3 Kim, 
Jo Young

关于《孟子要义》中出现的茶山的经学
观研究

汉语古典研究
35

韩国汉语古典学会
(原诚信汉语学会)

与对《孟子》的解读相关、研究中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田炳郁 朱子对《孟子·告子篇》中性善论的解读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70 韩国儒教学学会

3) 《中庸》

与对《中庸》的解读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黄仁玉 朱·王二元结构下霞谷对《中庸》的解读 泛韩哲学86 泛韩哲学学会

2 崔锡起 关于19世纪岭南学派《中庸》分节说的研
究

东方汉语学研究
46

东方汉语学学会
(原釜山汉语学会)

3 崔锡起 朝鲜王朝对《中庸》解读的子三分说接收
情况

韩国汉语学研究
65 韩国汉语学会

与对《中庸》的解读相关、对日本经学思想进行比较分析的论文
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林玉均 山鹿素行对《中庸》的解读——与朱子对
心性的解读对比 东方哲学研究90 东方哲学研究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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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春秋》

与对《春秋》的解读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东敏 西陂柳僖《春秋括例分类》中体现的《春
秋》礼法分类的特点

韩国哲学论文集
54

韩国哲学史研究
协会

2 金东敏 沈大允《春秋四传续传》对《春秋》的后
理学视角解读

韩国哲学论文集
52

韩国哲学史研究
协会

与对《春秋》的解读相关、对中国经学思想进行比较分析的论文
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东敏 朱子对《春秋》注解书的辩证性辩论 阳明学46 韩国阳明学学会

2 金东敏 朱子对《春秋》的解读及其特点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68 韩国儒教学学会

5) 《论语》

与对《论语》的解读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世
绪利亚

从女性哲学的角度考察任允挚堂对《论
语》的理解 韩国女性哲学28 韩国女性哲学学

会

2 林宪圭 关于茶山丁若镛《论语》“学而”章与“不
知命”章注释的研究 东方古典研究69 东方古典学会

与对《论语》的解读相关、研究中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容载 通过注释从解释学理解《论语》文本
[7-1]——以《述而》为例 东方哲学研究89 东方哲学研究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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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学》

与对《大学》的解读相关、研究日本经学思想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林玉均 山鹿素行对《大学》的解读——以与朱子
的解读对比为例 东方哲学研究89 东方哲学研究协

会

7) 《尚书》

与对《尚书》的解读相关、对韩国经学思想进行比较分析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李殷镐 尹鑴读《洪范》及其特征 东方哲学研究92 东方哲学研究协
会

8) 《礼记》

与对《礼记》的解读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情况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庾坤 《孝经》和《内则》解读中所体现的尹鑴
事亲之学的结构与特点 儒学研究40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9) 《周礼》

与对《周礼》的解读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仁圭
朝鲜王朝后期对《周礼》的接受与国家
礼——磻溪柳馨远的国家礼和《周礼》
观念

退溪学论文集29 退溪学釜山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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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

有1篇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涉及了《大学》和《中庸》。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Moon, 
Chang Ho

关于九龙斋白凤来的经学考察——以
《大学》和《中庸》的关系为例 儒学研究38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4. 主要论文分析及评析

1) 《易经》相关论文

与《易经》相关的论文、有李昌壹的《慎后聃解读<周易>的特征——
比较程朱易学、星湖易学、茶山易学解读》。作者在论文中、分析了
河滨慎后聃解读《周易》方法论的特征、以及慎后聃在朝鲜王朝易学
史的地位。作者认为、慎后聃解读《易经》的观念、与茶山丁若镛有
所联系。此外、慎后聃并非在程朱理学的框架下解读《易经》、而是
根据《易经》的内在逻辑、对其进行了有条理的解读。慎后聃通过研
究古经的筮例、得出《易经》的内在逻辑即是爻变论的结论。从思想
史的角度看、这个发现虽然与星湖学派解读《易经》的逻辑有些相似、
但依然可以说是慎后聃独创的发现。之后、慎后聃的这种观点被丁若
镛发现、虽然还无法明确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可以推测、他们都
是通过研究古经、以相同的研究方法来解读《易经》。慎后聃和丁若
镛解读《易经》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用一种权威的视角对其进
行解读、而是致力于探究如何还原《易经》的本貌。

