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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本报告书是《2018年韩国儒教报告》的一部分、 综合分析了2018年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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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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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所发表的关于宋代儒学的论文共45篇、 其
中、 博士学位论文6篇、 一般论文39篇。 

作为调查方法、 本报告书首先按人物分类整理了关于北宋时代性
理学者邵雍�康节、 1011�1107�、 周敦颐�濂溪、 1017�1073�、 王安石
�半山、 1021�1086�、 程颐�伊川、 1033�1107�和南宋时代的李侗�延
平、 1093�1163�、 胡宏�五峰、 1105�1161�、 朱熹�晦庵、 1130�1200�、 
张植�南轩、 1133�1180�、 吕祖谦�东莱、 1137�1181�、 陆九渊�象山、 
1139�1192�、 真德秀�西山、 1178�1235�等11位儒学者的论文、 并单独
整理了相关博士论文；其次、 又按照1�经学、 2�易学、 3�理气心性论、 4�
修养论、 5�认识论、 6�比较、 7�其它等进行了整理。 再其次、 又挑选所有
论文中值得关注的几篇论文进行了介绍。 最后、 对此时期的研究成果
进行了评价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2. 按人物分类

按照人物分类中、 将所有的论文�共46篇�按照时代的不同、 分别整理分
析了北宋时代性理学家 邵雍、 周敦颐、 程颐、 胡宏、 王安石以及南宋的
李侗、 朱熹、 陆九渊、 吕祖谦、 张植、 真德秀等11名儒学家思想的论文。 
关于邵雍的有4篇、 其中一般论文3篇、 博士论文1篇；关于周敦颐的一
般论文有3篇；关于王安石的有1篇；关于程颐的有3篇；关于李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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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有1篇；关于胡宏的论文有1篇；关于朱熹的最多、 共27篇、 其中一
般论文23篇、 博士论文4篇；关于张植的1篇、 陆九渊的2篇、 吕祖谦的1
篇、 真德秀的1篇。 按照人物分类的论文总数为46篇、 其中、 博士论文6
篇、 并对其进行了单独的整理。 

1) 邵�(�节、 1011~1077) 一般论文3篇、 �士论文1篇、 共4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Cho Hee 
young

邵�节�学�16~16�纪�鲜��学产
生的�响—�〈训�正�〉和��地的〈声
��〉为中�

��文�研究
Vol.78

��大学��
文�研究院

2 Cho Hee
young

邵�节易学与王夫�易学的�较分析—
��索�的生成���较与同�为中�

大东文�研究
Vol.103

成�馆大学大
东文�研究

3 Jeong 
Hwanhee 邵�节的�性论与��论研究 �道文� Vol.24

国际脑��组
合大学院国学
研究院

4 Hwang
Sungnam 关于邵�节��学�渊�与�征的研究 �士学位论文 大�韩�大学

一般大学院

关于邵康节的论文共4篇、 包括3篇一般论文和1篇博士论文。 Cho 

Hee young共有2篇论文、 分别是《邵康节数学对16�16世纪朝鲜音韵
学产生的影响―以〈训民正音〉和徐敬地的〈声音解〉为中心》�民族文化
研究 Vol�78�和《邵康节易学与王夫之易学的比较分析―以探索卦的生
成构造比较与同异为中心》�大东文化研究Vol�103�、 Jeong Hwanhee
的《邵康节的心性论与修养论研究》� 仙道文化Vol�24�、 博士学位论文
有HwangSungnam的《关于邵康节象数学之渊源与特征的研究》�大邱
韩医大学一般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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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颐(��、 1017~1073) 一般论文3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Jeong 
keun Shin 周��的生态思想 哲学 Vol.137 韩国哲学�

2 Joo 
Kwangho

周�颐的“��动�”是否是朱熹的“�
�流行”？ 哲学研究 Vol.58 � � 大 学 哲 学

研究�

3 Zhang 
Jinghua 周�颐手书石�真� 栗谷研究 Vol.36 栗谷学�

关于周敦颐的论文共3篇、 具体是Jeong keun Shin的《周濂溪的生
态思想》�《哲学》 Vol�137�、 Joo Kwangho的《周敦颐的“太极动静”是否
是朱熹的“天命流行”？》�《哲学研究》Vol�58� 和 Zhang Jinghua的《周
敦颐手书石刻真迹》�《栗谷研究》Vol�36� 等。 

