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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本报告是“2018年度韩国学界儒教研究成果分析与展望”的一部分、 主
要是对韩国实学和韩国近代儒学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 本报告首先
搜集整理了2018年度发表的与韩国实学和韩国近代儒学相关的论文目
录、 然后按照人物、 学派、 主题进行分类、 并对其中一些主要的论文进
行解说和评论、 最后简单言及了今后的学术展望。 

本报告运用了韩国教育学术情报（RISS）进行论文检索。 操作方法是
在题目、 主题词项目中输入“实学（者）”、 “近代留学（者）”、 “学派”等关键
词进行检索。 在关于实学者的研究中、 对丁若镛的研究比重较大、 检索
“茶山”及“丁若镛”共查找到150多篇论文。 本报告事先筛除了重复了检
索关键词及与儒学无关的检索结果、 选择了约100篇与实学及近代儒
学相关的论文研究对象。 为简单明了、 本报告还将这些论文按照人物、 
学派、 主题进行分类、 并用表格统计展示。 分类表格的下方则是简单介
绍了一些值得瞩目的研究成果。 在“分析及评论”中、 本报告主要选取了
以前较少被涉及的论议、 运用了新研究方法的事例、 引领今后方向的
研究进行介绍并探讨其意义。 最后以2018年度韩国实学及韩国近代儒
学研究的整体潮流方向为基础、 简单地做出评价并对今后进行展望。 

2018年度检索到有关韩国实学的论文约100篇、 其中在韩国国内主
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约95篇、 博士学位论文约5篇。 为了能一目了然掌握
这些论文信息、 本报告大致按照人物（学派）、 主题进行了分类。 人物（学
派）类的顺序是柳馨远、 星湖学派、 北学派、 丁若镛、 崔汉琦、 其他。 主
题类的顺序则是经学、 哲学、 政治及经济、 其他。 2018年度检索到有关
韩国近代儒学的论文约31篇、 其中在韩国国内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
约28篇、 博士学位论文约3篇。 本报告大致按照学派、 主题进行了分类。 
学派类细分为性理学、 阳明学、 其他。 主题类细分为哲学、 儒教改革、 文
明谈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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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人物分类

1) 韩国实学
⑴ 柳�远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道赫 儒�政�性�等的展开‒�柳�远和李
�为中�‒

��代�文社
�研究14

东⻄大学日�研
究中�

2 宋亮� 磻�柳�远的国�财政�革�想及��
制实�论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3 宋亮� 磻�柳�远的政体�革�想 �鲜时代史学
报86 �鲜时代史学�

4 宋亮� 磻�柳�远的�选论与贡举制�想 韩 国 史 研 究
182 韩国史研究�

5 咸泳大 《磻��录》的传�与《杂同散�》 韩国实学研究 
35� 韩国实学学�

6 咸泳大 《�书》土地制度的现实性研究‒�与《磻
��录》田制的��为中�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学界关于柳馨远实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社会制度改革领
域。 这些研究涉及了诸多方面：以柳馨远和李瀷为中心寻求儒教政治
性平等意识及儒教民主主义可能性、 通过大同法实现国家财政改革、 
革除备边司及强化议政府机能等政体改革论、 改革学制及施行贡举制、 
柳寿垣《迂书》与柳馨远《磻溪随录》田制的对比、 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方
案的现实性。 此外还有通过安鼎福《杂同散异》中收录的《磻溪隧录》对
柳馨远改革方案的被传承情况进行的知史性探讨研究。

⑵ 星湖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顺南 ���《小学�疑》研究‒�分节体�为
中�

韩国文学論丛 
78 韩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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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2 ��� 关于星湖李�《�七�编》中��七�论
的研究 栗谷学研究 37 栗谷学�

3 吴真率 关于星湖李�����七论�释的��
性�究

东�哲学研究 
96辑 东�哲学研究�

4 �润真 关于星湖李�诗作的�评研究 ��学论� 22 �南��学研究
院

5 金�贞 星湖李�关于国恤中丧�、 ��的��
理论及实� 韩国文� 83 首�大学��阁

韩国学研究院

6 �万玉 �鲜�期⻄学受用与�制的逻辑‒�星
湖学�的⻄学观为中�‒ 东国史学 64 东国历史文�研

究�

7 李�� 17~18�纪学界的《小学》谈论研究‒�李
�《小学�书》的编�及其��为中�‒ ��学报 ��学�

8 丁�� 关于木斋李�焕《百��》的研究 �文��研究 
50

韩国韩文��学
�

9 李明济
18�纪中��19�纪前�期星湖�门的
⻄学观��‒��《��渊�录》的分析
为中�

东国史学 64 东国历史文�研
究�

10 尹载焕 邵南尹东�的《诗经》理�的样相 东�汉文学 77 东�汉文学�

11 金�南 �鲜时代《小学》��词中《小学�书》的
地位 �文研究84 �南大学�文科

学研究�

12 金�爱 河滨���的《周易》�释‒�《周易��
�编》的爻变为中�

儒�思想文�
研究 73 韩国儒�学�

学界对星湖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李瀷身上：有对辩证整理了退
溪四端七情论的《四七新编》的研究；有对重新阐释了朱熹经文及注
释的《小学疾书》的研究；有对愼后聃《小学箚疑》的研究；有对以义
为基础的古礼认识及国恤中私家的丧礼、 祭礼施行研究。 虽然受到明
朝古文学派的影响、 但朝鲜时期仍出现了不少值得瞩目的本土思想学
派、 李瀷便是其中的中心代表。 不仅关于李瀷的研究众多、 关于星湖学
派西学观的研究也一直在持续。 如对文人李森焕儿童教育论与尹东奎
《诗经》的理解、 对愼后聃《周易象辞新编》中出现的《周易》解释的研究、 
这些都是较新的论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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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北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 洪大��编《干�衕笔谭》��研究 �上古典研究 
66 �上古典研究�

2 印�贞 洪大�《小学》理� 韩国学研究51 仁荷大学韩国学
研究�

3 南镐贤 �过《热河日记》关于黄�的��来看�
趾�的淸�认识 韩国学研究65 ��大学韩国学

研究�

4 李钟晟 燕岩�趾�哲学思想中出现的���物
论的思维�式

东⻄哲学研究 
87 韩国东⻄哲学�

5 李�政 �轩洪大�《乐论》小�‒�《�轩书》为中
�‒

韩国�乐文�
研究 12

韩国�乐文�学
�

6 李仁和
18�纪《燕行录》中出现的�鲜与中国的
国际认识‒�洪大�的《燕记》和《�传尺
读》为中�

阳明学 51 韩国阳明学�

7 朱珖淳 �东⻄文��流的立场来看洪大�与申
�浩 哲思 86 ��大学�文学

研究�

8 ��华
性理学与脱性理学关于认识主体与�体
问题上的��‒�朱熹与洪大��较为
中�

中国学 64 大韩中国学�

9 韩相一 北学����、 �的思想背� 东�艺术 40 韩国东�艺术学
�

10 ��� 北学�的《周易》�释��论研究（Ⅰ）‒�
�����与与近�南�的��为中�‒ 栗谷学研究 36 栗谷研究院

11 �真� 《观读日记》中出现的李�懋的《中�》读
书及其��‒�“勇”的瞩目样相为中�

韩国古典研究 
43

韩国古典研究学
�

12 韩�淑 关于�����艺术的�鲜风研究 東�哲�硏究 
93 東�哲�硏究�

13 李�� ���的士�问题认识‒�有识者为中
�

韩国思想史学 
59 韩国思想史学�

14 印�贞 洪大�政�哲学与物学的关�研究 �士学位论文 梨�女�大学研
究生院

以上关于北学派的研究论文中、 洪大容相关7篇、 朴趾源相关2篇、 
朴齐家相关3篇、 李德懋相关1篇、 北学派通识研究1篇。 可见、 关于洪
大容的研究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有关于洪大容《干净衕笔谭》的图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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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有对强调并推素养与实践、 学习六艺的《小学问疑》的研究；有
对《筹解需用》中出现的乐论考察、 小中华主义的批判；有从星湖文化
哲学观点出发对洪大容和申采浩进行的比较研究；有关于认识主体
和客体的洪大容及朱熹的观点对比；另外还有博士论文对政治哲学
和物学关系进行了相关考察。 

