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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报告综合地分析了2018年在韩国发表的学术论文中、 与经学有关的
学术成果。 本文索引的范围包括韩国研究基金会登载学术志和登载候
补学术志。 本文的分析对象、 为2018年1月至12月之间在韩国研究基金
会登载学术志和登载候补学术志上发表的与经学相关的论文、 共计35
篇。 符合选取标准的论文、 均以分析中、 日、 韩学者对儒教原典十三经
的注释为主要内容。 35篇论文具体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 ��李��的尙书学研究 东�汉文学75 东�汉文学� 

2 �保� 霞谷郑�斗�《大学》的�读及�物�知
论 阳明学51 韩国阳明学� 

3 Gil 
Tae Eun

�斋的经学思想研究（�《大学记疑》的�
释体�为例） 大东汉文学56 大东汉文学�

4 金东敏 ⻄陂柳��《�秋》�传的辩证观点（�
《�秋�传删误说》为例） 东�哲学研究94 东�哲学研究�

5 金东敏 李�相《�秋�传》�《�秋》的性理学理
�

大 东 文 � 研 究
103

成�馆大学 大
东文�研究院

6 金�爱 河滨����《周易》的�读（�《周易�
��编》的爻变为例）

儒�思想文�研
究73 韩国儒�学� 

7 金��
试��译学⾓度��李滉的《周易释�》
（��讨�鲜时期儒�原典�释�译�说
学的 研究��论模型）

�东古典研究40 �林大学 �东古
典研究�

8 金�永 ���堂的《论语思�录》看独�的原典
��（�过与《论语��》��为例） 儒学研究43 �南大学 儒学研

究�

9 ��� 北学��读《周易》的��论研究（Ⅰ）（�
过�������近�南�为例） 栗谷学硏究36 （社）栗谷研究院

10 杨沅锡 茶�丁若镛的�学研究（�茶��学研究
的范围及与经学相关性为例） 大东汉文学54 大东汉文学�

11 严连锡 李��《中��经衍�》和《中��经衍�
别�》经学思想史�面的�点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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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2 严连锡
关于丁若镛�邵�和朱熹《周易》 �理说
�����（�《易学绪�》的“朱���
发�”和“邵�先�论”为例）

茶�学33 财��� 茶�
学术文�财�

13 柳�� �伯珪�原典的��学⾓度�读（�《�
���》为例） ��学报143 ��学研究院

14 柳�� ��郑�斗与中江�树�《大学》的�读 阳明学50 韩国阳明学�

15 李东� 杨简《书经》�释�点的研究（�《�记二：
论书》为例） 儒学研究44 �南大学 儒学研

究�

16 李��
�经学史⾓度看�鲜王�经学中的向“古”
（�分析�鲜王�论语学重��念用语为
例）

大东汉文学55 大东汉文学�

17 李��
�读《书经》《洪范》的两种视⾓：占卜和
经�（�分析李�逸、 李�逸的《洪范衍
�》为例）

��学报143 ��学研究院 

18 李远硕 李���《大学》的理�（�《大学》的篇�
�订和�物�知�念为例）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19 李�镐 ��的�传��读《尚书》 �东古典研究40 �林大学 �东古
典研究�

20 林玉� �鹿�行�《论语》的�读（1）（与朱��
《论语》的�读进行��为例） 东�哲学研究93 东�哲学研究� 

21 林玉� �鹿�行�《��》的�读（1）（与朱��
《��》的�读进行��为例） 东�哲学研究96 东�哲学研究�

22 林在圭
16~17�纪�鲜王�经学朱�中和说的
�受及��（�赵�和��堂的中和说为
例）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23 林在圭 ��丁若镛和朱��《周易》的�读��
论 ��学36 韩国��学�

24 林洪兑 王�仁和孙应鳌的�书观��研究（�
《传习录》和《�书近语》为例） 阳明学49 韩国阳明学�

25 郑日男
李香 阳��近的文学及《诗经》 东�汉文学74 东�汉文学� 

26 赵贞� 浦渚赵�的经学思想中出现的��观（�
《论语�说》为例） �东古典研究40 �林大学 �东古

典研究�

27 陈晟� 王夫��书学的�点及其向清代实学的
转变 东⻄哲学研究90 韩国东⻄哲学�

28 千��
卢�烈

申绰《易�故》的工夫论研究（�过与《易
传》��为例） 阳明学51 韩国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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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29 崔锡� 旅轩张显��《大学》的�读 南�学研究57 庆尚大学 庆南文
�研究院

30 崔锡� �鲜时期�《中�》�读的�式及�点 
（�图说为例） 南�学研究60 庆尚大学 庆南文

�研究院 

31 韩在壎 《大学思�录》中��堂��物�知的�
读及其�朱熹��的�质 哲学�究51 中央大学 中央哲

学研究�

32 韩正吉 迟川崔鸣吉�《大学》的看�（�朱熹《大
学》�读的一种�思⾓度）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33 咸泳大 ⻄���堂的学术精神及《��思�录》 韩国汉文学研究
72 韩国汉文学�

34 黄�� �经学史⾓度看浦渚赵�的中�观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35 黄仁奭 《大学》和《学记》的相关性研究 ��学36 韩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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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篇论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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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按前者主要
分为韩国、 中国、 日本儒学家来进行分析。 其次按研究的原典进行分类、 
对与各原典相关8篇较有研究意义的论文进行了评析。 最后、 对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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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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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人物分类