3) 王�石(��、 1021~1086) 一般论文1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KwunInho 北宋王�石与南宋朱熹、 韩国�大�与
李��议员 士文� Vol.36 南�学研究院

关于王安石的论文共1篇、 是KwunInho的《北宋王安石与南宋朱熹、 
韩国朴大将与李世奎议员》�《士文化》 Vol�36�。 

4) �颐(伊川、 1033~1107) 一般论文3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Kim
Sang‒rae 关于�颐��论��征的研究 韩国哲学论�

Vol.56 韩国哲学研究�

2 Jeong
Jongmo �伊川的�道�念与儒学的时代�应 儒学研究

Vol.43 
�南大学儒学研究
�

黃��
Hwang 

Tae Hyun

北宋道学与道统—��伊川与道学�
体为中�

儒�思想文�
研究、 Vol.73 韩国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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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程伊川的一般期刊论文共3篇、 分别是KimSang-rae的《关于
程颐圣人论之特征的研究》�《韩国哲学论集》Vol�56�、 Jeong Jongmo的
《程伊川的权道概念与儒学的时代适应》�《儒学研究》Vol�43�和Hwang 

Tae Hyun的《北宋道学与道统�以程伊川与道学群体为中心》�《儒教思
想文化研究》、 Vol�73�。 

5) 李侗(��、 1093~1163) 一般论文1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Kim、 Min‒
Jae

��提出的正坐�在道���上的应
用可�性与��

哲学论丛
Vol.94 Seahan哲学�

关于李侗的论文共1篇、 是 Kim Min-Jae的《延平提出的正坐法在
道德教育上的应用可能性与方案》�《哲学论丛》 Vol�94�。 

6) 胡�(��、 1105~1161) 一般论文1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Kim Byounghwon、 
Jung Gyeonghoon 再论胡�的性论 ��学 Vol.34 韩国��学�

关于胡宏的论文共1篇、 是Kim Byounghwon、 Jung Gyeong hoon

的《再论胡宏的性论》�《孔子学》 Vol�34�。 

7) 朱熹(��、 1130~1200) 共27篇、 �士论文4篇、 一般论文23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SeoBangwon 朱熹的气�应论研究 �士学位论文 圆�大学大学院

2 Yoon Sukyoung 关于朱熹道�哲学中“自�主�
错误”问题的研究 �士学位论文 韩国学中央研究

院

3 Yim Byungsik 中国儒学的生�观研究：�先秦
儒学�朱熹 �士学位论文 ��大学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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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4 Choi 
Kyunghoon 关于〈朱�大�〉选�书的研究 �士学位论文 庆北大学大学院