关于朴趾源的研究则涉及：崇尚藏传佛教的清朝统治阶层的利敌
性批判、 名分论差别意识批判的庄子齐物论的思维方式。 关于朴齐家
的论文研究则是把他的《周易》解释与近畿南人进行对比；艺术论的朝
鲜风与北学论特征研究；科考制度改善案与有识者的商职份劝导研
究。 此外还有关于李德懋对《中庸》“勇”理解的研究。 关于北学派的通识
研究论文则对性理学的玩物丧志提出了质疑、 认为通过技艺和玩物可
以得道、 这种经物论探究方式值得关注。 

⑷ 丁若镛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郑一� 茶�丁若镛“�”�念的再�� 茶�学 32 茶�学术文�财
�

2 白敏祯 丁若镛的士�认识及其��‒�茶�经�
书中出现的士�的地位与作用为中�‒

��文�研究 
81

��大��文�
研究院

3 金永友 茶�丁若镛“��十�”�� �东古典硏究 
41

�林大学�东古
典研究�

4 ��� 茶�丁若镛的��学与血气论 ��文� 52 韩国古典�译院

5 金永友 茶�丁若镛的�生论 茶�学 32 茶�学术文�财
�

6 宋基重 �《牧��书》看茶�丁若镛的地�军政
论 历史与实学 67 历史实学�

7 李向� �与黄金�律的相�‒丁若镛的��‒ 儒�思想文�
研究 72 韩国儒�学�

8 严连锡
丁若镛�邵�及朱熹《周易》�理说��
的再思�‒�《易学��》的《朱���发
�》与《邵�先�论》为中�

茶�学 33 茶�学术文�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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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9 李叔� 丁若镛的�性‒�观的两大层面 茶�学 32 茶�学术文�财
�

10 林�年 丁若镛发现的“��”与“�际” 茶�学 32 茶�学术文�财
�

11 ��� 儒�共同体与�议的�论性—�茶�（丁
若镛）二律背�的儒�共同体论为中�

儒�文�硏究
(中文版) 30

成�馆大学儒�
文�研究�

12 金文镕 丁若镛国�论的逻辑与性� 茶�学 33 茶�学术文�财
�

13 金澔 �鲜�期钦恤的两大�索‒�尹愭和丁
若镛的�战论为中�

韩国实学研究 
35 韩国实学学�

14 李永庆
关于��“���井‒恻隐��”的�鲜留
学者们的伦理性立场‒���、 栗谷、 茶
�、 惠冈为中�‒

儒�思想文�
研究 73 韩国儒�学�

15 金润璄 试论霞谷学与茶�学的思想性联���‒
���、 ��论为中�‒

東�哲�硏究 
93 東�哲�硏究�

16 李�珪 《牧��书》中�映的�制与实学的共同
性 茶�与现代 11 ��大学�津茶

�实学研究院

17 李基� 茶�丁若镛的刑律论－�《钦钦�书》�
例分析为中�‒ �林 41 ��史学研究�

18 ��焕 茶�丁若镛的��论研究 哲学论� 54 ⻄江大学哲学研
究�

19 李基原 丁若镛的��论‒与围绕��制�的徂徕
学�的�突‒ �文科学 71 成�馆大学�文

学研究院

20 �明文 丁若镛性�湖说的局�及发展‒�体�的
性�湖‒ 哲学论丛91 �韩哲学�

21 任�圭 丁若镛与朱�的《周易》�释��论�较 ��学 36 韩国��学�

22 李兰淑 《卜筮��》中隐�的丁若镛�“卜筮”的
认识 哲学�究 52 中央大学中央哲

学研究�

23 金东� 丁若镛的朱熹筮��良及其��‒�阴阳
老�不�等的问题为中� 茶�学 32 茶�学术文�财

�

24 金�� 关于丁若镛《尙书古训》的�成体式与�
说的�� 韩国学研究 48 仁荷大学韩国学

研究�

25 张胜� 丁若镛的伦理��论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究
�

26 �仁 毛奇龄�丁若镛易学观形成的�响 茶�学 33 茶�学术文�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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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27 张� 茶�易学中��与�理的�合性倾向 儒�思想文�
研究 74 韩国儒�学�

28 郑浩勋 《牧��书》�郡县开�的政��革�想 茶�与现代 11 ��大学�津茶
�实学研究院

29 Luong、  
My Van

黎贵�与丁若镛的政�思想�较研究‒
�《尚书》�释为中� �士学位论文 �南大学研究生

院

30 张� 茶�《周易》�释的思想性�征研究 �士学位论文 成�馆大学研究
生院

在韩国实学人物中、 学界对丁若镛的研究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仅检
索相关主题语就出来了150多篇学术论文。 本报告仅筛选出了其中关
联度较高的论文。 通过上文的表格目录、 便可衡量出丁若镛在韩国实
学研究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相关的经典解释学探究一直在持续、 相关
的博士论文也在不断发表。 尤其是关于《周易》解释的研究日益增多、 
考察经学性成就和经世论关联性的研究也更为深化、 这一趋势值得关
注。 哲学思想领域以性畿湖说为中心的心性论的研究较多、 其中也有
对天观和伦理论的研究、 以及茶山学和霞谷学、 徂徕学的对比研究。 经
世论的相关研究则涉及了性理学和实学的差异特征及国家论、 身份制
论、 刑律论、 郡县制等政治社会制度改革论。 

⑸ 崔汉绮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李昌� 惠冈崔汉绮的气论与近现代科学的相关
关�研究 汎韩哲学90 汎韩哲学�

2 崔政默 惠冈崔汉绮的气学性�界观与�间理� 儒学研究 43 �南大学儒学研
究�

3 金淑� �⻄�认识论的�谱来看惠冈认识论的
地位

儒�思想文�
研究 72 韩国儒�学�

4 孙�南 惠冈崔汉绮的关于《�政》的���释学
的��

��文�研究 
24� 2号

仁荷大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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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5 李明洙 关于崔汉绮的�在与认识的典范转� 韩国哲学论� 
57

韩国哲学史研究
�

6 李明洙 崔汉绮�在论关�性的省�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究
�

7 尹万� 崔汉绮的气哲学�测 东�古典硏究 
71 东�古典学�

8 ��洙 崔汉绮的��论及其活用的可�性 韩国��文� 
58

��大学韩国�
�文�研究�

9 白敏祯 �朱�学读�中看崔汉绮哲学的�征 大东文�硏究 
102

成�馆大学大东
文�硏究院

10 李昌� 惠冈崔汉绮的气��论的�界观硏究 �士学位论文 东国大学研究生
院

11 金庆洙 崔汉绮气学的政�哲学性��：��主
主�与��主�的关联性为中� �士学位论文 庆北大学研究生

院

崔汉绮把自己的学问称为气学、 独创了以运化气为核心概念的哲
学体系。 学界对于崔汉绮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运化论世界观及气学的
政治哲学性含义、 相关的期刊论文及博士论文等均有发表。 崔汉绮之
前的实学大都以义理经世学为特征、 基本都局限在性理学磁场之内。 
与此相反、 气学的特征则是以新气与运化气为基础、 追求构建人间与
社会及自然相协调的世界观。 正如表格目录所示、 关于崔汉绮的研究
主流是探寻其认识论和存在论等哲学思想内涵、 也有一些探究其科学
成果及疏通论活用可能性的论文发表。 

⑹ 其他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崔妵姬 �鲜�期著�中出现的《��類说》的�
用��及�征

韩国思想史学 
59 韩国思想史学�

2 咸泳大 ⻄���堂的学术精神与《��思�录》 韩国汉文学硏
究 72 韩国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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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3 金�钦 ⻄���堂《大学思�录》中体现的“经
�”指向学问观

韩 国 史 研 究 
182 韩国史研究�

4 金�姬 道、 学、 艺、 术‒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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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孙惠利 �过成海应的《�序》来看经��识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6 李�� 实学的�念与学术史��及现在��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7 金�� 实学者李��的�学研究与《理��流》
编�

南道文�硏究 
34

顺�大学南道文
�硏究�

8 尹丝淳 �实学的��及�想�向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9 �万玉 �鲜�期科学史研究中的“实学”问题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10 盧�� 近代�期实学的�在论 历史�评 122 历史�评史

11 金成洙 关于�鲜�期�学与实学关�的再�
究：��止�18�纪前�期为中�

�疗社�史研
究 2�1号 �疗历史研究�

12 �锡� �鲜实学的两大��
艺术�文社�
�合��体论
文� 8�4号

�文社�科学技术
�合学�

13 ��� 旅�申��实学思想的目标 东⻄�文学 54 �明大学�文科
学研究�

14 任�� 科学史学界为何�估实学？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15 黄仁玉 �鮮�期《中�》�釋的獨�性硏究 �士学位论文 成�馆大学研究
生院