2) 《孟子》相关论文

与《孟子》相关的论文、有咸泳大的《晩悔权得己的学术精神及<孟
子僭疑>》。作者在论文中写道、权得己经历宣祖、光海君和仁祖时



178   第2编 韩国儒学

代、是一位颇具良心、一丝不苟、探究本质的学者。作者的论文在先
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权得己的现实观念和王政思想、以及经学研究这
几个角度进行了展开、讨论了人生的意义以及解读《孟子》的不同视
角。权得己强调反身循理、探求本质、他不将次善当作善、一生致力
于追求至善。他强调要立足时宜、持有“遵守而治、复古而兴”的尚古
主义逻辑。作者还写道、权得己虽然大胆指出、政治决断和社会改革
是君主的责任、但他还是无法摆脱传统的名分论、认为有君臣之义在
身、那么臣子就应尽其本分。作者还写道、权得己认为、匹夫既无领
土也无子民、在现实政治中并无实力可言、因此断言革命是无法实现
的。

作者认为、往常都是从朱子学一贯的义理角度、来对《孟子》进
行解读、而权得己对《孟子》的解读视角则别具一格、他立足于文义、
义理、事证多个视角。权得己解读《孟子》时、致力还原原典的本义、
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也更具有信服力。

作者还写道、权得己的《孟子僭疑》丝毫未被朱子的观点拘束、
相反、他对《孟子》的解读思维相当活跃。他虽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
主义的观点、但在治理国家上、他依旧能在阅读经书原典时、将其与
当前社会的实用性相结合。可以看出、朝鲜王朝时期、朱子学教条化
之前、那些持有辩证视角的学者、对原典的研究还是相当有深度的。
作者认为、权得己对《孟子》的解读、视角比退溪李滉的《孟子释
义》更加丰富、观点也比沙溪金长生的《孟子辨疑》和尤庵宋时烈的

《孟子质疑疑义》更加不受拘束。
作者的结论是、权得己的《孟子僭疑》虽然称不上不上是面面俱

到的注解书、但他的研究、着实推进朝鲜王朝时期的原典解读走向更
加成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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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庸》相关论文

与《中庸》相关的论文、有林玉均的《山鹿素行对中庸的解读——与
朱子对心性的解读对比》。作者写道、山鹿素行从的观点、从朱子学
转变到自己所整理的圣学、他认为对心性的讨论、与圣人的教诲这二
者是对立的、要警惕陷入心性论。山鹿素行认为、圣人这门学问、不
是在心里钻研的、而是要在日常中实践圣人的教诲。

山鹿素行解读“中庸”的“中”和“庸”时、认为“中指的是不偏向某一
边、有分寸”、“庸指的是平生日常所用”、他反对在心智不成熟的情
况下就采取“中”的观念、认为在生活中举止有分寸、即是中庸。

作者认为、朱子和山鹿素行关于性的论点、最大的不同在于、朱
子将性看做一种道德原理、是仁义礼智、而山鹿素行则认为、性是人
感通后获得的一种认知能力。山鹿素行认为、不仅人和动物的认知能
力相去甚远、不同人的认知能力也各不相同、大体上人的认知能力可
分为三个层次。

作者论述道、山鹿素行将性重新定义为一种认知能力、并在此基
础上对朱子的“性即理”、“本然之性”、“性善论”进行了批判。山鹿素
行认为、性是心灵的认知能力、理是万物的道理、性是了解和掌握
理的工具、不能认为理就是性。山鹿素行明确地区分了人的认知能力
这个主体、即性、与认知对象这个客体、即万物之理、否定了朱子学

