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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本报告将2018年度在韩国发表的儒教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性的探
讨和分析1。 探讨范围包括2018年度在韩国研究财团学术刊物等处发表
的142篇论文。 其中、 性理学相关学术刊物论文�132篇�、 博士学位论文
�10�篇。 为掌握研究现状的总体倾向、 本报告先将这些论文按照人物和
主题进行了分类探讨、 然后对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进行了单独分析。 同
一篇论文如果涉及到了多个研究人物或主题、 便会重复地出现在本报
告编制的不同类别论文目录中。 

2. 按人物分类

在人物类中、 关于退溪李滉�1501�1570�的论文最多、 为26篇、 其次是
关于栗谷李珥的论文、 数量为19篇。 关于退溪和栗谷的论文总数量为45
篇、 占据了2018年度整体检索论文数量的32%、 比重相当高。 但2017年
这一比重为45%、 因此可看出2018年的比重明显降低了。 2014年度研
究退溪的论文数量是研究栗谷论文数量的2倍、 反观2018年、 两者之间
的数量差异减少趋势明显。 

接下来的顺序分别是南塘韩元震相关论文6篇、 葛庵李玄逸相关论
文5篇、 浦渚赵翼相关论文4篇、 茶山丁若镛4篇。 有关南塘韩元震的的
论文研究在2017年度发表了5篇。 自2015年以来、 每年关于南塘的论文
都比较稳定、 除去退溪、 栗谷和茶山外、 这是唯一一位有此地位的学者。 
因为丁若镛与性理学的关联性相对较弱、 因此除去退溪和栗谷、 学界
关注度最多的就是韩元震。 2017年关于葛庵李玄逸的论文有1篇、 但是

1　本报告书由裵帝诚、 吴真率、 柳汉诚、 李元准等4人共同调查材料、 讨论、 协议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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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数量显着增加。 关于浦渚赵翼的论文2017年并未出现、 但是
2018年却发表了4篇。 

1) ��李滉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秋制协 李滉与李珥的政��革论及性学‒�《戊辰
六��》和《万�封事》为中�‒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2 申�� ��读书诗的指向�值及其�性论�� ��学论� 23 �南��学研
究院

3 李贞和 ��李滉的���硏究 ��学论丛 31 ��学��研
究院

4 ��淑 ��的���进�行力研究 ��学论丛 31 ��学��研
究院

5 郑�� ��与��的���� ��学论丛 32 ��学��研
究院

6 黄金重 ��性理学中“�”的��及实��：�“�”
的��说认识为中� ��学报 144 ��学研究院

7 金基浩 ��《�兴��箴图》中的�坐、 读书与� 韩国思想与文
� 92

韩国思想文�
学�

8 池�镐 ��李滉的道���论‒�《�学十图》的体
�和内�为中�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
究�

9 申昌镐 ��在�行论的师生关�中�索的学习�
及其现代理�

韩国哲学论� 
56

韩国哲学史研
究�

10 �保� ��的虚�逊� 儒�思想文�
研究 74 韩国儒�学�

11 金�赞 ��李滉“活���”中出现的����论 儒学研究 45 �南大学儒学
研究�

12 林�圭 �工智�时代儒��性论的��‒���和
��为中�‒ 大同哲学 84 大同哲学�

13 吴真率 关于星湖李�����七论�释的��性
�讨

东�哲学研究 
96

东�哲学研究
�

14 金�贤 ����与中节��‒��七��释分�的
�一原�‒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15 洪性敏 ��和栗谷关于道���的思想‒�星湖理
�与��的可�性为中�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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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6 金智� 关于��的主理性�释‒���和农岩的论
议为中�‒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17 �保� ��性��的观点来����的理发说和
栗谷的气质变�论 ��学论� 22 �南��学研

究院

18 李相益 ��性理学的��性与��性 ��学报 144 ��学研究院

19 郑焘� ��和栗谷的�学与�王的转换伦理 ��学报 144 ��学研究院

20 申�镇 �儒学思想来看�性的�据‒���和茶�
的思想为中�

韩国思想与文
� 91

韩国思想文�
学�

21 李�贞
��的“理自�”与�宾诺�的“自我原�”‒
��理的体用论与�宾诺�的实体�属性论
�较

��学论� 22 �南��学研
究院

22 崔英成 ��李滉与栗谷李珥的两�相�‒��话和
��为话题‒ ��学论� 23 �南��学研

究院

23 金尚贤 李滉为何说“理自�”？‒朱熹经物论的�受
与变用‒ ��学论� 23 �南��学研

究院

24 李元� ���何�读“理�”‒�过“理�”读�来看
“活物”�“理” ��学论� 23 �南��学研

究院

25 郑主河 李滉与许穆的书艺�学研究 �士学位论文 �明大学�术
学�

26 �顺哲 �桥�的��观‒��鲜留学史讲�录为中
�‒ ��学论� 23 �南��学研

究院

关于退溪李滉的研究为26篇、 数量最多。 观察退溪研究的现状、 关
于退溪四七论、 理气论和心性论的理论性论文所占比重最高、 但是关
于修养论的论文也不少、 此外文学、 美学等多种主题都有所涉及。 2018
年退溪研究的一个特征便是发表了3篇关于理到说的论文。 

2) 栗谷李珥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琉镜
李相烈 栗谷乡约中体现的协作组织精神 ��文� 52 韩国古典�译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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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2 金大� 栗谷李珥实�伦理的�制�革论 �士学位论文 江原大学哲学
�

3 李垧� �“学”�“主�”的李珥和宋时烈的典籍理� �东古典研究 
40

�林大学�东
古典研究�

4 金�镐 栗谷李珥的旅�与��的�性哲学研究 儒学研究 42 �南大学儒学
研究�

5 �明� 栗谷诗的主题领域与�学�征 �士学位论文 江陵原州大学
国语国文学�

6 黄正�
《击��诀》中“主体�我”的自觉与��‒
《���》�展示的青�年哲学��论‒ 儒学研究 42 �南大学儒学

研究�

7 李秉基
�过韩国传统伦理学进行的道�与��过
�设计��研究‒�《�学辑�》手记上篇为
中�‒

伦理��研究 
49

韩国伦理��
学�

8 李�� �过“�乘马”�喻来看栗谷李珥的道�实
�指向�� 东�哲学 50 韩国东�哲学

�

9 崔�� 栗谷思想中出现的主体道�����‒�思、 
虑、 念为中� 东�哲学 50 韩国东�哲学

�

10 金�笑 栗谷的“理”哲�硏究 东�哲学研究 
93

东�哲学研究
�

11 孙兴彻 栗谷的��论研究 栗谷学研究 36 (史)栗谷研究院

12 ��赫 栗谷李珥的理�气局哲学研究 �士学位论文 �南大学哲学
�

13 秋制协 李滉与李珥政��革论及性学‒�《戊辰六
��》和《万�封事》为中�‒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14 洪性敏 ��和栗谷关于道���的思想‒�星湖理
�与��的可�性为中�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15 �保� ��性��的观点来����的理发说和
栗谷的气质变�论 ��学论� 22 �南��学研

究院

16 郑焘� ��和栗谷的�学与�王的转换伦理 ��学报 144 ��学研究院

17 金昌� 关于龟�宋��的栗谷实学��的研究 韩国思想与文
� 93

韩国思想文�
学�

18 崔英成 ��李滉与栗谷李珥的两�相�‒��话和
��为话题‒ ��学论� 23 �南��学研

究院

19 孙兴彻 龟�与栗谷的学问及�� 东�哲学研究 
93

东�哲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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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栗谷的论文数量为19篇、 这与历年的情况大致相同。 相比其他
历史人物、 栗谷与退溪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2018年栗谷研究的
一个显着特点是出现了很多讨论栗谷与其他学者关系的论文。 有5篇论
文探讨了退溪和栗谷的关系、 有2篇论文探讨了栗谷和龟峯宋翼弼的
关系、 有1篇论文探讨了栗谷与宋时烈的关系。 此外还发表了几篇关于
栗谷的博士学位论文：徐源赫�忠南大学哲学系�的《栗谷李珥的理通
气局哲学硏究》、 金大弘�江原大学哲学系�的《栗谷李珥的实践伦理的
法制改革论研究》、 高明信�江陵原州大学国语国文学系�的《栗谷诗的
主题领域与美学特征》等。 