16 盧镛� ��福、 李圭�的利玛窦《�主实�》�
用���较�究 ��史硏究 52 韩国��史硏究

�

17 �尚玉 聋�柳��的进上制认识与�革�想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18 宋�� 关于柳���制�革论的�讨‒��力
��问题为中�‒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19 金庆来 聋�柳��的�制�革�与大�论‒�
三�六�的职制�编与⾓�论为中�‒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20 崔锡� 旅轩张显�的《大学》�释研究 南�学研究57 庆尚大学庆南文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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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21 金大中 爱�思想的精神分析‒�星湖李�为中
�‒

韩国古典研究 
41

韩国古典研究学
�

22 河�凤 湖南实学的展开样相与性�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在“其他”中、 本报告按照时期先后对非主要学派的实学者和实学思
想特征进行了考察、 也包括了对知识体系的变换、 实学概念的历史性
意义论研究以及对实学的现代性展望。 这些研究涉及到的人物有李睟
光、 朴世堂、 柳寿垣、 张显光、 安鼎福、 李圭景、 成海应、 申景浚、 李如博
等。 涉及到的主题有经典解释的实学性特征、 制度改革论、 对西学的认
识与对应、 数学、 科学、 医学的成就与评价等。 此外还有探寻区别与近
畿实学的湖南实学的可能性研究。 由此可知、 深入挖掘实学的内在意
义、 阐明不同地区实学的特征、 打破研究个别实学者和学派藩篱的相
关研究正在深化扩大。 

2) 韩国近代儒学 �学�分类

韩国近代儒学领域的论文按照学派分为性理学10篇、 阳明学7篇、 其他
11篇� 按照主题分为哲学21篇、 儒教改革论3篇、 文明谈论2篇、 其他2篇。 
朝鲜后期的性理学者大都标榜“卫正斥邪”并积极开展抗日义兵运动、 
寒州学派的郭钟锡等文人也在摸索外交方面的救国办法。 以江华学派
为首的阳明学学者的救世之道则可概括为积极展开儒教改革论议。 学
派的其他类别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大体也属于性理学系列、 但是他们的
研究主题主要是包括了教育、 宗教、 西欧文明认识等、 并未包括性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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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性理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张�汉 �斋田愚的《海上散笔》研究‒��斋的
“�”�和“诚”�学习论为中�

东�韩文学研
究 51 东�韩文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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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沈桃姬 恭�宋��的性理思想及其社�实��
动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4 金基� ��河谦镇的学术活动及其性理学�征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5 金鑝坤 湖南儒生��金永�华⻄学受用及卫正
��思想的展开

圆��思想与
��文� 77

圆�大学圆��
思想研究院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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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崔英成 �思想史脉络来看19�纪的�说論�‒
��七论���说论�‒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究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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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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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金洛真 重斋金榥的“�卽理说”拥护与活动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11 金纯显 19�纪嶺南儒学者的《��》�释硏究‒
�崔�龙、 李�相、 �钟锡为中� �士学位论文 大�韩�大学

性理学领域论文的研究人物有：李恒老、 田愚、 李震相、 宋浚弼、 河
谦鎭、 郭钟锡、 李种杞、 金榥等。 研究内容有：19世纪心说论争的发端
及展开、 田愚的学习论、 宋浚弼与河谦鎭的性理学思想、 李种杞与郭钟
锡四端七情论的比较及心说论争等。 心说论争与四端七情论争及湖洛
论争并称朝鲜性理学上的3大论争、 学者对心说论争思想意义的认识
也在不断深化。 心说论争的核心争论点是把心视为理还是视为气？心
与明德是同一概念还是不同的概念？明德是理还是气？金纯显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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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以从新罗到朝鲜时期的岭南地区儒学者们的经学相关著述为基
础、 探究了岭南经学的成立可能性、 并对崔象龙、 李震相、 郭钟锡的《孟
子》释义与解释的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⑵ 阳明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韩正吉 19�纪江华学�学者们的现实认识与�
应逻辑‒�李是远和李�昌为中�

大东文�硏究 
104

成�馆大学大东
文�研究院

2 韩正吉 兰谷李��的阳明学理�及其现实�应
逻辑 阳明学 51 韩国阳明学�

3 ��玉 为堂郑��诗文中出现的��识及“实
�”问题

东⻄哲学研究 
87 韩国东⻄哲学�

4 金龙龟 白岩���《王阳明先生实记》的内�与
�征分析 阳明学 50 韩国阳明学�

5 黄�� 梁�超的儒�见�����产生的�响‒
�儒�的近代�与���问题为中�‒ 儒学研究44 �南大学儒学研

究�

6 金�在 白岩���思想的阳明学�征及其道�
����：�《王阳明先生实记》为中� ��学论� 22 �南��学研究

院

7 林�年 ���的“��”谈论 ��与文� 34 首�大学��问
题研究�

8 河贞叔 圆桥李�师的学术思想与艺术 �士学位论文 东�文�学院大
学

9 赵�� 关于生理与��的研究：�郑�斗与郑
��为中� �士学位论文 �实大学

阳明学相关论文中研究朴殷植的最多、 数量为4篇。 其中2篇是通过
《王阳明先生实记》来考察朴殷植的阳明学、 另外2篇则是关于他的宗
教谈论及梁启超对他的儒教改革论的影响。 本类中的研究对象还有郑
寅普以及江华学派的李是远、 李建昌、 李建芳等。 具体的研究内容是郑
寅普的美意识与实心问题、 江华学派代表人物对阳明学的理解及现实
实践。 博士论文有2篇、 其中1篇讨论的是霞谷郑齐斗的弟子李匡师的
学术思想与艺术。 李匡师继承了霞谷的心学思想、 他认同理气心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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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论的观点、 主张心即性、 坚持在诗文和书艺中追求圣俗合一的美学。 
另外一篇博士论文的主题是郑齐斗的生理与郑寅普的感通。 郑齐斗认
为人可以以性理学为基础、 通过自觉是非、 珍视万物的实践成为与天
地万物相感应的主体。 郑寅普则提出了“实心”与“感通”概念、 并把以实
心实学为基础的知行合一概念升华为了爱国指向的“心魂”。 

⑶ 其他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宋尧� 关于金�默《���证记疑》中出现的�
�思想 东国史学 64 东国历史文�研

究�

2 李�� 关于海�宋基�儒��革论的小� ��与文� 34 首�大学��问
题研究�

3 黄�� 真�李��的���动与�文经学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4 任�圭 李�����十��说的��‒��有
为《�学伪经�》的�响为中� ��与文� 34 首�大学��问

题研究�

5 金浩� 李��的�观念研究‒��学为中� ��与文� 34 首�大学��问
题研究�

6 郑�硕 中���铉的自�哲学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7 李�勋 省窝李��的哲学�篇�及实�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8 金贤� ��金昌淑的儒�认识与独立�动的展
开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9 李远硕 万国��的两种认识与大韩�国末期的
儒学 韩国学研究 51 仁荷大学韩国学

研究�

10 朱珖淳
�东⻄文��流的立场来看洪大�与申
�浩：�近代�谈论与��主�谈论为
中�

哲思 86 ��大学�文学
研究�

11 李东基
金�� 石州李相龙的��革�论 ��学论� 22 �南��学研究

院

其他类中有11篇论文、 研究人物包括了金平默、 宋基植、 李炳宪、 朴
章铉、 李寅梓、 金昌淑、 申采浩、 李相龙等。 其中“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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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学术会议的成果颇为丰富、 该会议主要是研究了寒州学派的文
人以及岭南儒贤的思想与行动。 金平默把中国古代的两分法运用到对
西方思想的受用上、 主张卫正斥邪与内修外攘。 关于李炳宪的论文有3
篇、 主要是对他的孔教运动与今文经学、 对孔子十翼说的批评以及增
添了宗教性意义的天观念进行了讨论。 研究朴章铉的论文认为他的自
尊哲学复原了儒家的道学精神、 激发了民族自尊意识。 还有一篇研究
李寅梓的论文认为郭钟锡的弟子李寅梓继承了寒州学、 强调理的能动
性、 将源于西方文明的古代希腊哲学与儒学进行对比后证明了儒学的
优秀性和普遍性。 此外几篇论文的研究内容为：卫正斥邪派与开化派
的万国公法认识差异、 从文化交流观点出发对洪大容和申采浩的比较
研究、 金昌淑的儒教认识与独立运动、 基于自强论的李相龙的教育革
新论。 