5 Kang 
Kyunghun

韩国朱�学研究的两种视⾓—哲
学�朱熹或者儒学�朱熹 韩国学研 No.49 仁荷大学韩国学

院研究�

6 Kwun Inho 北宋王�石和南宋朱熹、 韩国�
大�与李��议员 士文� Vol.33 南�学研究院

7 Kim Bum‒soo ���与���相�作用为基础
的〈朱�大传〉�性��论 儒学研究 Vol.45 �南大学儒学研

究�

8 Kim Woo‒
hyung

朱熹周易�同契��中的�年思
想研究—�于炼丹术的再�释与
�永生观的�索 

儒学研究 Vol.43 �南大学儒学研
究�

9 Kim、 Jae‒Hwa 关于朱熹“�物�知”�念的小� 东亚文� Vol.56 首�大学东亚文
�研究�

10 Jung‒kak Kim 关于朱熹易学中“理一分�”的研
究 哲学 Vol.134 韩国哲学�

11 Kim Joyoung 关于仁��智认识的�较研究—
�朱�、 茶�、 戴�为中� 

汉 文 古 典 研 究 
Vol.37

韩国汉文古典学
�

12 Kim Taewan 朱熹�物�知论的思想�� 东�哲学研究、 
Vol.95 东�哲学研究�

13 金汉相
Hansang Kim 

关于体用论与朱熹哲学中���
念的�� 

儒�思想文�研
究、 74辑 韩国儒�学�

14 Park Jungsook 许学��朱熹〈诗经〉论的�评�
� 

�界文学�较研
究 NO.63 

�界文学�较学
�

15 Park Jun‒chul 关于朱熹知行功夫论的小�—�
基础工夫为中� 

伦 理 研 究 
Vol.123

韩国国�伦理学
�

16 Park 
Chanyoung 关于朱�“��”思� 东�哲学 No.50 韩国东�哲学�

17 ��勳 关于朱熹理一分�的理一分�原
理�念与自我展开的研究 

圆��思想与�
�文� Vol.76 

圆�大学圆��
思想研究院

18 Sin Sanghoo
朱熹哲学中耳顺的形而上学�
�—�朱熹�〈论语〉中“�于学”
�的�释为中� 

大同哲学 Vol.85 大同哲学�

19 �载晧、 Ahn、 
JaeHo 朱熹的理是�体吗？ 儒�思想文�研

究、 Vol.71 韩国儒�学�

20 Yi Younjung 陆�渊与朱熹的吕祖谦��工夫
论 

中国学论丛、 
No.57

��大学中国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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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21 Lee Jaehoon
朱熹的〈诗�传〉、 〈郑风〉、 〈清�〉、 
〈羔�〉、 〈�大路〉、 〈�旧传〉�较
研究 

中国语文论丛 
Vol.86 中国语研究�

22
Lee、 Hye‒

Young)、 Kim、 
Won‒Myoung

元晓的一�二门与朱熹的�统性
��较研究 哲学论丛 Vol.93 Saehan哲学�

23 林�� 朱�在〈论语��〉中的仁�念�
释 温知论丛 No.54 温知学�

24 Jeong Sukdo 朱熹的气论与气与气�的�学—
�〈朱�语类〉为中� 儒学研究 Vol.42 �南大学儒学研

究�

25 Chol Jungjoon
朱�的�变理论研究—�〈��〉
的�变说与〈易学��〉的�变图
为中� 

东�文�与思想 
Vol.4

东�文�大学院
大学 东�文�研
究�

26 Hong 
Seongmin

朱�哲学中“�”�念的�层�
�—�关于“处物为�”的�释为
中� 

儒学研究 Vol.45 �南大学儒学研
究�

27 Hong 
Seongmin

��思想中道�的内在性问题—
�朱熹����内说的�释为中
� 

东�哲学研究 
Vol.94 东�哲学�

关于朱熹的论文总共27篇、 其中一般论文23篇、 博士论文4篇。 这在
关于宋代性理学的论文中占了最大的比重、 并且主题丰富、 广泛涵盖了
经学、 易学、 理气论、 认识论、 比较、 其它等。 可以说、 刊载了很多关从
不同角度对朱熹进行探讨的论文、 从新的角度对朱熹进行了展望。 其
中、 博士论文有Seo Bangwon的《朱熹的气感应论研究》�圆光大学大
学院�、 Yoon Sukyoung的《关于朱熹道德哲学中“自然主义错误”问题
的研究》�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Yim Byungsik的《中国儒学的生死观研
究：从先秦儒学到朱熹》�高丽大学大学院�、 Choi Kyunghoon的《关于
〈朱子大全〉选集书的研究》�庆北大学大学院�等4篇。 

一般论文有Kang Kyunghun的《韩国朱子学研究的两种视角―哲
学家朱熹或者儒学家朱熹》�《韩国学研》No.49�、 Kwun Inho的《北宋王
安石和南宋朱熹、 韩国朴大将与李世奎议员》�《士文化》 Vol�33�、 Kim 

Bum-so的《以居静与慎微之相互作用为基础的〈朱子大传〉人性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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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学研究》Vol�45�、 Kim Woo-hyung的《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
中的晚年思想研究―对于炼丹术的再解释与新永生观的探索》�《儒学
研究》Vol�43�、 Kim Jae-Hwa的《关于朱熹“格物致知”概念的小考》

�《东亚文化》 Vol�56�、 Jung-kak Kim的《关于朱熹易学中“理一分殊”

的研究》�《哲学》Vol�134�、 Kim Joyoung的《关于仁义礼智认识的比
较研究―以朱子、 茶山、 戴震为中心》�《汉文古典研究》Vol�37�、 Kim 