“性即理”的命题。
作者还论述道、山鹿素行反对朱子将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分开的

观点、他认为本然之性即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即为本然之性、本然
之性并非独立存在的。朱子认为性即理、即仁义礼智、因此自然而然
由此得出性善的结论。而山鹿素行认为、性是人感通后获得的一种认
知能力、性本身没有善恶、只不过是在准确了解对象时、称之为善、
无法准确把握时、称其不好。

作者的结论是、山鹿素行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圣学(古学)、并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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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关注点从朱子学的“心”转移至日常生活。与朱子将性看作道德能
力的观点不同、他将性重新定义为认知能力、对朱子学性即理、本然
之性、性善论等基本观点做出了批判。

4) 《春秋》相关论文

与《春秋》相关的论文、有金东敏的《朱子对<春秋>注解书的辩证性
辩论》。作者在论文中、分析了朱子对代表性《春秋》注解书的评
析、并论述了朱子所认为的合理解读《春秋》的方法。作者写道、朱
子对三传、程伊川、胡安国理论进行了评析、分别指出其中存在的问
题、强调了准确的注解书所具有的作用及意义。朱子认为、注解书有
两个基本作用、一是记录事实、一是从义理角度进行解读。他犀利地
指出了代表性的注解书中存在的问题、即许多注解书越过本分、对原
典进行过度、毫无依据的解读、未能正确发掘出《春秋》背后孔子真
正想表达的思想、未能准确把握其主要观点、歪曲了《春秋》的本义。
最后、作者评价道、朱子提出了正确解读《春秋》的方法、并为研究

《春秋》提供了合理的方向、从学术史角度看、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5) 《论语》相关论文

与《论语》相关的论文、有金世绪利亚的《从女性哲学的角度考察任
允挚堂对<论语>的理解》。作者从结构和内容上、对任允挚堂引用

《论语》的特征进行了整理。首先、从结构上来看、允挚堂在引用《论
语》时、并不是整段摘录全文、只是对部分相关语句进行引用、再加
上自己的解读。这种对《论语》的摘录和理解脉络、非对《论语》全
文进行注解、而是引用自己想表达的观点。此外、允挚堂解读儒家原
典时、批判了从字面理解的解读方法、主张深度发掘文本。作者认为、
任允挚堂解读的意义、不仅在于我们能够了解迄今为止女性在传统儒
教社会都掌握哪些知识、这些价值是否比男性的学问更有价值、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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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我们了解、这些女性是如何获得知识、女性的知识有何特点、女
性和男性知识产生的作用有何差异。

作者认为、允挚堂引用《论语》、从内容上看有这样几个特点、一
是涉及女子也可成为圣人的依据、一是根据生活的经验、观察实际、
来积累自己的知识。例如、从性理学角度“理一分殊”的脉络、来解读

《论语》的“克己复礼”和“一以贯之”、拓展到圣人与凡人的同类意识、
从而提出女子也可成为圣人的观点。

6) 《尚书》相关论文

与《尚书》相关的论文、有李殷镐的《尹鑴读<洪范>及其特征》。朝
鲜王朝的性理学、以四书为中心、而白湖尹鑴则对以六书为主的孔子
时代经学颇有造诣、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经学大家。在论文中、作
者评价道、尹鑴是试图突破朝鲜王朝性理学界限的先驱者、从尹鑴的

《洪范经传通义》可以看出他沿袭了《朱子语类》等展现朱子读经的经
书、致力于“以经解经”。

他尤其关注九疇的运用、几乎搜索了所有典籍中的旧注释。作者
评价道、尹鑴旁征博引典籍来分析《洪范》、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
进一步补充了《书集传》解读所具有的局限及不足之处、还将朝鲜王
朝的经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7) 《周礼》相关论文