3. 按主题分类

1) 韩国��

按照主题进行分类的话、 经学领域论文13篇、 哲学领域49篇、 政治与经
济领域17篇、 其他16篇。 实学研究的显着特征便是经世论领域的研究
尤多、 其中经学与哲学的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 

⑴ 经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尹载焕 邵南尹东�的《诗经》理�的样相 东�汉文学 77 东�汉文学�

2 金�爱 河滨���的《周易》�释‒�《周易��
�编》的爻变为中�

儒�思想文�
研究 73 韩国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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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3 ��� 北学�的《周易》�释��论研究（Ⅰ）‒�
�����与与近�南�的��为中�‒ 栗谷学研究 36 （史）栗谷研究院

4 �真� 《观读日记》中出现的李�懋的《中�》读
书及其��‒�“勇”的瞩目样相为中�

韩国古典研究 
43

韩国古典研究学
�

5 金永友 茶�丁若镛“��十�”�� �东古典硏究 
41

�林大学�东古
典研究�

6 严连锡
丁若镛�邵�及朱熹《周易》�理学��
的再思�‒�《易学��》的《朱���发
�》与《邵�先�论》为中�

茶�学 33 茶�学术文�财
�

7 任�圭 丁若镛与朱�的《周易》�释��论�较 ��学 36 韩国��学�

8 金�� 关于丁若镛《尙书古训》的�成体式与�
说的�� 韩国学研究 48 仁荷大学韩国学

研究�

9 张� 茶�《周易》�释的思想性�征研究 �士学位论文 成�馆大学研究
生院

10 咸泳大 ⻄���堂的学术精神与《��思�录》 韩国汉文学硏
究 72 韩国汉文学�

11 金�钦 ⻄���堂《大学思�录》中体现的“经
�”指向学问观

韩 国 史 研 究 
182 韩国史研究�

12 崔锡� 旅轩张显�的《大学》�释研究 南��硏究 57 庆尚大学庆南文
�研究院

13 黄仁玉 �鮮�期《中�》�釋的獨�性硏究 �士学位论文 成�馆大学研究
生院

⑵ 哲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顺南 ���《小学�疑》研究‒�分节体�为
中�

韩国文学論丛 
78 韩国文学�

2 李�� 17~18�纪学界的《小学》谈论研究‒�李
�《小学�书》的编�及其��为中�‒ ��学报 ��学�

3 ��� 关于星湖李�《�七�编》中��七�论
的研究 栗谷学研究 37 （史）栗谷学�

4 吴真率 关于星湖李�����七论�释的��
性�究

东�哲学研究 
96 东�哲学研究�

5 金�贞 星湖李�关于国恤中丧�、 ��的��
理论及实� 韩国文� 83 首�大学��阁

韩国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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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6 �万玉 �鲜�期⻄学受用与�制的逻辑‒�星
湖学�的⻄学观为中�‒ 东国史学 64 东国历史文�研

究�

7 金大中 爱�思想的精神分析‒�星湖李�为中
�‒

韩国古典研究 
41

韩国古典研究学
�

8 李明济
18�纪中��19�纪前�期星湖�门的
⻄学观��‒��《��渊�录》的分析
为中�

东国史学 64 东国历史文�研
究�

9 金�南 �鲜时代《小学》��词中《小学�书》的
地位 �文研究84 �南大学�文科

学研究�

10 印�贞 洪大�《小学》理� 韩国学研究51 仁荷大学韩国学
研究�

11 南镐贤 �过《热河日记》关于黄�的��来看�
趾�的淸�认识 韩国学研究65 ��大学韩国学

研究�

12 李钟晟 燕岩�趾�哲学思想中出现的���物
论的思维�式

东⻄哲学研究 
87 韩国东⻄哲学�

13 李仁和
18�纪《燕行录》中出现的�鲜与中国的
国际认识‒�洪大�的《燕记》和《�传尺
读》为中�

阳明学 51 韩国阳明学�

14 朱珖淳 �东⻄文��流的立场来看洪大�与申
�浩 哲思 86 ��大学�文学

研究�

15 ��华
性理学与脱性理学关于认识主体与�体
问题上的��‒�朱熹与洪大��较为
中�

中国学 64 大韩中国学�

16 韩相一 北学����、 �的思想背� 东�艺术 40 韩国东�艺术学
�

17 印�贞 洪大�政�哲学与物学的关�研究 �士学位论文 梨�女�大学研
究生院

18 郑一� 茶�丁若镛“�”�念的再�� 茶�学 32 茶�学术文�财
�

19 ��� 茶�丁若镛的��学与血气论 ��文� 52 韩国古典�译院

20 李向� �与黄金�律的相�‒丁若镛的��‒ 儒�思想文�
研究 72 韩国儒�学�

21 李叔� 丁若镛的�性‒�观的两大层面 茶�学 32 茶�学术文�财
�

22 林�年 丁若镛发现的“��”与“�际” 茶�学 32 茶�学术文�财�

23 ��� 儒�共同����的�論性—�茶�(丁
若�)二律背�的儒�共同�論�中�

儒�文�硏究
(中文版) 30

成�馆大学儒�
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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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24 李永庆
关于��“���井‒恻隐��”的�鲜
留学者们的伦理性立场‒���、 栗谷、 
茶�、 惠冈为中�‒

儒�思想文�
研究 73 韩国儒�学�

25 金润璄 试论霞谷学与茶�学的思想性联���
的‒���、 ��论为中�‒

东�哲学研究 
93 东�哲学研究�

26 ��焕 茶�丁若镛的��论研究 哲学论� 54 ⻄江大学哲学研
究�

27 李基原 丁若镛的��论‒与围绕��制�的徂徕
学�的�突‒ �文科学 71 成�馆大学�文

学研究院

28 �明文 丁若镛性�湖说的局�及发展‒�体�的
性�湖‒ 哲学论丛91 �韩哲学�

29 李兰淑 《卜筮��》中隐�的丁若镛�“卜筮”的
认识 哲学�究 52 中央大学中央哲

学研究�

30 金东� 丁若镛的朱熹筮��良及其��‒�阴阳
老�不�等的问题为中� 茶�学 32 茶�学术文�财

�

31 �仁 毛奇龄�丁若镛易学观形成的�响 茶�学 33 茶�学术文�财
�

32 张� 茶�易学中��与�理的�合性倾向 儒�思想文�
研究 74 韩国��学�

33 Luong、  
My Van

黎贵�与丁若镛的政�思想�较研究‒
�《尚书》�释为中� �士学位论文 �南大学研究生

院

34 李明洙 关于崔汉绮的�在与认识的典范转� 韩国哲学论� 
57

韩国哲学史研究
�

35 李明洙 崔汉绮�在论关�性的省�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究
�

36 尹万� 崔汉绮的气哲学�测 东�古典硏究 
71 东�古典学�

37 ��洙 崔汉绮的��论及其活用的可�性 韩国��文� 
58

��大学韩国�
�文�研究�

38 白敏祯 �朱�学读�中看崔汉绮哲学的�征 大东文�硏究 
102

成�馆大学大东
文�硏究院

39 李昌� 惠冈崔汉绮的气��论的�界观硏究 �士学位论文 东国大学研究生
院

40 金庆洙 崔汉绮气学的政�哲学性��：��主
主�与��主�的关联性为中� �士学位论文 庆北大学研究生

院

41 崔政默 惠冈崔汉绮的气学性�界观与�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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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金淑� �⻄�认识论的�谱来看惠冈认识论的
地位

儒�思想文�
研究 72 韩国儒�学�

43 盧�� 近代�期实学的�在论 历史�评 122 历史�评史

44 �锡� �鲜实学的两大��
艺术�文社�
�合��体论
文� 8�4号

�文社�科学技术
�合学�

45 ��� 旅�申��实学思想的目标 东⻄�文学 54 �明大学�文科
学研究�

46 尹丝淳 �实学的��及�想�向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47 金�姬 道、 学、 艺、 术‒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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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孙惠利 �过成海应的《�序》来看经��识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49 李�� 实学的�念与学术史��及现在��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哲学领域相关的论文共49篇。 以丁若镛和崔汉绮为主题的研究依
旧占据了极高比重。 关于茶山丁若镛的论文有16篇、 除了有关于天观、 
心性论、 书法的论文、 还有将霞谷学、 徂徕学与越南学者黎贵惇进行对
比的研究论文。 关于崔汉绮的论文有9篇、 其中从朱子学观点对崔汉绮
哲学特征进行考察的论文尤为引人关注。 关于认识论、 存在论、 政治哲
学、 世界观等的主题研究中还有2篇博士论文。 此外、 还有很多研究成
果：星湖学派四端七情论的辩证、 朝鲜后期的《小学》解释、 西学引入
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实学概念的历史意义论及学术意义探索。 