3) 南�韩元�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闵�基
李时雨

洪州��的儒�学脉与实�精神‒�韩元�
的思想与李�、 金福汉实�精神的内在关联
为中�‒

儒学研究 45 �南大学儒学
研究�

2 赵智� 韩元�性三层说的�性����及其活用
�值 阳明学 51 韩国阳明学�

3 郑��
关于�《中�》篇和《��》篇顺序�成的《朱
��论同��》体�的��‒�韩元�的学
习论为中�‒

儒学研究 43 �南大学儒学
研究�

4 ��晟 ��、 性、 气质的关�为中�来看南�、 �
岩的未发论 阳明学 49 韩国阳明学�

5 李昌� ��道�说中朱熹与韩元�的问题�识�
较

儒�思想文�
研究 72 韩国儒�学�

6 郑��
南�韩元�的思想史地位再��‒�理的主
�性与未发��的气质变�论的相关问题
为中�‒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自2016年以来、 关于韩元震的研究一直都比较多。 2018年的相关研
究成果中、 关注传统的湖洛论争的论文只有裵帝诚的1篇、 比重极低。 
此外的论文则涉及了众多主题的研究：韩元震的人心道心说�李昌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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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元震性三层说的人性教育含义�赵智善�、 以《朱子言论同异考》的构
成为中心的韩元震的学习论的特征�郑然守�、 韩元震的思想史特征�郑
然守�、 韩元震思想与洪州义兵关联性�闵晃基、 李时雨�等。 

4) ��李�逸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金洛真 《洪范衍�》的�革思想 国学研究 35 韩国国学�兴院

2 郑�勋 《洪范衍�》的�王学 国学研究 35 韩国国学�兴院

3 崔英成 �过《洪范衍�》来看�斋和��的学问 国学研究 35 韩国国学�兴院

4 �琉镜 ��李�逸与愚潭丁时�的��七�论�
�� 国学研究 36 韩国国学�兴院

5 李��
《书经》、 《洪范》�释的两种视⾓：占卜与经
�‒�李�逸、 李�逸的《洪范衍�》分析为
中�

��学报 143 ��学研究院

2018年关于葛庵李玄逸的研究有5篇、 比2017年的0篇显着增多。 
但是其中的4篇都是探究《洪范衍义》。 也就是说关于《洪范衍义》的集中
研究推动了对李玄逸的研究进展。 此外、 安琉镜发表了1篇对比研究葛
庵李玄逸与愚潭丁时翰四端七情论的论文。 

5) 浦渚赵�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黄秉基 �经学史观点来看浦渚赵�的中�观 大同哲学 83 大同哲学�

2 赵�� 浦渚赵�经学思想中出现的��观‒�《论
语�说》为中�‒

�东古典研究 
40

�林大学�东
古典研究�

3 南智万 关于浦渚赵�“�自�”的学习态度 ��文�研究
78

��大学��
文�研究院

4 任�� 16~17�纪�鲜经学�朱�中和说的�受与
��‒�赵�和��堂的中和说为中� 大同哲学 83 大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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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搜集的学术刊物中、 2017年没有发表关于浦渚赵翼的论
文、 但是2018年却发表了4篇。 关于赵翼的研究主要是以经学为中心从
思想层面进行考察。 黄秉基、 赵静恩和任宰具的论文属于此类。 此外、 
南智万则以“毋自欺”为中心研究了赵翼的思想。 

6) 茶�丁若镛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林�圭 �《论语》中��“�”�念的��‒与古��
��的茶�丁若镛的�释的�征‒

东�古典研究 
73 东�古典学�

2 �成干 茶�丁若镛的��学与血气论 ��文� 52 韩国古典�译院

3 金润璄 霞谷学与茶�学思想联�的��试论‒��
�、 ��论为中�‒

东�哲学研究 
93 东�哲学研究�

4 申�镇 �儒学思想来看�性的�据‒���和茶�
的思想为中�‒

韩国思想与文
� 91

韩国思想史文�
学�

茶山丁若镛虽然主要属于实学的研究范畴、 但是有些论文与性理
学的关联性较高、 因此本报告也对这些论文进行了搜集分析。 申衡镇
以退溪和茶山的思想为中心探讨了人性论；金润璄以四端和七情为中
心考察了霞谷学与茶山学的关系；林宪圭分析了丁若镛关于“天”的概
念；全成干讨论了丁若镛的血气论。 

7) 其他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吴�贤
�朱熹的老师李侗来看�鲜时代士大夫的
视线��《���问》的刊行及读书与李侗的
《文��记》为中��

韩国思想史学 
58 韩国思想史学�

2 张在� 尤�宋时烈的女性��观 韩国思想与文
� 95

韩国思想史文�
学�

3 李垧� �“学”�“��”：李珥与宋时烈的经书理� �东古典研究 
40

�林大学�东古
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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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4 李英� 龟�宋��的经�思想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究
�

5 金昌� 龟�宋���栗谷哲学的��的研究 韩国思想与文
� 93

韩国思想史文�
学�

6 孙兴彻 龟�与栗谷的学问及�� 东�哲学研究 
93 东�哲学研究�

7 ��� 愚潭丁时�的《�七辩证》的相关研究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究
�

8 �琉镜 ��李�逸与愚潭丁时�的��七�论�
��� 国学研究 36 韩国国学�兴�

9 卢�烈
千�� 李恒老与��“時中�道” 阳明学 49 韩国阳明学�

10 金贤� 李恒老的�说与⻄学��《��录�》、 《�
� � �祸》为中��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究
�

11 �琉镜
关于19�纪�说论�的发�样相研究���
�洲李�相与��李种杞的书�内�为中
�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究
�

12 李相益 �浦论�的��问题 阳明学 66 韩国阳明学�

13 ��� 关于星湖李�《�七��》中出现的��七
�论研究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14 吴眞率 关于星湖李�关于��七�论�释的��
性�讨

东�哲学研究 
96 东�哲学研究�

15 �琉镜 大�李�靖的“�”思想�� 韩国思想史学 
59 韩国思想史学�

16 �琉镜 大�李�靖的未发论研究 儒�思想文�
研究 72 韩国儒�学�

关于其他人物的研究论文也有很多。 本报告收录了关于尤庵宋时
烈和龟峰宋翼弼的论文各有3篇、 关于愚潭丁时翰、 华西李恒老、 寒州
李震相、 星湖李瀷、 大山李象靖的论文各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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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题分类

理气论与心性论组成了性理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关于这两方面的论文
比重也极高。 其数量为56篇占据了本报告所搜集全部论文的约39%。 关
于修养论和教育论的论文有21篇、 比重约为15%。 关于经世论的论文有
20篇、 比重约为14%。 但是未包含在以上主题中的论文有59篇、 比重约
为42%、 本报告把它们归入了其他类。 以上数据充分反映了性理学的研
究范围和研究方式的多样化。 

1) 理气论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金�笑 栗谷的“理”哲�硏究 东�哲学研究 
93 东�哲学研究�

2 孙兴彻 栗谷的��论研究 栗谷学研究 36 (史)栗谷研究院

3 郑��
南�韩元�的思想史地位再����理的主
�性与未发��的气质变�论的相关问题
为中��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4 李相益
“认气为大�”是谬论吗？�再论《中�》的“�
下�大�”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5 李�贞
��的“理自�”与�宾诺�的“自我原�”�
��理的体用论与�宾诺�的实体�属性论
�较

��学论� 22 � 南 � � 学 研
究院

6 金尚贤 李滉为何说“理自�”？�朱熹经物论的�受
与变用� ��学论� 23 � 南 � � 学 研

究院

7 李元� ���何�读“理�”��过“理�”读�来看
“活物”�“理” ��学论� 23 � 南 � � 学 研

究院

8 ��赫 栗谷李珥的理�气局哲学研究 �士学位论文 � 南 大 学 哲 学
�

关于理气论的论文有7篇、 与2016年相比数量明显减少。 但是因为
很难准确区分理气论和心性论的范畴、 因此我们更应关注理气心性论
整体的研究篇数和比例变化。 合并研究理气心性论的论文与2016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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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相同、 比重约为41%。 因此理气论研究数量的减少无伤大雅。 