与《周礼》相关的论文、有金仁圭的《朝鲜王朝后期对<周礼>的接受
与国家礼——磻溪柳馨远的国家礼和<周礼>观念》。作者写道、柳馨
远是实学的鼻祖、著有《磻溪隧录》、试图根据《周礼》的概念、建
立新的朝鲜王朝社会。作者将柳馨远《磻溪隧录》的著书背景整理为
以下三点。首先、是井田制废除、再无公田、仅有私田。私田的扩大、
深化了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没落加速、引起危机。因此、柳馨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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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磻溪隧录》中提出公田制、强化对国家土地支配权的同时、又将一
定比率的土地进行分配、试图通过收田权分级来保护农民。第二、秦
汉以后的法制、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制定的、无法解决矛盾、积
累下不少问题。第三、柳馨远批判当时的在野学者和想步入仕途之人、
对治国之道毫无关心。.

作者认为、《磻溪隧錄》的哲学基础、是《周礼》中的观念、即
“公”的思想。这种“公”思想观念、将“私→人心→不善”与“公→道心→
純善”进行对比、与人心道心說的人性论有关。柳馨远将道心看作理、
将人心看作气、并结合天理和人欲、理为物之理、即为实理。这种哲
学体系、便是《磻溪隧录》的核心基础。柳馨远根据自己的哲学观点、
提倡设立公田和实施公田制、反映出理的尊严性和立足现实的思想特
征。

8)《大学》与《中庸》的关系相关论文

与《大学》和《中庸》相关的论文、有Moon, Chang Ho的《关于九
龙斋白凤来的经学考察——以<大学>和<中庸>的关系为例》。作者
在论文中分析道、白凤来认为、《大学》和《中庸》成配应、体用、
左右、上下的关系、互为表里。《中庸》的时中和《大学》的絜矩、

《大学》的至善和《中庸》的致曲、《大学》的《淇澳章》和《中庸》
的《鸢鱼章》、互为配应、体用、表里的关系、他还引入了“原中”这

一概念。白凤来所说的“原中论”、是通过《大学》和中道的《中庸》
表现出来的、而《大学》和《中庸》又是以天、地、人这三才为基础。
白凤来将《大学》和《中庸》通过河图与洛书联系起来、认为二者成
体用关系。以河图为体、洛书为用、写下了《中庸》；以洛书为体、
河图为用、写下了《大学》。

作者分析道、白凤来的经学论中、值得注意的逻辑之一、便是
运用了《周易》的卦来进行解读。白凤来运用《周易》的卦、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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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和《中庸》、试图证明经书原典互有相通之处。白凤来将
《中庸》里的“凡事豫则立”的“豫”字、和《大学》中“财恒足矣”的“恒”
字、是《周易》中“豫卦”和“恒卦”的精神与作用、认为《中庸》中的
“豫”字与《大学》作豫卦、《大学》中的“恒”字与《中庸》作恒卦。

作者写道、白凤来想通过易理来融会贯通《大学》与《中庸》的
关系。首先、他引入了“原中”的概念、将《大学》与《中庸》相结
合；接着、他将《大学》与《中庸》通过河图和洛书建立了联系、并
认为二者互为体用；此外、他运用了《周易》豫卦、恒卦的原理、来
说明《大学》和《中庸》互为表里关系。白凤来这三个尝试、在朝鲜
王朝儒学史上前无古人、是白凤来独创的逻辑体系、也是白凤来经学
的重要特征。

5. 评价与展望

根据各经学原典梳理经学史、并进一步对韩国经学史进行整体的梳理、
这将是今后韩国经学研究的方向趋势、也是有必要完善的重要的课题
之一。因此、学者们还需要继续积极地对先行研究未曾涉及的经学大
家进行研究。2017年的经学研究、可以说是成果颇丰。从经学的角度
来说、与慎后聃解读《易经》、权得己解读《孟子》、沈大允和柳僖
解读《春秋》、任允挚堂解读《论语》、白凤来解读《大学》和《中
庸》相关的研究、都是先行研究较匮乏的领域、这些论文具有一定的
研究意义。期待今后能涌现出更多学术成果、能够对先行未曾涉及的
经学大家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