⑶ 政�� 经济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道赫 儒�政�性�等的展开‒�柳�远和李
�为中�‒

��代�文社
�研究14

东⻄大学日�研
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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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2 宋亮� 磻�柳�远的国�财政�革�想及��
制实�论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3 宋亮� 磻�柳�远的政体�革�想 �鲜时代史学
报 86 �鲜时代史学�

4 宋亮� 磻�柳�远的�选论与贡举制�想 韩国史研究
182 韩国史研究�

5 咸泳大 《�书》土地制度的现实性研究‒�与《磻
��录》田制的��为中�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6 李�� ���的士�问题认识‒�有识者为中
�

韩国思想史学 
59 韩国思想史学�

7 白敏祯 丁若镛的士�认识及其��‒�茶�经�
书中出现的士�的地位与作用为中�‒

��文�研究 
81

��大��文�
研究院

8 金永友 茶�丁若镛的�生论 茶�学 32 茶�学术文�财
�

9 宋基重 �《牧��书》看茶�丁若镛的地�军政
论 历史与实学 67 历史实学�

10 金文镕 丁若镛国�论的逻辑与性� 茶�学 33 茶�学术文�财
�

11 金澔 �鲜�期钦恤的两大�索‒�尹愭和丁
若镛的�战论为中�

韩国实学研究 
35 韩国实学学�

12 李�珪 《牧��书》中�映的�制与实学的共同
性 茶�与现代 11 ��大学�津茶

�实学研究院

13 李基� 茶�丁若镛的刑律论－�《钦钦�书》�
例分析为中�‒ �林 41 ��史学研究�

14 郑浩勋 《牧��书》�郡县开�的政��革�想 茶�与现代 11 ��大学�津茶
�实学研究院

15 �尚玉 聋�柳��的进上制认识与�革�想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16 �尚玉 聋�柳��的进上制认识与�革�想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17 金庆来 聋�柳��的�制�革�与大�论‒�
三�六�的职制�编与⾓�论为中�‒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关于政治与经济等的论文有17篇。 同哲学领域一样、 有关丁若镛的
研究论文比重极大、 高达8篇。 此外有关柳馨远的论文5篇、 有关柳寿垣
的论文3篇、 有关朴齐家的论文1篇。 对丁若镛的研究主要是以《牧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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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和《钦钦新书》为中心、 集中在国家论、 礼制论、 刑律论方面。 关于柳
馨远的论文则主要涉及了官制、 田制、 税收制度等。 关于柳寿垣的论文
也是在税制和官制方面进行了考察。 与实学者的经世论进行对比研究
的论文则涉及了柳馨远与李瀷的政治平等论、 尹愭与丁若镛的续前论、 
朴齐家与丁若镛的士族认识。 

⑷ 其他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咸泳大 《磻��录》的传�与《杂同散�》 韩国实学研究 
35 韩国实学学�

2 河�凤 湖南实学的展开样相与性�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3 丁�� 关于木斋李�焕《百��》的研究 �文��研究 
50

韩国韩文��学
�

4 �� 洪大��编《干�衕笔谭》��研究 �上古典研究 
66 �上古典研究�

5 李�政 �轩洪大�《乐论》小�‒�《�轩书》为中
�‒

韩国�乐文�
研究 12

韩国�乐文�学
�

6 韩�淑 关于�����艺术的�鲜风研究 東�哲�硏究 
93 東�哲�硏究�

7 李昌� 惠冈崔汉绮的气论与近现代科学的相关
关�研究 汎韩哲学90 汎韩哲学�

8 孙�南 惠冈崔汉绮的关于《�政》的���释学
的��

��文�研究 
24� 2号

仁荷大学��研
究�

9 张胜� 丁若镛的伦理��论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究
�

10 崔妵姬 �鲜�期著�中出现的《��類说》的�
用��及�征

韩国思想史学 
59 韩国思想史学�

11 金�� 实学者李��的�学研究与《理��流》
编�

南道文�硏究 
34

顺�大学南道文
�硏究�

12 �万玉 �鲜�期科学史研究中的“实学”问题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13 金成洙 关于�鲜�期�学与实学关�的再�
究：��止�18�纪前�期为中�

�疗社�史研
究 2�1号 �疗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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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4 任�� 科学史学界为何�估实学？ 韩国实学研究 
36 韩国实学学�

15 盧镛� ��福、 李圭�的利玛窦《�主实�》�
用���较�究 ��史硏究 52 韩国��史硏究

�

其他类中的论文共16篇、 其内容涉及众多领域：实学相关论述的
图书学性及知性史考察、 不同与近畿实学的湖南实学的地域特性研究、 
关于李森焕、 李如博等实学者的研究、 实学的文化论、 艺术论、 教育论
等。 还有的论文通过分析数学、 医学、 科学领域论议及成果的学术性意
义扩大了实学研究的基础。 

2) 韩国近代儒�

⑴ 哲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张�汉 �斋田愚的《海上散笔》研究‒��斋的
“�”�和“诚”�学习论为中�

东�韩文学研
究 51 东�韩文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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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沈桃姬 恭�宋��的性理思想及其社�实��
动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4 金基� ��河谦镇的学术活动及其性理学�征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5 金鑝坤 湖南儒生��金永�华⻄学受用及卫正
��思想的展开

圆��思想与
��文� 77

圆�大学圆��
思想研究院

6 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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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崔英成 �思想史脉络来看19�纪的�说論�‒
��七论���说论�‒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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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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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宋尧� 关于金�默《���证记疑》中出现的�
�思想 东国史学 64 东国历史文�研

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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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金洛眞 重斋金榥的“��理说”拥护与活动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12 郑�硕 中���铉的自�哲学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13 李�勋 省窝李��的哲学�篇�及实�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14 韩正吉 19�纪江华学�学者们的现实认识与�
应逻辑‒�李是远和李�昌为中�

大东文�硏究 
104

成�馆大学大东
文�研究院

15 韩正吉 兰谷李��的阳明学理�及其现实�应
逻辑 阳明学 51 韩国阳明学�

16 ��玉 为堂郑��诗文中出现的��识及“实
�”问题

东⻄哲学研究 
87 韩国东⻄哲学�

17 金龍龟 白岩���《王阳明先生实记》的内�与
�征分析 阳明学 50 韩国阳明学�

18 金�在 白岩���思想的阳明学�征及其道�
����：�《王阳明先生实记》为中� ��学论� 22 �南��学研究

院

19 林�年 ���的“��”谈论 ��与文� 34 首�大学��问
题研究�

20 任�圭 李��的��十��说的��‒��有
为《�学伪经�》的�响为中� ��与文� 34 首�大学��问

题研究�

21 金浩� 李��的�观念研究‒��学为中� ��与文� 34 首�大学��问
题研究�

22 金纯显 19�纪嶺南儒学者的《��》�释硏究‒
�崔�龙、 李�相、 �钟锡为中� �士学位论文 大�韩�大学

23 河贞叔 圆桥李�师的学术思想与艺术 �士学位论文 东�文�学院大
学

24 赵�� 关于生理与��的研究：�郑�斗与郑
��为中� �士学位论文 �实大学

按主题分类的话、 哲学类中共有20篇论文。 其中关于从19世纪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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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的性理学研究增长趋势明显。 韩国哲学史研
究会刊发了心说论争特集、 启明大学韩国学研究院则策划了寒州再传
弟子与岭南儒贤的活动与思想研究特集作为洛中学研究的一环。 得益
于这两大特集的策划、 不但性理学的相关研究显着增多、 江华学派与
朴殷植等阳明学相关研究也有所增加。 因此哲学领域的论文数量也越
来越多。 研究者们对朝鲜后期性理学与近代儒学的关注也是研究数量
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中关于文明开化及新旧学折衷论的研究与往
年相比明显减少了。 这种倾向也对实学领域近期流行的对近代主义的
批判性省察产生了一定影响。 