从具体的研究主题来看、 研究退溪理到说的论文有3篇。 金尚贤的
《李滉为何说“理自到”？�朱熹经物论的接受与变用�》从认识论和修养
论两方面阐明了退溪晚年接受“理自到说”的原因。 李元准的《退溪如何
解读“理到”�通过“理到”读法来看“活物”之“理”》以“理到”的读法为中
心揭示了退溪理到说的哲学意义。 他认为退溪的理到说超越了单纯解
释“物格”的语法整合性、 扩张到了格物、 物格的脉络。 李源贞《退溪的
“理自到”与斯宾诺莎的“自我原因”�退溪理的体用论与斯宾诺莎的实体
�属性论比较》则从另一观点探究“理自到”的问题。 他提出退溪“理的移
动性”的意义和斯宾诺莎的自我原因概念相似。 退溪的“理自到”和斯宾
诺莎的“自我原因”都是宇宙原理的活力之源。 

金微笑在《栗谷的“理”哲学硏究》中指出、 既往研究过多关注于栗谷
的“气”、 对其“理”的探究并不充分。 因此她从“没有形而下的实在性”和
“形而上的实在”两方面揭示了栗谷“理”的观点、 并在这种框架中得出了
栗谷的宗旨是强调人类道德修养的结论。 孙兴彻在《栗谷的太极论研
究》中集中探讨了栗谷关于太极的理解。 他从栗谷之前的赵汉辅和李
彦迪的太极论辩开始、 深入研究了栗谷的《易数策》、 栗谷与尤溪的太
极问答、 《圣学辑要》、 栗谷与思庵朴淳的讨论等、 最终阐明了栗谷太极
论的特性。 

李相益的《“认气为大本”是谬论吗？―再论〈中庸〉的“天下之大本”》

探讨了是以心为未发的大本合适、 还是以性为未发的大本更加合适的
问题。 湖洛论争的主要问题就是未发的大本是指性还是指心。 李相益
以朱子对大本的说明为基础、 揭示了大本为心、 大本为性、 心性一致三
种观点、 认为大本与气结合更为妥当。 郑然守指出南塘韩元震哲学的
特征是“理的主宰性确立”与“未发存养的心气气质变化论确立”、 并讨
论了南塘思想对后代的影响。 忠南大学哲学系的徐源赫发表了题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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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谷李珥的理通气局哲学硏究》的博士学位论文。 

2) �性论

2018年刊载在东洋哲学相关学会中的关于心性论的论文共有35篇。 考
虑到这些论文的内容和数量、 本报告决定将它们按照主题进行分类研
究。 主题分别为四端七情论、 湖洛论争、 心说论争以及其他论文。 接下
来将按照各主题用表格的形式进行展示与说明。 

⑴ ��七�论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琉镜 ��李�逸与愚潭丁时�的��七�论�
�� 国学研究 36 韩国国学�兴

院

2 金润璄 霞谷学与茶�学思想联�的��试论‒��
�、 ��论为中�‒

东�哲学研究 
93

东�哲学研究
�

3 洪性敏 �七论的�体与�的一元� 东�哲学研究 
96

东�哲学研究
�

4 吴眞率 关于星湖李�����七论�释的��性
�讨

东�哲学研究 
96

东�哲学研究
�

5 李�� �过“�乘马”�喻来看栗谷李珥的道�实
�指向�� 东�哲学 50 韩国东�哲学

�

6 金�贤 ����与中节��‒��七��释分�的
�一原�‒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7 洪性敏 ��和栗谷关于道���的思想‒�星湖理
�与��的可�性为中�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8 金智� 关于��的主理性�释‒���和农岩的论
议为中�‒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9 ��� 关于星湖李�《�七��》中出现的��七
�论研究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10 ��� 愚潭丁时�的《�七辩证》的相关研究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
究�

心性论中除去其他类、 分量最重的主题就是四端七情论。 总共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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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论文。 与2017年情况类似、 其中过半数是以退溪之后的南人、 具体来
说是以愚潭、 葛庵和星湖的四七论为中心主题进行探究。 这说明虽然
学界对于退溪四七论的理解已经比较成熟、 但是对于退溪之后南人的
四七论研究的关注正在上升。 其中值得关注的论文首推吴眞率的《关
于星湖李瀷对退溪四七论解释的批判性探讨》。 吴真率指出既往先行研
究中只是提出退溪和星湖的四七论不同、 但是并未进行更具体深入的
分析。 他论述了星湖的疑问在退溪的四七论中有何意义。 吴眞率的这
篇论文以一个怀疑性的视角进行切入、 认为退溪四七论和星湖四七论
的论议脉络不同、 无法进行比较。 另外、 徐根植《愚潭丁时翰的〈四七辩
证〉的相关研究》中整理了已有的关于愚潭四七论的先行研究、 详细论
述了各先行研究的特征及优缺点。 通过这些研究、 他重新确认了既有
的愚潭四七论研究的地位、 这有助于帮助后续研究者树立问题意识。 

⑵ �说论�相关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崔英成 �思想史脉络来看19�纪的�说论�‒�
�七论���说论�‒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
究�

2 ��� 大韩�国末期�湖学界与�说论�‒��湖
学界的��与�说论�的展开样态为中�‒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
究�

3 金贤� 李恒老的�说与⻄学‒�《��录�》、 《�
� � �祸》为中�‒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
究�

4 �琉镜
关于19�纪�说论�的发�样相研究‒�‒
�洲李�相与��李种杞的书�内�为中
�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
究�

5 金洛眞 洲门�贤与��学者们的讨论中体现的�
州学�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
究�

6 �琉镜 ��李种杞与俛��钟锡的��七�论�
较研究 �南学 65 庆北大学�南

文�研究院

7 李相益 �浦论�的��问题 �南学 65 庆北大学�南
文�研究院

8 �琉镜 阳斋�纯�的�论�� ��学报 144 ��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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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下半期学界开展了心说研究项目、 因此对相关学者的研究
比较活跃、 这也明显地体现在2018年的研究成果分析中。 相关论文共
8篇、 每位作者都隶属于各自研究院的研究小组。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崔
英成的《从思想史脉络来看19世纪的心说论争�从四七论争到心说论
争�》。 论文中作者用两种观点来看心说论争。 第一种观点是把心说论
争看作四七论争与湖洛论争的哲学延长线、 进而探索了它的地位与特
征。 第二种是把心说论争与当时士大夫的义兵活动相结合、 分析了性
理说的实践性样相。 该论文以大韩帝国末期士大夫的时代意识为基础、 
探究了性理学对义兵活动的实践指导意义。 这种研究路径为学界提供

了崭新的研究视角。 

⑶ 湖洛论�相关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晟 ��、 性、 气质的关�为中�来看南�、 �
岩的未发论 阳明学 49 韩国阳明学�

2 李�雨 三渊金昌�的未发说及其在湖洛论�中的
地位

�上古典研究
63

�上古典研究
�

3 �琉镜 大�李�靖的未发论研究 儒�思想文�
研究 72 韩国儒�学�

4 �鹤来 ��金�淳的性理说研究‒�湖洛论�的主
��议�点中‒ 儒学研究 44 �南大学儒学

研究�

2018年刊载的关于湖洛论争的论文共4篇。 其中关于南塘与巍岩的
论文为1篇、 关于三渊与台山的论文为2篇、 关于大山的论文为1篇。 南
塘和巍岩被研究的较多、 三渊与台山被研究的较少、 而大山则属于南
人派。 由此可见、 关于湖洛论争的研究外延也在不断扩大。 其中值得关
注的论文是裵帝晟的《以心、 性、 气质的关系为中心来看南塘、 巍岩的
未发论》。 作者以朱子的心性论为基础、 指出了南塘未发论与巍岩未发
论的不同的脉络与目标。 论文中提到南塘指出了性与心气的偏差、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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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证明自己所主张的性善及修养内心的必要性。 巍岩认为南塘的逻辑
降级了心的地位、 他的目标是确立心是性善实现者的重要地位。 既存
研究中存在局限于单纯对比及概念规定不明确的难题。 为解决这些难
题、 该论文从哲学性观点上准确地分析了南塘和巍岩的目标。 因此该
论文是相关主题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 有助于理解朝鲜性理学尤其是
湖洛论争。 