Taewan的《朱熹格物致知论的思想意义》�《东洋哲学研究》Vol�95�、 
Hansang Kim的《关于体用论与朱熹哲学中太极概念的考察》�《儒教思
想文化研究》、 Vol�74�、 Park Jungsook的《许学夷对朱熹〈诗经〉论的
批评考察》�《世界文学比较研究》No.63 �、 Park Jun-chul的《关于朱熹
知行功夫论的小考―以基础工夫为中心》�《伦理研究》Vol�123�、 Park 

Chanyoung的《关于朱子“居静”思考》�《东洋哲学》No.50�、 房敬勳的
《关于朱熹理一分殊的理一分殊原理概念与自我展开的研究》�《圆佛
教思想与宗教文化》Vol�76�、 Sin Sanghoo的《朱熹哲学中耳顺的形
而上学意义―以朱熹对〈论语〉中“志于学”章的解释为中心》�大同哲
學、 Vol�85�、 Ahn JaeHo的《朱熹的理是本体吗？》�《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 Vol�71�、 Yi Younjung的《陆九渊与朱熹的吕祖谦修养工夫论》�《中
国学论丛》、 No.57�、 Lee Jaehoon的《朱熹的〈诗集传〉、 〈郑风〉、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新旧传〉比较研究》�《中国语文论丛》 Vol�86�、 Lee 

Hye-Young�、 Kim Won-Myoung的《元晓的一心二门与朱熹的心统
性情比较研究》�《哲学论丛》Vol�93�、 林宪圭的《朱子在〈论语集注〉中
的仁概念注释》�《温知论丛》、 No.54 �、 Jeong Sukdo的《朱熹的气论
与气与气象的美学―以〈朱子语类〉为中心》�《儒学研究》Vol�42�、 Chol 

Jungjoon的《朱子的卦变理论研究―以〈本义〉的卦变说与〈易学启蒙〉

的卦变图为中心》�《东方文化与思想》 Vol�4�、 Hong Seongmin的《朱子
哲学中“义”概念的多层含义―以关于“处物为义”的解释为中心》�《儒学
研究》Vol�45�、 Hong Seongmin的《孟子思想中道德的内在性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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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孟子义内说的解释为中心》�《东洋哲学研究》 Vol�94�等。 

8) 张�(南轩、 1133~1180) 1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Yi Younjung 南轩张�的��论研究—�湖湘学与
朱�学的相��响为中� 哲学论� Vol.58 ⻄江大学哲学研

究�

关于张南轩的论文只有Yi Younjung的《南轩张植的修养论研究―

以湖湘学与朱子学的相互影响为中心》�《哲学论集》Vol�58�1篇。 

9) 吕祖谦(东莱、 1137~1181) 1篇

번호 저자 논문 제목 期刊 发行机关

1 Yi Younjung 吕祖谦�中陆�渊与朱熹的��工夫 韩国学论丛
Vol.57

⻄江大学中国学
研究�

关于吕祖谦的论文只有Yi Younjung的《吕祖谦折中陆九渊与朱熹
的修养工夫》�《韩国学论丛》Vol�57�1篇。 

10) 陆�渊(��、 1139~1192) 一般论文2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Ahn Jaeho 陆�渊的“实学”体��析(1)—�理论
基础“��理”为中� ��学 Vol.36 韩国��学�

2 Yi 
Younjung 吕祖谦�中陆�渊与朱熹的��工夫 韩国学论丛

Vol.57
⻄江大学中国学
研究�

关于陆九渊的论文有Ahn Jaeho的《陆九渊的“实学”体系浅析⒧―

以理论基础“心即理”为中心》�《孔子学》Vol�36�和Yi Younjung的《吕祖
谦折中陆九渊与朱熹的修养工夫》�《韩国学论丛》Vol�57�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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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真��(⻄�、 1178~1235) 1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Park 
Jihoon

�过真��的��说看南宋�期理学思
想的倾向

儒�思想文�研
究 Vol.72 韩国儒�学�

关于真德秀的论文有Park Jihoon的《通过真德秀的太极说看南宋
后期理学思想的倾向》�《儒教思想文化研究》 Vol�72�1篇。 

2018年关于宋代儒学的博士论文共6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授予机关

1 Choi Kyunghoon 关于〈朱�大�〉选�书的研究 庆北大学大学院

2 Seo Bangwon 朱熹的气�应论研究 圆�大学一般大学院

3 Yim Byungsik 中国儒学的生�观研究：�先秦儒学�朱熹 ��大学大学院

4 Yoon Sukyoung 关于朱熹道�哲学中“自�主�错误”问题的
研究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5 Jeong Hwanhee 道南学�的�性��论研究 首�大学大学院