⑵ 儒��革论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李�� 关于海�宋基�儒��革论的小� ��与文� 34 首�大学��问
题研究�

2 黄�� 眞�李��的���动与�文经学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3 黄�� 梁�超的儒�见�����产生的�响‒
�儒�的近代�与���问题为中�‒ 儒学研究 44 �南大学儒学研

究�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思想都对韩国儒教宗教化运动及韩国近代儒教
改革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研究宋基植、 李炳宪、 朴殷植的以上3篇
论文中便可发现。 静斋学派的宋基植在《儒教维新论》（1921）中主张儒
教的宗教性、 哲学性、 科学性、 期待通过儒教改革走向大同之路。 李炳
宪通过今文经学的研究奠定了孔教运动的理论根基。 但是他反对康有
为强调的“人道”、 主张“神道”才是孔教的核心、 因为他的主要目标是要
把孔教改革为一个近代性宗教。 朴殷植同梁启超都强调儒教的民众指
向性、 救世精神、 近代知识教育的重要性。 但朴殷植却不认为儒教是近
代国家建设的手段、 他一直强调儒教的核心理念在于实现人类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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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调。 

⑶ 文明谈论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李远硕 万国��的两大�局面与大韩�国末期
的儒学 韩国学研究 51 仁荷大学韩国学

研究�

2 朱珖淳
�东⻄文��流的立场来看洪大�与申
�浩：�近代�谈论与��主�谈论为
中�

哲思 86 ��大学�文学
研究�

文明谈论类中共有2篇比较研究的论文。 第一篇论文对比了卫正斥
邪派与开化派系列知识分子对万国公法的理解、 第二篇论文则是从文
化交流立场出发对比了洪大容的北学思想与申采浩的民族主义谈论。 
因西势东渐、 旧的中华秩序逐渐解体、 重新规范了国家关系和国际秩
序的万国公法被引入学界。 开化派支持万国公法和公法会通规定的国
家主义准则、 但是卫正斥邪派却强调自然法要素、 重新解释了儒家价
值。 两派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 从东西文化交流立场来看、 洪大容接受
西欧知识的主张会导致产生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否定、 而申采浩的民族
主义谈论虽有助于抵抗殖民主义、 却带有排他性。 期待相互文化哲学
能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启发。 

⑷ 其他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刊物 发行机关

1 李东基
金�� 石州李相龙的��革�论 ��学论� 22 �南��学研究

院

2 金贤� ��金昌淑的儒�认识与独立�动的展
开 韩国学论� 70 �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其他类中的2篇论文讨论的是救国启蒙和民族独立运动。 李相龙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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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儒教知识分子、 但他却积极接受西方近代文明。 面对西欧列强的掠
夺殖民主义、 他主张采取尊王攘夷的立场。 亡国后他逃亡到西间岛、 却
坚持以自强论教育革新的态度开展救国启蒙运动。 金昌淑与寒州学派
交流较多、 他立足于儒教的义理精神批判日本帝国主义、 开展了一系
列国权恢复和独立运动。 因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和国权丧失、 儒教的本
质和价值不断衰退。 一直有观点认为儒教导致了亡国、 日本帝国主义
的殖民思想也为这种观点推波助澜。 因此、 为了推动民族独立运动和
现代民主社会建设、 学界需要重新解释韩国近代儒教的理论基础和精
神、 此种研究极为必要。 

 

4.主要论文分析及评论

1) 韩国实学

《韩国实学研究》是韩国实学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 我们首先通过《韩国
实学研究》中发表的相关主题的论文来把握实学研究的学术倾向。 第
35号中关于安鼎福和李睟光的论文较多。 朴中天的《朝鲜时代類书类
研究方法论与数字人文学�以知性学接近与知识制度构想为中心�》、 朴
智贤的《〈万物類聚 � 秋官门〉与顺庵刑法观的基础》、 金泰钟的《安鼎福
的朝鲜学人遗文整理�以〈杂同散异〉第22书为中心�》、 咸泳大的《〈磻溪
随录〉的传承与〈杂同散异〉》、 这4篇论文都是以安鼎福的《杂同散异》为
中心进行了图书学分析、 刑法及朝鲜时代类书研究方法论研究。 郑浩
勋的《芝峯李睟光的学问观及政治论》、 金文秀的《芝峯李睟光的越南理
解》、 林英杰的《李睟光散文批评的考察�以唐宋古文的优劣批评为中心

�》、 这3篇论文研究了李睟光的学问观和政治论、 文学、 越南理解。 第36
号刊登的4篇论文研究了柳寿垣的官制、 税制、 土地制度等。 分别是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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燮的《关于柳寿垣官制改革论的探讨�以权力构造问题为中心�》、 金庆
来的《聋庵柳寿垣的官制改革案与大臣论�以三公六卿的职制改编与角
色论为中心�》、 权尚玉的《聋庵柳寿垣的进上制认识与改革构想》、 咸泳
大的《〈迂书〉土地制度的现实性研究�以与〈磻溪随录〉田制的对比为中
心》。 学界开始关注之前鲜为人知的安鼎福、 李睟光、 柳寿垣等实学者、 
并从文学、 哲学、 法学、 政治、 社会等多样化领域对他们进行了相关研
究。 但是、 关于类书类编纂的实学性质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困扰值得引起
关注。 

实学的经典学术特征是百科全书式的类书的编纂。 这是一种通过
考证和辩证、 将搜集的众多知识重新构造并加以展示的专业化过程。 
下面本报告将介绍一篇相关的论文研究。 韩相一的《北学派追求癖、 痴
的思想背景》从一个颇为新颖的角度对实学思想进行了研究。 18世纪
的朝鲜形成了一种以知识分子阶层为中心的追求书画赏玩与收集、 园
艺盆栽、 山水游记、 读书、 茶道的新兴风气。 正是这种被称为“癖、 痴”的
风气有力推动了百科全书式的多种类书的编纂。 当时北学派的人物性
论与天机论、 四民论与身份差别论同性理学的玩物丧志论引起了激烈
争论、 这种争论催生了新文化、 也为研究北学派与北学派与实学的思
想特征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争论的结果是北学派占据上风、 之
前被性理学认为是玩物丧志的末技和杂技得以翻身。 北学派主张通过
学习末技和杂技也可以“得道”。 如此一来、 “玩物”升华为了“格物”并最
终达到“至乐”。 但多少有点可惜的是、 这篇论文中将引领了新生文化
现象的北学派的思想规定为脱朱子学意义的思想。 这篇论文虽然试图
在实学思想中恢复本元儒学的精神、 并打破了侧重于理气学和心性论
的性理学世界观藩篱、 但它规定的脱朱子学意义难免会忽视北学派与
朱子学的相关性。 实学一直致力于关注自文化、 自文学以及自己国家
的历史。 实学的这种特征研究不仅可以与哲学领域相结合、 像韩相一
这篇论文所展示的、 还可以与文化和艺术等诸多领域相结合、 取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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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研究成果。 这一点值得肯定。 
下面首先来看具万玉的《朝鲜后期科学史研究中的“实学”问题》、 此

文从科学史层面对朝鲜时代实学进行了评价。 文中整理出了朝鲜后期
自然学领域的新学问倾向中出现的朱子学自然学的特点。 第一、 肯定了
自然学的独有价值。 第二、 对作为自然法则的物理进行了探究。 天地万
物都是学习的对象、 都带有博学的性质、 主张积极接受涵盖了最新物
理知识的西学。 第三、 重视研究方法论中的测量和实测。 他指出、 即使
实学的科学成就不如西学如此耀眼、 甚至还带有些不科学的色彩、 但
实学仍然是“以事实为基础探求真理的学问”。 这一观点是实学概念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与顺应现实并探索政治社会制度改革的“批判论”一同
推动了实学的发展。 但是、 对于科学史研究者们一直在回避的实学的
非科学性问题、 如何以思想史或知识史的观点做出解答、 具万玉的论
文并未给出答案。 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接着来看探讨了“实学”概念学术意义的庐官泛与李宪昶的论文。 其
实实学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都有所不同。 比如在丽末鲜初因佛教的引
入而改称性理学为实学；在朝鲜时代把经学和科举之学称为实学；朝
鲜后期引领了义理经世学学风的学者们把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 因此
有观点认为实学这一用语本身就有问题。 庐官泛在《近代初期实学的存
在论》中便主张直至20世纪初韩国知识社会中都不存在实学。 他认为
实学不是一种学问、 而只是一种学风、 只是后世的一种创造物。 大韩帝
国时期的时代风气强调实用性、 时代呼唤学者重新构建知性史传统来
支撑这种风气。 因此庐官泛主张、 注重实心与实用的韩国最初的实学
是由朴殷植和张志渊创建的。 