⑷ 其他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金润璄 奇�社�与中和论 儒�思想文�
研究 72 韩国儒�学�

2 沈�用 成��的《�易》与�宾诺�的��论 大同哲学 83 大同哲学�

3 任�� 16~17�纪�鲜经学�朱�中和说的�受与
��‒�赵�和��堂的中和说为中� 大同哲学 83 大同哲学�

4 林�圭 �工智�时代儒��性论的��‒���和
��为中�‒ 大同哲学 84 大同哲学�

5 崔�� 栗谷思想中出现的主体道�����‒�思、 
虑、 念为中� 东�哲学 50 韩国东�哲学

�

6 �在锡 �鲜前期�学展开样相的研究‒���学问
的�受态度与��论点分析为中�‒ 阳明学 49 韩国阳明学�

7 田�郁 稣斋卢��的“��道�”思想 ��学论丛 32 ��学��研
究院

8 李相益 ��性理学的��性与��性 ��学报 144 ��学研究院

9 郑焘� ��和栗谷的�学与�王的转换伦理 ��学报 144 ��学研究院

10 金昌� 关于龟�宋��的栗谷实学��的研究 韩国思想与文
� 93

韩国思想文�
学�

11 申�镇 �儒学思想来看�性的�据‒���和茶�
的思想为中�

韩国思想与文
� 91

韩国思想文�
学�

12 李昌� ��道�说中朱熹与韩元�的问题�识�
较

儒�思想文�
研究 72 韩国儒�学�

13 �保� ��性��的观点来����的理发说和
栗谷的气质变�论 ��学论� 22 �南��学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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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题类的论文共13篇。 按主题分类的话、 关于退溪和栗谷的论
文共6篇、 关于中和说的论文共2篇、 关于人心道心的论文共2篇。 相比
2017年度、 2018年度其他类论文占据了更大比重。 由此可知、 关于心
性论的论文研究已经不再侧重某些特定的论争中、 呈现出了多样化的
研究趋势。 关于退溪栗谷的论文共6篇、 其中3篇�林宪圭、 申亨镇、 姜保
承�是与人性教育相关的研究。 这展现了研究者们逐渐脱离既存的哲
学性概念规定、 努力探索性理学对现代人性教育贡献的积极面貌。 尤
其是林宪圭的《人工智能时代儒教心性论的意义�以孔孟和退溪为中
心�》探究了心性论研究的多样性与人性教育重要性。 作者试图从性理
学中寻找AI时代人与人工智能的差异点。 心理学认为人的心是刺激与
反应的工具性的存在。 但是性理学却主张道德的根源在人心、 因此作
者主张从哲学理论来看、 即使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地位也不会动摇。 
虽然该论文在探索应用的研究逻辑上不够缜密、 但是阐明了心性论适
用于现代的可能性、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分析心性论研究可以发现以下两方面情况。 第一、 关于时期论证、 
湖洛论争等传统主体的研究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因为心性情的概念规
定、 概念间的关系规定仍是朝鲜性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 除去退溪和
栗谷、 关于其他学者心性论的分析论文也有所增加。 也就是说、 虽然
仍集中于特定主题、 但是相关数据变得更为丰富、 关于心性论理解的
幅度也在不断拓宽。 心性论的外延虽在不断扩张、 但关于其意义的研
究成果却比较匮乏。 此外其研究内容也与既存先行研究没有太大区别、 
其分析的质量也并不优秀。 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第二、 其他类研究的数量增多、 研究幅度也更为广泛。 尤其是关于
人性教育的研究逐步增多、 和教育学研究的结合可能性得到极大提高。 
因此可以考虑鼓励研究者进行此方面的研究。 这种研究大部分需要跨
越学科、 所以由本专业的研究者撰写相关主题的论文会取得更加精确
的研究成果。 但是不论专业与否、 研究者都应该增强信心、 多多关注那



第4章 韩国性理学研究   99

些结合可能性高、 实践效果好的主题。 在这种外延的扩张中可以明确
探寻到用现代性再解释心性论的可能性。 

3) ��论及��论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崔在穆 张桂香的��观与��论 儒学研究 45 �南大学儒学
研究�

2 李阿� 月川赵穆的��活动�索 ��哲学 69 韩国��哲学
�

3 郑大镇 �《�经发挥》来看�冈郑�的实�精神 ��文�论丛
69

�南大学��
文�研究�

4 赵智� 韩元�性三层说的�性����及其活用
�值 阳明学 51 韩国阳明学�

5 ��淑 ��的���进�行力研究 ��学论丛 31 ��学��研
究院

6 黄金重 ��性理学中“�”的��及实��：�“�”
的��说认识为中� ��学报 144 ��学研究院

7 张在� 尤�宋时烈的女性��观 韩国思想与文
� 95

韩国思想史文
�学�

8 金基浩 ��的《�兴��箴图》‒�坐、 读书与� 韩国思想与文
� 92

韩国思想文�
学�

9 �琉镜 大�李�靖的“�”思想�� 韩国思想史学 
59

韩国思想史学
�

10 池�镐 ��李滉的道���论‒�《�学十图》的体
�和内�为中�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
究�

11 申昌镐 ��在�行论的师生关�中�索的学习�
及其现代理�

韩国哲学论� 
56

韩国哲学史研
究�

12 �琉镜 ��未轩张福�的《�兴��箴�说》的�
� �南学 66 庆北大学�南

文�研究院

13 �保� ��的���� 儒�思想文�
研究 74 韩国儒�学�

14 黄正�
《击��诀》中“主体�我”的自觉与��‒
《���》�展示的青�年哲学��论‒ 儒学研究 42 �南大学儒学

研究�

15 郑��
关于�《中�》篇和《��》篇顺序�成的《朱
��论同��》体�的��‒�韩元�的学
习论为中�‒

儒学研究 43 �南大学儒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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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6 金�赞 ��李滉“活���”中出现的����论 儒学研究 45 �南大学儒学
研究�

17 李秉基
�过韩国传统伦理学进行的道�与��过
�设计��研究‒�《�学辑�》手记上篇为
中�‒

伦理��研究 
49

韩国伦理��
学�

以退溪为主题的论文共7篇、 其中关于修养论的论文有4篇�权奉淑、 
金基浩、 黄金重、 金富赞�、 关于学习论的论文有3篇�姜保承、 申昌镐、 
池俊镐�。 

修养论论文主要是探究退溪修养论的核心概念――敬。 黄金重的
《退溪性理学中“敬”的意义及实践法：以“敬”的四条说认识为中心》分
析了敬思想的意义。 他认为敬的主要命题“主一无适”、 “常惺惺法”、 “心
收敛不容一物”是“专一”体验的多种解释。 

金基浩的《退溪的〈夙兴夜寐箴图〉�静坐、 读书与敬》将敬与《夙兴夜
寐箴图》中的静坐修行、 沉浸读书相结合、 从读书方法论层面论述了敬
思想的功能。 

与修养论相关的其余两篇论文分别是从护理学和体育科学探究退
溪思想的现代适用方案。 首先、 权奉淑的《退溪的健康增进执行力研
究》在退溪的论述中确认了保健医学概念――“健康增进”的根源与执
行力、 指出退溪思想中的身体性、 精神性、 社会性健康增进谈论可以与
现代化思想结合运用。 

金富赞的《退溪李滉“活人心方”中出现的身心修养论》将退溪的修
养论分为心修养和身修养两种、 然后与敬相结合、 认为退溪思想是可
以治疗陷入了商业化和物质化的现代体育活动弊病的有效方案。 

学习论论文中姜保承的《退溪的虚心逊志：虚的学习与实践方法》

以“虚心”和“虚心逊志”概念为中心考察了退溪的“虚的学习”。 他认为立
志与勿忘勿助长是“虚的学习”的开端与关键、 “虚的学习”的实践方法
则是以《小学》的日常性实践为要旨的“自然的虚空”与以静坐为要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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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虚空”。 
池俊镐的《退溪李滉的道德教育论�以〈圣学十图〉的体系和内容为