6 HwangSungnam 关于邵�节��学的渊�与�征研究 大�韩�大学一般大
学院

博士论文包含以上6篇、 分别是Choi Kyunghoon的《关于〈朱子大
全〉选集书的研究》�庆北大学大学院�、 Seo Bangwon的《朱熹的气感应
论研究》�圆光大学一般大学院�、 Yim Byungsik的《中国儒学的生死观
研究：从先秦儒学到朱熹》�高丽大学大学院 �、 Yoon Sukyoung的《关
于朱熹道德哲学中“自然主义错误”问题的研究》�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Jeong Hwanhee的《道南学派的心性修养论研究》�首尔大学大学院�和 
HwangSungnam的《关于邵康节象数学的渊源与特征研究》�大邱韩医
大学一般大学院�。 



第2章 宋代儒学研究   41

3. 按主题分类

按主题分类中主要区分为1�经学、 2�易学、 3�理气论、 4�修养论、 5�认识
论、 6�比较、 7�其它等类别。 就论文数量而言、 除了按照人物分类中所列
举论文、 再加上其他的论文、 总共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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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很大一
部分论文存在着相互重复的部分。 按照各不同主题、 其论文篇数分别是
经学6篇、 易学5篇、 理气心性论12篇、 修养论10篇、 认识论3篇、 比较研
究4篇、 其他11篇。 

1) 经学(易学、�秋、�书)(10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Park Jungsook 许学��朱熹〈诗经〉论的�评�
�

�界文学�较研
究 NO.63 

�界文学�较学
�

2 Sin Sanghoo
朱熹哲学中耳顺的形而上学�
�—�朱熹�〈论语〉中“�于学”
�的�释为中�

大同哲学 Vol.85 大同哲学�

3 Lee Jaehoon
朱熹的〈诗�传〉、 〈郑风〉、 〈清�〉、 
〈羔�〉、 〈�大路〉、 〈�旧传〉�较
研究

中国语文论丛
Vol.86 中国语研究�

4 林�� 朱�在〈论语��〉中的仁�念�
释 温知论丛 No.54 温知学�

5 Hong 
Seongmin

��思想中道�的内在性问题—
�朱熹����内说的�释为中
�

东�哲学研究
Vol.94 东�哲学�

就经学而言、 关于《诗经》、 《论语》和《孟子》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朱
熹的解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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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学(5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Kim Woo‒hyung

朱熹周易�同契��中的
�年思想研究—�于炼丹
术的再�释与�永生观的
�索

儒学研究 Vol.43 �南大学儒学研
究�

2 ��勳
关于朱熹理一分�的理一
分�原理�念与自我展开
的研究

圆��思想与��
文� Vol.76 

圆�大学圆��
思想研究院

3 Jung‒kak Kim 关于朱熹易学中“理一分�”
的研究 哲学 Vol.134 韩国哲学�

4 Kim Byounghwon、 
Jung Gyeonghoon 再论胡�的性论 ��学 Vol.34 韩国��学�

关于易学的论文共5篇、 皆是关于朱熹和邵康节易学的、 分别是关
于朱熹易学中理一分殊的研究和对邵康节易学和王夫之易学进行比
较的研究。 

3) 理气�性论(12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Park Jihoon �过真��的��说看南宋�
期理学思想的倾向

儒�思想文�研
究 Vol.72 韩国儒�学�

2 金佑莹
(Kim Woo‒hyung)

朱熹哲学中��的�体与自我
不�—关于�神�理论

儒�文�研究
(中文版) �28辑

成�馆大学 儒
�文�研究�

3 Ahn Jaeho 胡�的形体�用说�析 东⻄哲学研究
�83号

韩国东⻄哲学
�

4 �在钦
(Yeon Jae‒heum)

胡��论研究：�性和�的关
�为中�

韩国哲学论�
�55辑

韩国哲学是研
究�

5 Kim Jin-moo 道生的“理”与“理学”的理一分� 东亚��文�
Vol.33

东 亚 � � 文 �
学�

6 金汉相(Hansang 
Kim)