实学是一个普通名词还是可以看成一个固有名词？先不谈论近代
初期的情况、 仅从1970年开始、 就有很多把朝鲜后期实学当作对象的
研究、 粗略一算也已经有50年历史了。 已发表的相关研究众多、 而且关
于实学概念整理的讨论从未停止、 赞成与反对的两种意见始终针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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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像朱子学、 阳明学、 退溪学、 
茶山学都是以某个思想家来命名的学派、 但是实学却涉及到众多人物
且横跨了朝鲜后期、 实在难以定义。 此外、 主张实学的现代性解释及继
承的新实学也认为“实学”是现在进行时、 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如此看
来、 庐官泛讨论的并不是单纯区分学问和学风的小问题、 而是对实学
概念学术性价值的追问。 

李宪昶的《实学的概念与学术史意义及现在意义》对上述问题的答
案进行了相关探究。 从结论来看、 他主张把追求人类普遍道德真理的
实学与作为历史用语的实学以及近世实学加以区分。 他以提出了近世
实学概念的儒学为基本、 逐步走向接受诸子百家和西方学问的革新儒
学、 试图以革新儒学来重新定义实学的意义。 他将实学定义为一种可
以与西欧近代黎明期启蒙主义相匹敌的普遍性学问、 还确立了实学作
为东亚学的现在意义。 崔汉绮也将人类的知识积累和学问的发展认定
为历史事实。 他将新时代的学问命名为气学、 这种新学问融合了传统
儒佛道和西方学问。 但是如果把近世实学成为革新儒学并与本元儒学
对比的话、 就必学阐明两者有何区别。 他认为比起实用主义、 实学思维
样式的合理性更加重要。 这种合理性探求的是普遍道德的真理。 近世
实学推动了合理思维的发展、 提升了知识水平、 丰富了儒学内容。 照此
逻辑、 岂不是说将儒学理念划分为修己治人和内圣外王、 缩小为内在
的道德修养？但修己、 内圣与相对自由合理的儒学精神不合。 如果近
世实学是革新“儒学”的话、 绝不会放弃这一点。 

2) 韩国近代儒学

韩国近代儒学中关于心说论争与洛中学的研究意义重大、 它确认了从
19世纪到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展开的性理学的学术价值。 以此为契
机、 心说论争也与四端七情论争和湖洛论争一起成为朝鲜性理学的3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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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 心说论争的具体议题有明德论争、 心是气与心是理、 心无为与心
有为等。 这些都以性理学的核心概念为中心并与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
的哲学基础紧密相连。 洛中学研究则以洛东江的中流地区为中心、 通过
对性理学的地域研究发掘出了新的人物、 扩大了岭南儒学的外延、 直到
日帝强占期都一直推动了性理学研究的扩张。 因此、 洛中学也同心说论
争一样提高了韩国性理学研究的学术性意义。 
《韩国哲学论集》刊载了研究朝鲜后期心说论争的崔英成、 金贤优、 

劉志雄、 安琉镜的论文。 崔英成的《从思想史脉络来看19世纪的心说論
争�从四七论争到心说论争�》是一篇道论。 他高度评价了19世纪心说
论争的地位、 把它与四端七情论争、 湖洛论争合称为“朝鲜性理学的3
大论争”并阐明了其学术性意义。 始于16世纪中期的四端七情论争与
18世纪初登场的湖洛论争一直持续到了朝鲜末期。 心说论争是为18世
纪中叶以来为应对西方势力的而提出的一种主要理论。 它从心统性情
的概念出发、 争论的焦点在于心是理还是气？心与明德是同一问题还
是不同问题？明德是理还是气？心说论争的意义重大、 它为西势东渐、 
抗日义兵运动和独立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今后如果有对比这
3大论争的论文肯定有助于推动朝鲜性理学特征的研究。 

刘志雄的《大韩帝国末期畿湖学界与心说论争�以畿湖学界的情况
与心说论争的展开样态为中心�》研究了湖洛论争之后、 以“理无为”和
“心是气”为基础的畿湖学界出现的内部纠纷与辩证过程。 代表性的有
提出了心主理的性理说的华西学派和庐沙学派、 以及提出了理有为、 
气有为、 性即理、 心是气等观点的艮斋学派、 渊斋学派、 毅堂学派。 如上
所述、 畿湖学界内部出现的学问分化及学派分裂是大韩帝国末期后性
理学界的显着特征、 也是一场广范围的心说论争。 虽然论争并未达成
和解、 但是它们追求建设道德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金贤优的《李恒老的心说与西学�以〈辟邪录辨〉、 〈雅言 � 洋祸〉为中
心�》考察了西学对李恒老心说形成的影响。 对于李恒老而言、 西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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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西势东渐原因的工具、 他着眼于基督教来研究西学。 他认识到
基督教不重视人更重视神、 同时也坚定了儒学更重视人的道德主体性
的信念。 他还把心扩张成了保证人的主体性的概念。 

安琉镜的《关于19世纪心说论争的发端样相研究�以寒洲李震相与
晩求李种杞的书信内容为中心�》以李震相和李种杞的书信内容为中
心考察了19世纪心说论争的发端情况。 寒州与定斋柳致明的论争开启
了心说论争、 继承了定斋学问的李种杞与寒州的论争则是心说论争的
延续。 通过辩论、 两派的核心争论点也更为清晰。 朱子认为心是“气的
样态”、 寒州主张“气的样态”是理、 晩求则强调“气的样态”是理气的结
合。 寒州认为心是理、 晩求却认为心是理气的结合。 他们的论争是对引
发了19世纪心说论争的寒州与定斋的论争的延续、 确定了在退溪学内
部展开的心说论争的主要争论点。 

启明大学韩国学研究院把以洛东江中流地区为中心的一系列性理
学研究称为“洛中学”、 经过数年的努力、 关于性理学的地域学可能性
研究正在不断深入。 2018年启明大学韩国学研究院策划了“日帝强占
期的’洛中学’�寒州学派再传弟子与岭南儒贤的活动与思想”主题特集、 
并在《韩国学论集》中刊载了8篇论文。 这8篇论文并未完全被收录在本
报告的表格目录中。 按照刊载顺序、 这8篇论文分别是：黄志源的《眞
庵李炳宪的孔敎运动与今文经学》、 李幸勋的《省窝李寅梓的哲学新篇
章及实践》、 金洛眞的《重斋金榥的“心卽理说”拥护与活动》、 金基柱的
《晦峯河谦鎭的学术活动及其性理学特征》、 金贤寿的《心山金昌淑的儒
教认识与独立运动的展开》、 任忠镇的《深斋曺兢燮对寒州学派性理学
的批判》、 沈桃姬的《恭山宋浚弼的性理思想及其社会实践运动》、 郑炳
硕的《中山朴章铉的自尊哲学》。 

黄志源研究的焦点是李炳宪的孔教运动的思想依据及对今文经学
的理解。 这一时期的宗教具有文明开化和团结约束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李炳宪认为宗教是一种救国之道、 他推动完成了儒教改革和儒教宗教



162   第2编 韩国儒学

化运动。 他的儒教改革论基于今文经学、 其基本课题是《易经》的神明
论、 《中庸》的配天论、 《春秋 � 公羊传》的三世说、 《礼经》（礼记）的大同
说。 但是他为了证明孔教思想的理论依据与正当性、 在今文经学的体
系中也故意把《周易》和《中庸》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 此外、 对于无法用
孔子学说说明的神及理等形而上学的问题、 李炳宪借助性理学的心性
论进行解释、 这也是寒州学派的一个特征。 

李幸勋对继承了寒州学的李寅梓进行了研究。 不但探讨了他提出
的理与心的主宰性、 还考察他接受西方新学的实践活动。 李寅梓考证

了太极与明德的意义、 确立了理的主宰性与心本体的完整性。 在日帝强
占的时代大背景下、 李寅梓把保国、 保种、 保敎作为时代课题、 他积极
接受西方文明、 不断谋求儒教革新。 西方文明的原动力是古代希腊哲
学、 这种哲学追求的是不随时代变化而变动的理、 而不是追求随时都
在变动的气。 李寅梓通过传统知识体系把“哲学”进行了重新解释、 他并
不是单向的接受西方学术和文化、 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主体性选择。 