中心》研究了退溪李滉的道德教育论。 退溪以圣学为目标、 以敬为基础、 
努力实现以人伦为基础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和谐。 池俊镐探究了传统文
化具有的普遍性价值、 提出在传统教育层面重新唤起道德文化教育、 
并以此来解决当今的教育问题。 

申昌镐的《退溪在言行论的师生关系中探索的学习法及其现代理
解》通过退溪的世界关系考察了退溪的教育方法论。 他认为退溪的教
育方法论在认知学习层面上与潜在学习、 洞察学习和模仿学习相通；

在成人学习层面上体现为经验学习、 自主学习、 意识沟通学习。 
退溪的修养论与学习论的研究成果中、 比起对退溪思想本体的分

析、 以退溪思想的现代性适用为目标的论文占据压倒性优势。 分析退
溪思想本体的2篇论文中、 黄金重用专一将敬思想的相关命题一元化、 
重新解构了敬的概念；姜保承则通过分析退溪的虚心学习法确认了
退溪的学习论新面貌。 退溪思想的现代性适用研究的主流是对退溪教
育方法论的现代化探索�金基浩、 池俊镐、 申昌镐�。 权奉淑和金富赞则
是在研究者各自的专业领域内结合退溪修养论的内容、 探索退溪思想
的现代性适用方案。 

以退溪的后学及与退溪相关人物为主体的论文共有5篇。 具体按
人物来看的话、 关于退溪直传弟子月川赵穆�1524�1606�和寒冈郑逑
�1543�1620�的论文有2篇。 关于退溪再传退溪学派的论文有2篇、 是安
琉镜关于大山李象靖�1710�1781�和四未轩张福枢�1815�1900�的研
究。 此外还有一篇关于张桂香�1598�1680�的论文。 张桂香是敬堂张兴
孝�1564�1633�的女儿、 而敬堂是与退溪学派相关的学者。 

李阿丽的《月川赵穆的教育活动探索》研究了赵穆的书院建立、 乡
塾重建、 讲学活动等、 展示了赵穆教育者的专业风貌。 赵穆是退溪学派
也是教育者、 他始终坚守理念进行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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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镇的《从〈心经发挥〉来看寒冈郑逑的实践精神》试图确立郑逑
基于儒教立场进行的实践活动。 郑逑编纂了《心经发挥》、 在《敬以直内
章》中通过很多范畴和相关概念分析了“敬”的重要性、 细化了敬的具体
过程并从多样化的角度进行认证。 他区分了心的内部和外部、 强调了
以“敬”为中心的实践精神。 

安琉镜的《大山李象靖的“敬”思想考察》通过内外与动静的关系分
析了李象靖的敬学习。 虽然内为根本、 但是也强调外部的整齐严肃；

虽把静谧看作根本但也强调日常的动。 同时为防止过度区分动静的错
误、 李象靖还强调“动中之静、 静中之动”。 这是不同与佛教的坐禅的儒
家敬学习的特征、 也是李象靖敬思想的特征。 

安琉镜的另一篇论文《对四未轩张福枢的〈夙兴夜寐箴集说〉的考
察》指出张福枢根据退溪《夙兴夜寐箴图》的结构写成了《夙兴夜寐箴集
说》、 对《夙兴夜寐箴》的内容进行了体系化分类。 他同李象靖一样、 用
内外和动静的框架解释了敬。 张福枢还对朱学修养论中心的敬的实践
方法进行了体系化的整理和深化、 安琉镜认为他继承并强化了退溪学
派的修养论。 

崔在穆的《张桂香的圣人观与教育论》指出张桂香继承了岭南退溪
学派张兴孝的思想、 更加忠实地追求“敬身”。 在此基础上、 张桂香的教
育论出现了以下4大特征：⑴ 敬身=“自己尊重”教育 ⑵ 诚心对待他人 
⑶ 在日常中检查欲望和感情的移动 ⑷ 圆满肯定的对话法。 她的“商
谈、 领导的方法”在现代也有充分的实用价值。 

关于退溪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退溪思想的现代化适用与外延扩
张层面、 但是关于退溪学派修养论和学习论的研究成果却全局限于对
相关思想家思想的分析。 除李阿丽的论文外、 别的论文都是以各学者
的著述活动为中心分析敬思想的内容和意义。 这说明对退溪后学修养
论的研究主要是以敬概念为中心并探讨其与退溪的相关性。 

以栗谷和栗谷学派为中心的论文共5篇、 其中关于栗谷的论文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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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熙、 李秉基�。 关于栗谷学派学者的论文3篇。 这3篇分别是：以尤
庵宋时烈�1607�1689�的女性教育观为主题的1篇�张在天�、 以南塘韩
元震�1682�1751�的学习论为主题的2篇�赵智善、 郑然守�。 

以栗谷为研究主题的黄正熙的《〈击蒙要诀〉中“主体之我”的自觉与
陶冶》认为《击蒙要诀》是将“哲学化”过程直接进行实践的方法论。 这种
“哲学化”过程是指对学习行为的目的与意义进行自主思考和解答的过
程。 该论文认为修身包括了立志、 革旧习、 持身、 读书、 这是一种能动
性、 主体性的“哲学化”。 

李秉基的《通过韩国传统伦理学进行的道德与教育过程设计方案
研究�以〈圣学辑要〉手记上篇为中心�》指出需要从韩国传统伦理学出
发设计道德与教育过程、 可以在《圣学辑要 � 修身》篇中得出有借鉴意
义的道德与教育过程设计方案。 即用《圣学辑要 � 修身》篇中的志于道、 
居敬、 穷理三端等要素来探索道德与教育过程的设计方案。 

以栗谷学派为主题的张在天的《尤庵宋时烈的女性教育观》指出虽
然宋时烈的哲学彻底贯彻了朱子的教义、 但比起思辨性的理论、 宋时
烈更加注重实践性修养和社会性变用。 因此针对女性问题、 他他不仅
强调传统的美德、 也重视与主妇权相关的经济性作用。 他还主张品格
修养、 语言生活、 行动礼节、 教养生活等都属于伦理道德层面。 宋时烈
的这些观点对现代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赵智善的《韩元震性三层说的人性教育含义及其活用价值》指出韩
元震在性三层说中强调可以通过气质变化实现人性。 韩元震的思想涵
盖了人类本性的哲学定义和恢复人类本性的学习论、 贯通了人性教育
的核心。 因此、 他的本性论和学习论具有很高的与人性教育相关的哲
学价值。 

郑然守的《关于以〈中庸〉篇和〈孟子〉篇顺序构成的《朱子言论同异
考》体系的考察》认为韩元震思想的特征是主张敬是存养的学习、 强调
气质变化的努力学习。 《朱子言论同异考》中关于四书的普通学习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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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学》、 《论语》、 《孟子》、 《中庸》。 但是韩元震却认为应先学习《中庸》

再学习《孟子》、 这与他的强调存养之后的气质变化的学习论密切相关。 
以栗谷和栗谷学派的修养论和学习论为主体的论文大都研究其现

代的适用可能性。 关于栗谷的论文主要是从《击蒙要诀》、 《圣学十图》等
栗谷的著述中研究了他的修身观念特征、 并讨论了栗谷修身观的现代
性适用方案。 分析栗谷学派韩元震修养论特征的论文�郑然守�也是通
过方法论的活用进行探究。 从内容层面来看、 上述论文的共同点是都
强调气质变化并带有强烈的实践性色彩。 由此可知、 学界关于栗谷及
栗谷学派修养论和学习论的研究核心是强调以气质变化为基本的实
践活动。 

4) 经�论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金洛真 《洪范衍�》的�革思想 国学研究 35 韩国国学�兴
院

2 金大� 栗谷李珥实�伦理的�制�革论研究 �士学位论文 江原大学哲学
�

3 金�熹 �鲜的“儒���”理念：�《�鲜经国典》
和《经国大典》的编�为中�

韩 国 东 � 政
�史思想研究 
17~1

韩国东�政�
史思想学�

4 卢�烈
千�� 李恒老与��“時中�道” 阳明学 49 韩国阳明学�

5 �琉镜
李相烈 栗谷乡约中体现的协作组织精神 ��文� 52 韩国古典�译

院

6 李英� 龟�宋��的经�思想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
究�

7 李��
《书经》、 《洪范》�释的两种视⾓：占卜与经
�‒�李�逸、 李�逸的《洪范衍�》分析为
中�

��学报 143 ��学研究院

8 李郁� �鲜时代李元�的百�观与政�观研究 东�古典研究 
72 东�古典学�

9 李�� 郑道传《�鲜经国典》��思想分析 ��学论� 23 �南��学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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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0 李海任 �鲜前期中央�僚���的认识‒�实录与
经研资料为中�‒