关于体用论与朱熹哲学中��
�念的��

儒�思想文�研
究 Vol.74 韩国儒�学�

7 SeoBangwon 朱熹的气�应论研究 �士学位论文 圆�大学大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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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8 �载晧
(Ahn、 JaeHo) 朱熹的理是�体吗？ 儒�思想文�研

究 Vol.71 韩国儒�学�

9 Jeong Sukdo 朱熹的气论与气与气�的�学—
�〈朱�语类〉为中�

儒学研究
Vol.42

�南大学儒学
研究�

10 Joo Kwangho 周�颐的“��动�”是否是朱熹
的“��流行”？ 哲学研究 Vol.58 大韩哲学�

11 Lee Seung‒hwan 
理一分�谈论的社�、 现实��
与功�—�性理学的��制正当
�问题为中�

哲学研究 Vol.57 大韩哲学�

12
Lee、 Hye‒Young、 

Kim、 Won‒
Myoung

元晓的一�二门与朱熹的�统
性��较研究 哲学论丛 Vol.93 Saehan哲学�

关于理气心性论的论文共12篇、 这在按主题分类中所占比重最大。 
关于理一分殊的论文有4篇、 关于太极的论文有3篇、 另外、 还有谈论理
气体用性论的论文。 

4) ��论(10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Kim、 Min‒Jae ��提出的正坐�在道���上
的应用可�性与�� 哲学论丛 Vol.94 Seahan哲学�

2 Kim Bum‒soo ���与���相�作用为基础
的〈朱�大传〉�性��论 儒学研究 Vol.45 �南大学儒学研

究�

3 KimSang‒rae 关于�颐��论��征的研究 韩国哲学论� 
Vol.56 韩国哲学研究�

4 Moon Jong‒ha 关于�儒学生生�仁的研究 儒学研究 Vol.44 �南大学儒学研
究�

5 Park Jun‒chul 关于朱熹�知行工夫论的小�—
�基础工夫为中�

伦理研究 
Vol.123

韩国国�伦理学
�

6 Park 
Chanyoung 关于朱�“��”思� 东�哲学 No.50 韩国东�哲学�

7 Yi Younjung 南轩张�的��论研究—�湖湘
学与朱�学的相��响为中� 哲学论� Vol.58 ⻄江大学哲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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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8 Yi Younjung 吕祖谦�中陆�渊与朱熹的��
工夫

韩国学论丛
Vol.57

⻄江大学中国学
研究�

9 Jeong Hwanhee 邵�节的�性论与��论研究 �道文� Vol.24
国际脑��组合
大学院国学研究
院

10 Jeong HWanhee 道南学�的�性��论研究 �士学位论文 首�大学大学院

关于修养的论文共10篇、 其中包括道南学派的心性修养论、 还包括
关于邵康节、 陆九渊、 吕祖谦、 张植、 程颐、 朱熹、 李侗等诸多人物之修
养论的研究。 尤其是法国实存主义哲学家的身体论解释是十分有趣的。 

5) 认识论(3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Kim、 Jae‒Hwa 关于朱熹“�物�知”�念的小� 东亚文� Vol.56 首�大学东亚文
�研究�

2 Kim Taewan 朱熹�物�知论的思想�� 东�哲学研究
Vol.95 东�哲学研究�

3 Hong Seongmin
朱�哲学中“�”�念的�层�
�—�关于“处物为�”的�释为
中�

儒学研究 Vol.45 �南大学儒学研
究�

6) �较研究(4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Kim Joyoung 关于仁��智认识的�较研
究—�朱�、 茶�、 戴�为中�

汉文古典研究
Vol.37

韩国汉文古典学
�

2 Cho Heeyoung
邵�节易学与王夫�易学的�
较分析—��索�的生成��
�较与同�为中�

大东文�研究
Vol.103

成�馆大学大东
文�研究

3 Lee Jaehoon
朱 熹 的 〈诗 � 传 〉 、  〈郑 风 〉 、  
〈清�〉、 〈羔�〉、 〈�大路〉、 〈�
旧传〉�较研究

中国语文论丛
Vol.86 中国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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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4
Lee、 Hye‒Young、 