金洛真分析了拥护寒州学团宗旨“心即理说”的金榥的心说争论。 金
榥画的《东儒心学略图》是反映截止到朝鲜末期寒州学团对众多学派的
评价的心法传承体系图。 他对以朱理学自称的岭南寒州学问的评价最
高、 对主气的畿湖心学的评价最低。 畿湖主气学的代表人物田愚批判
李震相和郭钟锡、 但是金榥性理学研究的最重要主题却是宣扬朱理学
的本质与优势。 此外、 金洛真也研究了脱离了日常生活的20世纪儒学
的没落风貌。 

金基柱重点研究了河谦镇将守护性理学道统与恢复国家主权相结
合的学术实践活动。 论文指出从朱子学到李滉、 再到李震相和郭钟锡、 
河谦镇一生的课题便是师门道统的传承。 

金贤寿考察了金昌淑独立运动的思想基础与展开情况。 继承了寒
州学的心山极为重视义理、 把“存天理、 灭人欲”作为自身生活与社会
实践的基准。 他主张通过外交努力、 扩充经济基础、 培养军队、 武力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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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来开展独立运动。 
任忠镇考察了曺兢燮对寒州学派的批判。 曺兢燮虽在地理位置上

与寒州学派相近、 却认为自己的思想属于“退溪学派嫡系”金诚一的谱
系。 李震相和他的弟子们主张自己的性理说根植于朱熹和李滉的思想。 
对此曺兢燮强烈反对、 这也是他和很多寒州学派的人物进行论争的根
本原因。 他辛辣地批判了李震相编纂的《理学综要》、 通过与郭钟锡数
次的书信往来批判了郭钟锡重理轻气的立场。 

沈桃姬关注的是岭南道学者宋浚弼的学问与实践。 继承了张福枢
和金兴洛学说的宋浚弼对李震相的学说持批判态度。 宋浚弼的学问受
到了以退溪学为基础的李相定与柳致明的影响。 他基于主理性观点认
识理气关系、 认为心是理气的结合。 他赞同心合理气、 反对寒州学的心
即理说、 也反对心即气说。 虽然宋浚弼与李震相的哲学观点不同、 但
却于李震相弟子们的现实认识相同、 他们都主要抵抗日本的殖民统治、 
都主导参与了圣州万岁运动和巴里藏书运动。 

郑炳硕考察了朴章铉的自尊哲学。 朴章铉努力推动儒学改革、 致力
于恢复仁义与道德。 同时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把国民从失败阴影与绝望
中拯救出来。 为此他积极完善民族史研究、 倡导健康的国民精神。 朴章
铉认为从日帝奴性状态中抽离的第一步是克服“心奴”的状态、 所以他
将儒家的道学精神与民族意识相结合、 主张加强自尊意识。 

5. 评价与展望

1) 韩国实学

韩国实学研究中对经学史的研究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经学领域的研究
主要包括文本的图书学性研究、 经学解释的影响及意义、 经学史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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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及特定概念的意义变化等。 笔者总结出了以下两大亮点：第一、 关
于五经尤其是对《周易》的研究明显增多。 以对丁若镛《周易》解释为首、 
对北学派与星湖学派的经学解释也有涉及。 第二、 阐明了经典解释的随
行性、 指出了实学者的经典解释构成了他们所主张的社会改革论的理
论基础。 正如朴世堂《大学》解释中的经世指向特性、 复原知行合一的儒
学精神与实学的理念相符合。 

哲学领域的研究同性理学（者）的研究一样、 可以期待从经典解释学
路径或礼制论分析等多样化的路径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这也是今后
将性理学与实学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 对星湖学派的四端七情论辩证、 
对洪大容、 李瀷、 愼后聃的《小学》解释的一系列研究、 从朱子学读法研
究崔汉绮思想、 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像这种阐明了思想延续性中的
不延续性研究、 反而让实学的哲学特性变得更为分明。 

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主流也是关于丁若镛的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是
以《牧民心书》和《钦钦新书》为中心、 讨论了丁若镛的国家论、 礼制论、 
刑律论。 关于柳馨远的论文主要涉及了官制、 田制、 税收制度等。 关于
柳寿垣的论文则在税制和官制方面进行了考察。 与实学者的经世论进
行对比研究的论文则涉及了柳馨远与李瀷的政治平等论、 尹愭与丁若
镛的续前论、 朴齐家与丁若镛的士族认识。 可以看出、 相比与对某一阶
段实学经世论近代性的问题意识研究、 学界更倾向于把个别实学者的
著述及思想与社会制度改革论相结合进行研究。 事实上、 三政紊乱及
壬丙两乱导致了民生凋敝、 实学（者）经世论的首要目标便是改善及稳
定民生。 但是着重于实学近代性的研究是以近代主义的思考方式探索
朝鲜后期思想史的某一方面、 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 比如回避朝鲜后
期不断深化的心说论争等性理学展开样相、 将实学规定为反朱子学、 
脱性理学、 将哲学史结构化、 导致无法展现朝鲜后期思想的多样性。 此
外、 政治与经济领域论文的研究内容涉及众多方面：实学相关论述的
图书学性及知性史考察、 湖南实学的地域特性研究、 新的实学者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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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研究、 文化论、 艺术论、 教育论等。 还有的论文通过分析数学、 医学、 
科学领域论议及成果的学术性意义扩大了实学研究的基础。 

虽然学界努力发掘新的实学者来扩大研究范围、 但是研究丁若镛
的论文始终呈增长趋势。 如果能多举行按照实学者学派进行的企划研
究将有助于提升研究者的兴趣、 推动新研究成果的诞生。 按学者分类
的研究领域论文呈多样化态势、 这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但可惜
的是学者间的对比研究相对不足。 如果像比较尹愭与丁若镛速战论的
论文那样、 将丁若镛的国家论、 税制论、 土地制度论等与众多实学者的
方案相互对比的话就能体现出时代性和学派性的主张差异、 实学研究
也将更为深入。 此外、 像讨论朝鲜后期《中庸》解说的博士论文那样的
实学与性理学的对比研究也较为不足。 笔者期待今后学界能出现更多
的经典解释上的差异对比研究。 

2) 韩国近代儒学

韩国近代儒学中、 关于性理学领域的心说论争研究与岭南儒学研究的
增加趋势明显。 与实学相比的话、 这些儒学研究并未侧重于某几位特定
的人物、 而是积极发掘介绍新的性理学者。 而且有关心说论争及洛中学
的研究是机构企划的成果。 四端七情论和湖洛论争一直持续到大韩帝
国末期。 但对18世纪中叶发生的心说论争与以洛东江中流地域为中心
的岭南儒贤思想的集中讨论扩大了朝鲜性理学的外延。 笔者期待关于
心说论争的研究更加体系化、 多积累对相关文献及思想的研究成果、 这
样便有希望将心说论争与四端七情论争和湖洛论争的核心论点进行对
比研究。 目前洛中学的侧重点是展现岭南儒学的全貌。 将以前鲜为人知
的岭南儒学者带入大众视野可以说是洛中学的一大成果。 今后如果将
洛中学与从朝鲜后期到日帝强占期的近畿和湖南地域的儒学者们的思
想进行对比的话、 便可以探明各地域不同的性理学特性。 笔者期待这两



166   第2编 韩国儒学

大企划研究持续发力、 推动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并进一步阐明不同
于中国性理学的独特的学术价值。 阳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性理学相
比并不算多。 其中研究朴殷植的论文最多、 此外还有研究江华学派和郑
寅普的论文。 从朝鲜时代思想史的脉络来看、 除去自然结果与郑齐斗、 
便再没有其他的研究对象。 但值得庆幸的是此次出现了关于李始源、 李
建芳、 李建昌的研究论文。 

不仅是在性理学与阳明学领域的论文中、 在其他领域的研究论文中
也能发现无关自身学问立场、 积极应对国家危机的儒学的理念与实践。 
韩国近代儒学的精神虽然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统治而式微、 但是
笔者期待能出现对韩国近代儒教社会作用的再评价研究、 洗脱儒教导
致亡国的污名。 按主题分类的研究中关于儒教改革论和文明谈论的论
文最多、 其中考察儒学者的独立运动的研究成果尤为丰硕。 正如前文
所述、 进一步挖掘献身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儒学的精神价值、 重新审视
研究奠定民主社会基础的儒教文化资源的工作迫在眉睫。 这与重新解
释儒学的现代性一样、 都将有助于扩散儒学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