�东古典研究 
40

�林大学�东
古典研究�

11 林荧泽 �堂李南珪的思想与文学 ��文� 51 韩国古典�译
院

12 郑�勋 《洪范衍�》的�王学 国学研究 35 韩国国学�兴
院

13 崔锡� 锦�黄�良的经���和精神�向 �南学 64 庆北大学�南
学研究院

14 崔年� ⻄�柳成龙的学问、 经国��及战��理 东�古典研究 
73 东�古典学�

15 崔英成 �过《洪范衍�》来看�斋和��的学问 国学研究 35 韩国国学�兴
院

16 秋制协 李滉与李珥的政��革论及性学‒�《戊辰
六��》和《万�封事》为中�‒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研究院

经世论是指研究治理世界方法的理论。 经世论通常涉及政治理论
及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 2018年发表的关于经世论的论文共16篇
�学术刊物论文15篇、 博士学位论文1篇�、 相比2017年的14篇数量有所
增多。 经世论论文中按照人物类别进行研究的倾向明显。 

在韩国性理学者的经世论主题研究中、 关于李珥�1536�1584�的论
文每年都占据很大比重。 2018年度关于李珥经世论的论文共3篇：金
大弘的《栗谷李珥实践伦理的法制改革论研究》、 安琉镜和李相烈的《栗
谷乡约中体现的协作组织精神》、 秋制协的李滉与李珥的政治改革论
及性学�以〈戊辰六条疏〉和〈万言封事〉为中心�》。 

2018年经世论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出现了4篇关于李徽逸�1619� 
1672�和李玄逸�1627�1704�的著作《洪范衍义》的论文。 而2018年之前
众多年度才仅有4篇关于《洪范衍义》的论文2、 因此可以说关于《洪范

2 2018年之前发表的关于《洪范衍义》的论文如下：宋赞植（1982）《洪范街义解题》；金
成润（2006）《〈洪范衍义〉的土地改革论与商业论》、 《〈洪范衍义〉的政治论与军队体制改
革》；金洪水（2014）《〈洪范衍义〉的编撰与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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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义》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国学研究》35的《洪范衍义》特辑刊登
了4篇相关论文。 这4篇论文中有3篇是讨论经世论的、 分别是金洛眞的
《〈洪范衍义〉的改革思想》、 郑宰勋的《〈洪范衍义〉的帝王学》、 崔英成的
《通过〈洪范衍义〉来看存斋和葛庵的学问》3。 除了特辑论文、 李昤昊的
《〈书经〉、 〈洪范〉解释的两种视角：占卜与经世�以李徽逸、 李玄逸的
〈洪范衍义〉分析为中心》也介绍了与《洪范衍义》相关的经世论。 这些论
文从不同的观点探讨了《洪范衍义》的经世论。 金洛真的论文重点分析
了《洪范衍义》中的土地制度的改革。 郑宰勋的的论文对比研究了《洪范
衍义》中帝王论与之前传统的帝王论。 崔英成的论文介绍了《洪范衍义》

的整体内容、 并与《磻溪隧录》、 《洪范学记》等其他洪范学或经世学著
述进行比较、 考察了《洪范衍义》在朝鲜经世学史上的地位。 李昤昊的
论文将《洪范衍义》的内容分析为占卜经世论、 认为《洪范衍义》不是朱
子学经世学、 而是《书经》时代经世学。 

相比以前年度、 2018年的经世论研究更为关注朝鲜的法治基础好。 
有关朝鲜法治基础的论文共2篇：金泰熹的《朝鲜的“儒家法治”理念：

以〈朝鲜经国典〉和〈经国大典〉的编纂为中心》和李宗秀的《郑道传〈朝
鲜经国典〉法治思想分析》。 金泰熹的论文强调《朝鲜经国典》与《经国大
典》的共同属性是礼和祖宗成宪、 并将其看作为“儒家法治”的理念。 李
宗秀的论文分析了《朝鲜经国典》中出现的郑道传民本思想的特征、 也
阐明了郑道传民本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之前经世论研究的倾向是研究对象人物的多样化。 2018年的经
世论研究也继承了这种研究趋势。 除去上文提到的人物、 还有柳成
龙�1542�1607�、 宋翼弼�1534�1599�、 李建芳�1861�1939�、 李南珪
�1855�1907�、 李元翼�1547�1634�、 李恒老�1792�1868�、 黄俊良

3 《国学研究》35的《洪范衍义》特辑论文中韩衡周的《〈洪范衍义〉中展现的国家祭祀》与
经世论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不在本报告的研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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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1563�。 但这些人物多集中于16世纪和19世纪。 

5) 其他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闵�基、 
李时雨

洪州��的儒�学脉与实�精神‒�韩元�
的思想与李�、 金福汉实�精神的内在关联
为中�‒

儒学研究 45 �南大学儒学
研究�

2 秋制協
��鲜中期�冈学�的活动来看大�地�
的性理学�征‒��再谦、 �思远、 孙处讷
为中�

国学研究 36 韩国国学�兴
�

3 崔英成 牧�李穡的歷史�識与��思想 国学研究 37 韩国国学�兴
�

4 李贤� 郑道传����中的《��》的�响与性理
学理� 大同哲学 83 大同哲学�

5 ��來 ��学硏究的现状与课题‒�韩国哲学界的
研究为中�‒

东�古典研究 
70 东�古典学�

6 林�圭 �《论语》中��“�”�念的��‒与古��
��的茶�丁若镛的�释的�征‒

东�古典研究 
73 东�古典学�

7 李昌郁 �鲜性理学的�神论�较研究 东�古典研究 
95 东�古典学�

8 ��荣 19�纪�南儒林的思想动向 ��文�论丛
70

�南大学��
文�研究�

9 �成干 茶�丁若镛的��学与血气论 ��文� 52 韩国古典�译
院

10 Ha� Na 16�纪�鲜与明�学者间的学术论�研究‒
�朱�学和阳明学的论�为中�‒ 阳明学 51 韩国阳明学�

11 李哲� 21�纪韩国的�主主�与儒�哲学 哲学研究 145 大韩哲学�

12 赵�� 浦渚赵�经学思想中出现的��观‒�《论
语�说》为中�‒

�东古典研究 
40

�林大学�东
古典研究�

13 �顺哲 �桥彻的��观‒��鲜儒学史讲�录为中
�‒ ��学论� 23 �南��学研

究院

14 金�� 道、 学、 艺、 术‒�鲜�期⻄学的��与知识
变动的试论‒

韩国实学研究
35 韩国实学学�

15 金��
利亚

��鲜�期女性文�的儒�经典�用�式
的女性哲学性��：�李师朱堂的《���
记》与李凭虚阁的《闺合丛书》为中�

韩国女性哲学
30

韩国女性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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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6 郑�� ���期郑�周的��理�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
究�

17 黄�� ���的儒生风�与气哲学�征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
究�

18 李�勋 �鲜前期“��”�念的��� 韩国哲学论� 
58

韩国哲学史研
究�

19 金智� ⻄�文�传��的�斋学�与��学�的
思想�应研究

《�南学》67 庆北大学�南
文�研究院

20 郑��  一蠹郑�昌的道学思想 《温知论丛》54 温知学�

21 金�镐 栗谷李珥的旅�与��的�性哲学研究 儒学研究 42 �南大学儒学
研究�

22 �明� 栗谷诗的主题领域与�学�征 �士学位论文 江陵原州大学
国语国文学�

23 郑焕� �鲜性理学�念词典：李�的《�学者训�
辑》研究 ��学论� 22 �南��学研

究院

24 崔英成 ��李滉与栗谷李珥的两�相�‒��话和
��为话题‒ ��学论� 23 �南��学研

究院

25 金�锡 �农�申得�“�说”的论�研究 韩国实学研究
35 韩国实学学�

26 孙兴彻 龟�与栗谷的学问及�� 东�哲学研究 
93

东�哲学研究
�

27 李仁英 ��儒风中的性理学硏究：��鲜�江原
道为中� �士学位论文 江原大学哲学

�

28 印�政 洪大�的政�哲学与物学的关�研究 �士学位论文 梨�女�大学
哲学�

29 郑周河 李滉与许穆的书艺�学研究 �士学位论文 �明大学�术
学�

30 林澜� 省斋柳重�的乐论与实� �士学位论文 首�大学协同
课��乐学�

31 吴�贤
�朱熹的老师李侗来看�鲜时代士大夫的
视线‒�《���问》的刊行及读书与李侗的
《文��记》为中�‒

韩国思想史学 
58

韩国思想史学
�

32 申�� ��读书诗的指向�值及其�性论�� ��学论� 23 �南��学研
究院

33 李贞和 ��李滉的���硏究 ��学论丛 31 ��学��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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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34 李贞和 �任�挚堂的文学来看�的�� 韩国思想与文
� 94

韩国思想文�
学�

35 张东� �行�书来看�鲜�期《��》研究的�性
及��‒�《��便览》与《��辑�》为中� 国学研究 36 韩国国学�兴

院

36 都�� �斋《�先杂仪》的�学史��‒�与16�纪
��书的�较为中�‒

东�古典哲学
72 东�古典学�

37 张东�
�变�书来看�鲜�期《��》研究的�性
及��‒�《�疑�问分类》和《�疑类辑》为
中�‒

��文�研究
81

��大学��
文�研究院

正如前文中分析的、 关于性理学的研究多集中于理气论、心性论、修
养论（及教育论）、 经世论等传统范畴。 但这些分类无法涵盖性理学研
究的全部范围、 还有很多别的主题的论文研究。 这些论文篇数众多、 内
容多样、 很难一一进行介绍。 因此本报告编制了上述表格目录进行展
示。 

4. 主要论文分析及批评

1) ��论文

① 李相益的《“认气为大�”是谬论吗？－再论《中�》的“�下�大�”》

该论文探讨了源于中庸的未发的中、 以及“天下之大本”是否包含了气。 
这里所说的气实际指的是未发的心的概念。 正如论文作者所指出的、 这
也是湖洛论争中的争议焦点。 巍岩李柬主张心性一致是心性、 但是南塘
韩元震却坚持大本仅指理。 该论文题目中包含的“认气为本论”实际上
是南塘批判李柬的内容。 朱子学的未发基本上包含了心和性两方面。 如
果未发仅指性、 那么就可以通过学习实现某些功效、 这不易于进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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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意义定义。 但是朱子究竟是如何理解这两层面之间关系的？是赞
同“大本”为性还是赞同心性一致？这些问题很难明确给出答案。 为此、 
李相益体系化地整理了与朱子相关的多种学说、 用于辨别其中的主次
和意义。 

作者参考了以《中庸》朱子注为首的多种文献论据、 将其分为三大
类：性为大本、 心为大本、 心性一致为大本。 最后得出了结论、 认为心
性一致为大本的观点更符合朱子学的主张。 这一过程中、 作者的论证
多少还存在不足。 但是对于如此复杂的争论焦点、 像作者这样能做到
体系化地整理并分析相关材料、 也是对学术界的贡献。 

此外、 作者对于心性一致意义的说明也值得参考。 他从心性一致出
发、 认为如果大本之性意味着“规范标准”的本、 大本之心则意味着“实
践根本”。 因为朱子主张将两方面相结合、 所以后来出现了许多与未发
相关的学说。 在研究未发的问题时、 这些都是值得参考的观点。 

② 郑��的《南�韩元�的思想史地位再��‒�理的主�性与未发��的气

质变�论的相关问题为中�‒》

这篇论文凸显了韩元震在思想史上地位。 南塘韩元震在朝鲜后期思想
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不容质疑。 他是湖洛论争的核心参与者、 也是湖学
的代表人物。 他写出了《朱子言论同异考》及《经义记闻录》等朝鲜性理
学史的重要文献。 但是除去有关湖洛论辩的研究、 其余很少有论文试图
阐明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但作者却认为这种研究极有必要。 韩元震在
思想史上的贡献是“理的主宰性确立”和“未发存养的心气的气质变化论
确立”。 虽然在既有的关于韩元震的论文中关于这两大主题的研究尚未
引起很大关注、 但作者却坚持将其看做韩元震的重要哲学性贡献。 他认
为这也与前代的思想潮流密切相关。 

退溪强调理的主宰性但是否定无为性、 栗谷强调无为性却忽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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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性。 韩元震提出可以将两者的观点相结合进行理解。 作者认为韩元
震的这一主张也推动了尤庵宋时烈的思想认识。 “未发存养的心气的
气质变化论确立”是韩元震对引发气质变化的未发学习的高度评价。 栗
谷认为学习三大核心是居敬、穷理、力行、 韩元震却认为是居敬、穷理、存
养。 韩元震把未发存养的学习当作气质变化学习的核心、 阐明了存养
的重要意义。 气质是变化对象、 气质内藏于心是他的心性论主张。 

这篇论文为探究朝鲜后期的主要思想家们的地位提供了可行的研
究路径、 这也是本论文的一大优点。 虽然一直有观点认为朝鲜后期的
性理学者的思想与思想史的前后整体脉络紧密相关、 但是该如何验证
始终是个问题。 像这篇论文、 将更为具体化的哲学争论点或问题作为
研究对象、 便能更好地把握住实质性关系。 但比较可惜的是这篇论文
研究的重点在于前代思想者与韩元震的关系、 几乎没讨论他与后代思
想者的关系。 期待今后能出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2) ���讨的论文

① �琉镜的《��李种杞与俛��钟锡的��七�论�较研究》

这篇论文中、 作者对比考察了心说论争主力――晩求李种杞与俛宇郭
钟锡的四端七情论。 晩求是定斋柳致明门人、 俛宇是寒州李震相门人、 
作者分析了两人的四七论、 比较了大韩帝国末期退溪学派的四端七情
论的样相。 四七论是韩国性理学的重要主题之一。 此论文的价值在于探
究了大韩帝国末期对四七论的理解、 以及四七论的最终变化面貌。 

但是这篇论文的结构是并列概括了俛宇与晩求的四七论、 这并不
易于明确核心争议焦点及对比研究的意义。 如果重新组合内容、 好像
能看出作者赞同把七情规定为理发。 

作者认为晩求与退溪不同、 晩求赞同“理气不相离”的观点、 并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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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区分四端与七情。 因此作者提出了晩求把七情规定为理发的观点。 
俛宇把气分为经气和纬气、 根据理与何种气相遇、 再分为四端和七情。 
与理相遇的经气是四端、 与理相遇的纬气是七情、 七情也是发自于性。 
因此、 作者主张俛宇也把七情规定为理发。 

通过以上论述、 作者认为四端与七情的共同点都是发于性、 即强
化了浑沦说、 俛宇虽然与晩求一样认同浑沦说、 但也不放弃分开说。 但
有一点值得商榷、 作者的主要论旨“七情也是发自性”、 “七情也有理”与
“七情理发”的含义相同吗？退溪在区分四端与七情时使用的论述方法
是看其“发于理”还是“发于气”、 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七情发于性、 含有
理的特征。 作者所主张的七情理发的依据并不牢靠。 退溪认为七情是
理气之合、 七情不是理发的原因是通过理不能说明七情的价值性。 即
理发与气发不过是关于四端与七情价值性的表现、 是关于所主的表现、 
并不是实际有没有理和气的问题。 

此外、 因为作者认为七情有理与七情理发是一样的、 所以造成了把
理发和气发的表现脉络相混淆的局面。 其实通过缜密的脉络分析是有
可能深入探讨四七论中的一些尖锐问题、 如可否把性发为情和理发同
一看待、 能否把出于性与发于理同一看待。 但是作者并未处理好此方面
的问题、 有些可惜。 

最后、 作者也并未明确说明比较这两位学者的意义何在。 如果是当
时定斋派和寒州派还有别的文人讨论了四七论、 那么即便替代了晩求
与俛宇也无任何影响。 因此很难找到作者比较这两位学者的意义。 论
文也未涉及别人对这两位学者的比较研究案例。 安琉镜只是把大韩帝
国末期两派学者的四七论单纯地进行罗列、 在读者的立场来看、 很难
知道这种研究的意义为何。 