Kim、 Won‒
Myoung

元晓的一�二门与朱熹的�统
性��较研究

哲学论丛
Vol.93 Saehan哲学�

比较类共有4篇、 包括关于邵康节易学与王夫之易学之比较、 元晓
的一心二门与朱熹心统性情等的比较等。 

7) 其�(11篇)

序号 著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1 Kang Kyunghun 韩国朱�学研究的两种视⾓—
哲学�朱熹或者儒学�朱熹 韩国学研 No.49 仁荷大学韩国学

院研究�

2 KwunInho 北宋王�石与南宋朱熹、 韩国
�大�与李��议员 士文� Vol.36 南�学研究院

3 Jeong keun Shin 周��的生态思想 哲学Vol.137 韩国哲学�

4 Ahn Jaeho 陆�渊的“实学”体��析(1)—
�理论基础“��理”为中� ��学 Vol.36 韩国��学�

5 Yoon Sukyoung 关于朱熹道�哲学中“自�主�
错误”问题的研究 �士学位论文 韩国学中央研究

院

6 Yim Byungsik 中国儒学的生�观研究：�先
秦儒学�朱熹 �士学位论文 ��大学大学院

7 Zhang Jinghua 周�颐手书石�真� 栗谷研究 Vol.36 栗谷学�

8 郑�模
(Jung Jong‒mo)

宋明儒学在生��谈论中的可
�性：����动物� 生�研究 Vol.36 ⻄江大学生�文

�研究�

9 Jeong Jongmo �伊川的�道�念与儒学的时
代�应 儒学研究 Vol.43 �南大学儒学研

究�

10 Hwang Sungnam 关于邵�节��学�渊�与�
征的研究 �士学位论文 大�韩�大学一

般大学院

11 黃��
(Hwang Tae Hyun)

北宋道学与道统—��伊川与
道学�体为中�

儒�思想文�研
究 Vol.73 韩国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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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论文分析与介绍

1) 《�过真��的��说看南宋�期理学思想的倾向》Park Jihoon

本论文探讨了通过真德秀的太极说看南宋后期理学思想的倾向。 Park 
Jihoon在本论文中介绍了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 真德秀是南宋末期
的学者、 政治家。 “太极”与“理”、 “道”等概念都是性理学中十分重要的
概念、 尤其是得到了南宋学者朱熹的重视。 真德秀与朱熹一样、 认为“太
极”和“理”是相同的存在、 不仅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根据、 同时也是内在
于天地万物间的存在。 另外、 天地之差异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成为“性”、 
“性”即是“太极”。 真德秀还认为、 “太极”作为完全之物、 总天地万物为一
太极、 分天地万物各一太极。 对于邵雍的“心谓太极”、 真德秀称此心为
“太极”、 强调心中的道德法则或者道德基准是普遍的、 绝对的。 这就提
出了通过心之修养再次回归具有普遍性、 绝对性之道德法则的根据。 真
德秀因此而指出君主之心、 即存有太极之心是天下之根本、 强调君主
的心之修养、 著述了《大学衍义》、 对于《书经 � 大禹谟》中的十五字心经、 
运用朱子弟子未曾使用过的“心学”概念、 将其规定为“万世心学之根
源”。 真德秀还通过“太极”提出了心之修养的根据、 强调了修养的必要
性、 这可谓是南宋后期性理学的特征所在。 

2) 《朱熹的理是�体吗？》Ahn JaeHo

本论文整理了朱熹关于理概念的多个问题。 Ahn JaeHo认为、 在朱熹的
哲学体系中、 理概念不仅在本体论中、 在修养论中也构成了其根本和核
心。 但在朱熹的理概念中、 也混杂着几种表面的、 看似两立的主张。 Ahn、 
JaeHo在本文中将朱熹的理学说作为一种具有意义且具有自身价值的
整合性哲学体系、 并对其进行了解释。 朱熹承认现实之恶是一种严重的
问题、 并积极致力于对这种问题的克服、 而他所选择的解决方案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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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 认识性的。 因此、 他把理视为形而上的超越性本体、 并将其作为道
德实践的不变的根据、 强调应该明确地把握理、 并增强遵循理的修养工
夫。 Ahn JaeHo还从朱熹的学术目标以及问题解决方案的脉络分析了
其核心概念―理。 朱熹所说的“理”是“超越性的形式规定”、 其发用是“抽
象的形式作用”、 并且通过这种作用仅能保障天地万物的普遍性、 因此、 
在现实世界中、 理受到气的限制而呈现出不同的个体性。 虽然说这样的
理论体系并非不存在问题、 但可以说朱熹将理视为了本体。 