第4章 韩国性理学研究   113

② 金�赞的《��李滉“活���”中出现的����论》

该论文将退溪的修养论分为心修养和身修养两种、 然后与敬相结合、 认
为退溪思想是可以治疗陷入了商业化和物质化的现代体育活动弊病的
有效方案。 论文首先简单分析了《活人心方》中出现的身修养与心修养
的内容。 然后从《活人心方》中出现的身心修养论的特征与退溪敬思想
的相关关系入手考察了两者的关系。 论文的全篇结构还算完整、 结论部
分中揭示了把退溪思想引入到现代体育活动中的可能性、 对扩大韩国
性理学的研究范围有所助力。 

作者在第42页说“有观点认为《活人心方》中出现的身心修养论就是
退溪的身心修养论、 这种想法是急躁且危险的。 ”第43页中说“研究退
溪提出的敬的学习方法后、 会发现基本没有朱权《活人心》的影响”。 作
者的立场鲜明、 认为《活人心方》不是退溪思想的体现、 也否定了道家
色彩浓厚的《活人心方》与敬思想的相似性。 但在之后的论述过程中、 
作者却引用了退溪《言行录》中“反诸吾身、 犹未能自尽”4。 还在第45页
中说“敬修行不仅是心的修行、 还是通过具体的自身身体进行反省、 是
还未被充分研究的重要部分。 因此对退溪来说、 敬不仅是通过心还是
通过具体的身体行为才能完成”。 以此为基础、 作者揭示了《活人心方》

与退溪思想的相似性、 并在第45页得出结论“不但强调心的修养还强
调身的修炼（修养）、 两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作者把“身”字解释为“身体”、 在第47页结语中说“以成为圣人为目
标、 修养身心的退溪的思想主张值得引发现代人对自己生活的反思”。 
但是原文“反诸吾身、 犹未能自尽”中的“身体”与“自身”的意义并不相
同。 原文中退溪的意图是“从敬学习中警戒自身不足之处”、 这明显区

4 《退陶先生言行录 � 论持敬》：“答德弘论敬书、 因写一通、 揭之于壁。 赵月川穆尝侍左
右、 问：何以若是、 曰：我虽敎人如此、 而反诸吾身、 犹未能自尽、 故然耳。 ”引用了其中一
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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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作者所主张的“我的身体来不及修养之处”。 
作者为凸显退溪思想与《活人心方》的间接关系、 结合自己的专业

领域对“反诸吾身、 犹未能自尽”进行了解释。 但是错误翻译了“身”字。 
这种错译导致论文的结论方向发生偏差。 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否定了属
于性理学概念的退溪的敬思想与道家色彩浓厚的《活人心方》的直接关
系、 但又在结论部分强烈主张两者的相关关系、 陷入自我矛盾中。 作者
试图引入退溪的敬思想以恢复现代体育中的身心修养性质。 虽然有一
定的学术意义、 但是因错误解释造成了论文的完成度不足。 

③ 李��的《郑道传〈�鲜经国典〉��思想分析》

现代人喜欢追问丧失的理性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索过去就一直
存在、 到现代又被重新唤起。 有观点认为过去特定的思想超越时间和空
间后就是理性、 但是因为没有适合它的政治经济体系做支撑、 这种理
性逐渐消失了。 但这种观点不能从社会脉络中看到过去的传统社会和
思想、 只是一种美化行为。 李宗秀的这篇论文也存在这种局限、 他并未
十分准确地评价郑道传、 大部分还是倾向于一种美化。 

该论文这样评价郑道传的思想：“成为今天我们民族的对内对外自
主意识思想的根基（论文519页）”、“直到现在还活着（520页）”、“在讨论当
今新政治、行政思想的开发方面有帮助（520页）”。 他还主张郑道传的思
想在现代也能被活用、 概括并揭示了一些方法。 但是该论文大致存在
两个问题。 第一、 论证郑道传思想的方式有些老套松散。 第二、 并未切
实提出郑道传思想适用于现代的具体方法。 

先来看对郑道传思想的论证方式。 “Ⅱ�《朝鲜经国典》的构造与特性”

的子章节有“第1节朝鲜建国与法制、思想的定义”（1�《朝鲜经国典》的结
构性特征 2�后续法制 3�三峰的融合性法治思想的特征与定义）和“第
2节先行研究与分析的框架”（1�先行研究 2�内容分析的框架）。 作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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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第1节中把郑道传的“人文融合法治思想”看作“修己治人（国家运
营管理的制度化）的手段、 是朝鲜建国法制（规）制度实践的根本与理念
（521页）”。 但这一定义的本身就比较模糊、 定义过程中也缺少分析、 论
证过程也并不严密。 另外在第2节先行研究分析过后、 论文的结构也产
生了一些问题。 “Ⅲ� 《朝鲜经国典》的法治制度分析”中便存在各子章节
结构松散、 论证过程中论据不充分的问题。 

论文中揭示的郑道传的思想的现代性适用方法值得关注。 “Ⅳ�《朝
鲜经国典》的现代性启示”由“第1节三峰的融合民本思想”（1�三峰的融
合民本思想 2�民本法治思想的现代意义）和“第2节社会性活用”（1�活用
层面 2�现代人事制度活用 3�三峰治人观的积弊治愈可能性）构成。 第
1节中解释了三峰的融合民本思想、 把“融合”的意义重新定义为“与多
样形态相遇的深层接触”即人文学与科学的相遇、 学问融合等。 这本身
与郑道传的思想并无直接联系。 但是作者重新解释了郑道传的思想后、 
把它与现代观念相结合、 这其实是调换了先后顺序。 另外、 第2节中涉
及到了一些活用的提议。 如修建“三峰大道”、在世宗路建立三峰铜像、开
设三峰祭静坐活动等体验项目。 但是作者却并未指出修建大街和建立
铜像与郑道传的思想现代化活用有何具体意义。 

5. 评价与展望

本报告按照人物与主题对2018年韩国性理学相关研究的整体动向进行
了探讨研究。 主题类论文与历年趋势相同、 关于理气、心性论的比重（56
篇、 约38%）最高。 其次是修养论和教育论（21篇、 约14%）、 最后是经世
论（20篇、 约14%）。 但是不属于以上主题的其他类论文比重也很高（59
篇、 约40%）。 这与2017年的倾向大致相同、 但是修养论和教育论的比
重比2017年（19%）稍有下降、 经世论的比重则上升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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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类也与历年相同、 以李滉和李珥为中心的研究倾向依然突出。 
关于李滉、李珥的论文数量在2018年度整体比例中约占31%、 但是相
比2017年（41%）明显减少。 关于李滉的研究大概是关于李珥的2倍、 相
比历年的倾向、 2018年的差距并不算大（26篇�19篇）。 原来的研究倾向
是李滉和李珥、 而且尤为偏重李滉、 但这一动向正在发生变化。 关于韩
元震的论文有6篇。 除去李滉和李珥、 2018年对他的研究也在增多。 考
虑到韩元震在朝鲜后期性理学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 关于他的积极探
讨能有效推动朝鲜后期儒学研究的发展。 此外、 关于葛庵李玄逸（5篇）

的论文也很多、 主要都集中对于《洪范衍义》的研究。 2018年的另一大
特征是有4篇关于浦渚赵翼的论文、 这在2017年几乎没有。 

2018年度研究成果的整体性倾向与2016年和2017年并没有很大的
差异。 但是其中关于退溪和栗谷的研究呈现出持续减少的趋势。 退溪
和栗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但学界正在努力突破这两者的局限、 不断
扩充着新的研究范围。 最近几年学界越出了湖洛论争的范畴、 出现了
不少关于韩元震的研究、 这种动向也十分值得关注。 性理学研究动向
中的一个持续性特征是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的日益多样化。 这同时包
含了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 积极影响是可以通过多领域的结合激发创
造性的重新解释、 消极影响是较难维持与整体研究成果间的质量与一
贯性。 如何充分认识并利用这两点推动性理学研究的发展是一个值得
深思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