3) 《朱�的�变理论研究—�〈��〉的�变说与〈易学��〉的�变图为

中�》Choi Jungjoon

朱子在《本义》中将卦变作为了解释《周易》的方法、 对于《周易》的19卦、 
提出了具体的卦变原理。 在从王弼到伊川的义理易学道统中、 对于卦变
的认识是批判性的。 另外、 对于提出过于复杂的卦变理论的朱震的卦变
理论也是持批判态度的。 因此、 他提出了自身独具特色的卦变理论、 最
终主张19卦的卦变理论。 就义理而言、 朱子的卦变理论是以《彖传》为根
据的；就象数而言、 是相近各爻的交换。 在两种原则中、 象数原理―称
其为相近各爻之变化在与《易学启蒙》联系起来时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可以说朱子的卦变理论的义理根据是《周易》的〈彖传〉、 而就象数而言、 
与《易学启蒙》的卦变图具有紧密的相关性。 

4) 《周��的生态思想》Jeong keun Shin

应对地球生态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急和生命灭绝、 儒教作为能够克服这
些问题的思想资源而备受关注。 在这样的脉络下、 儒教思想中的“万物
一体”说是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相对的思想。 所有存在都
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 因而具有能够对一个生命体之痛苦产生共感的
特性。 人类的这种共感需要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所观察之状况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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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责任。 周濂溪“窗前草不除”的故事可谓是实现万物一体的极具
象征性的事件。 周濂溪“窗前草不除”故事的内容十分简单、 但在哲学和
美学的历史上却具有不小的影响。 程明道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并进行了
注释；朱熹则将孔子的“舞雩归詠”与周濂溪的“窗前草不除”与读书的
乐趣结合了起来。 王阳明还致力于对“窗前草不除”故事进行最好的注
释、 因为他不仅将“窗前草不除”故事作为理解人类理解世界的窗口、 还
将其视为形而上的体、 视觉的情趣以及与审美快感相对的重大事件。 这
样看来、 “窗前草不除”故事与“鸢飞鱼跃”一样、 提出了不同于人类中心
主义的、 将人与自然视为同类的新观点。 

5. 评价和展望

以上就2018年一年间韩国所发表的关于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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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和整理。 

第一、 按照人物分类中、 调查整理了北宋时代性理学家 邵雍、 周敦
颐、 程颐、 胡宏、 王安石以及南宋的李侗、 朱熹、 陆九渊、 吕祖谦、 张植、 
真德秀等11名儒学家思想的论文。 按人物分类中、 共46篇论文。 其中、 
关于邵雍的有4篇、 其中一般论文3篇、 博士论文1篇；关于周敦颐的一
般论文有3篇。 关于王安石的有1篇、 关于程颐的有3篇；关于李侗的论
文有1篇；关于胡宏的论文有1篇；关于朱熹的最多、 共27篇、 其中一
般论文23篇、 博士论文4篇；关于张植的1篇、 陆九渊的2篇、 吕祖谦的1
篇、 真德秀的1篇。 

2017年共刊载66篇论文、 包括2篇博士学位论文和64篇一般论文、 
其中仅关于朱熹的论文就达到了44篇。 而2018年总共刊载46篇论文、 
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在内、 关于朱熹的论文共27篇。 与前一年相比、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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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出现了极具的减少、 但博士学位论文却出现了增加。 

第二、 按主题分类中主要区分为1�经学、 2�易学、 3�理气论、 4�修养
论、 5�认识论、 6�比较、 7�其它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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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将很大一
部分论文分类到其它之中、 且总论文的数量与按人物分类存在着相互
重复的部分。 按照各不同主题、 其论文篇数分别是经学6篇、 易学5篇、 
理气心性论12篇、 修养论10篇、 认识论3篇、 比较研究4篇、 其他11篇。 

第三、 在对主要论文进行分析和介绍中、 主要对Park Jihoon、 Ahn 

JaeHo、 Chol Jungjoon、 Jeongkeun Shin的论文进行了考察。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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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