35篇论文中、 有32篇以原典的注解书为中心、 来研究各学者的经学思
想。 其中、 研究韩国儒学家的论文共计25篇、 研究中国儒学家的论文共
计3篇、 研究日本儒学家的论文共计2篇、 将韩国儒学家和中国儒学家进
行对比的论文1篇、 将韩国儒学家和日本儒学家进行对比的论文1篇。 

1) 韩国儒学�

研究韩国儒学家经学思想的论文共计25篇、 其中研究最多的人物是朴
世堂（西溪、 1629�1703）、 有3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金�永 ���堂的《论语思�录》看独�的原典�
�（�过与《论语��》��为例） 儒学研究43 �南大学 儒

学研究�

2 韩在壎 《大学思�录》中��堂��物�知的�
读及其�朱熹��的�质 哲学�究51 中央大学 中

央哲学研究�

3 咸泳大 ⻄���堂的学术精神及《��思�录》 韩国汉文学研究72 韩国汉文学�

研究李彦迪（晦斋、 1491�1553）、 赵翼（浦渚、 1579�1655）和丁若镛
（茶山、 1762�1836）的论文各有2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严连锡 李��《中��经衍�》和《中��经衍�别
�》经学思想史�面的�点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2 李远硕 李���《大学》的理�（�《大学》的篇��
订和�物�知�念为例）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赵贞� 浦渚赵�的经学思想中出现的��观（�
《论语�说》为例） �东古典研究40 �林大学 

�东古典研究� 

2 黄�� �经学史⾓度看浦渚赵�的中�观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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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杨沅锡 茶�丁若镛的�学研究（�茶��学研究的
范围及与经学相关性为例） 大东汉文学54 大东汉文学�

2 严连锡
关于丁若镛�邵�和朱熹《周易》 �理说�
����（�《易学绪�》的“朱���发�”
和“邵�先�论”为例）

茶�学33 财��� 茶�
学术文�财�

研究以下人物的论文各1篇 、  共计13篇 。  分别是权近 （阳村 、 
1352�1409）、 李滉（退溪、 1501�1570）、 张显光（旅轩、 1554�1637）、 李
睟光（芝峯、 1563�1628）、 崔鸣吉（迟川、 1586�1647）、 郑齐斗（霞谷、 
1649�1736）、 慎后聃（河滨、 1702�1761）、 魏伯珪（存斋、 1727�1798）、 
朴齐家（楚亭、 1750�1805）、 申绰（石泉、 1760�1828）、 柳僖（西陂、 
1773�1837）、 李震相（寒洲、 1818�1886）及田愚（艮斋、 1841�1922）（按
人物的时代先后排序）。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郑日男
李香 阳��近的文学及《诗经》 东�汉文学74 东�汉文学�

2 金��
试��译学⾓度��李滉的《周易释�》
（��讨�鲜时期儒�原典�释�译�说
学的研究��论模型）

�东古典研究40 �林大学 �东
古典研究�

3 崔锡� 旅轩张显��《大学》的�读 南�学研究 57 庆尚大学 庆南文
�研究院

4 ��� ��李��的尙书学研究 东�汉文学75 东�汉文学�

5 韩正吉 �川崔鸣吉�《大学》的看�（�朱熹《大学》
�读的一种�思⾓度）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6 �保� 霞谷郑�斗�《大学》的�读及�物�知论 阳明学51 韩国阳明学�

7 金�爱 河滨����《周易》的�读（�《周易��
�编》的爻变为例）

儒�思想文�研
究73 韩国儒�学�

8 柳�� �伯珪�原典的��学⾓度�读（�《��
��》为例） ��学报143 ��学研究院

9 ��� 北学��读《周易》的��论研究（Ⅰ）（�过
�������近�南�为例） 栗谷学硏究36 （社）栗谷研究院



第7章 韩国经学思想研究   173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0 千��
卢�烈

申绰《易�故》的工夫论研究（�过与《易传》
��为例） 阳明学51 韩国阳明学�

11 金东敏 ⻄陂柳��《�秋》�传的辩证观点（�《�
秋�传删误说》为例） 东�哲学研究94 东�哲学研究�

12 金东敏 李�相《�秋�传》�《�秋》的性理学理� 大 东 文 � 研 究
103

成�馆大学 
大东文�研究院

13 Gil
Tae Eun

�斋的经学思想研究（�《大学记疑》的�释
体�为例） 大东汉文学56 大东汉文学�

有3篇论文同时研究了两名儒学家、 分别将赵穆（月川、 1524�1606）

和李德弘（艮斋、 1541�1596）、 赵翼（浦渚、 1579�1655）和朴世堂（西溪、 
1629�1703）、 李徽逸（存斋、 1619�1672）和李玄逸（葛庵、 1627�1704）进
行对比。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李�镐 ��的�传��读《尚书》 �东古典研究
40

�林大学 �东
古典研究�

2 林在圭 16~17�纪�鲜王�经学朱�中和说的�受
及��（�赵�和��堂的中和说为例）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3 李�� �读《书经》《洪范》的两种视⾓：占卜和经�
（�分析李�逸、 李�逸的《洪范衍�》为例） ��学报143 ��学研究院 

2) 中国儒学�

研究中国儒学家经学思想的论文共计3篇、 其中研究杨简（1141�1226）、 
王夫之（1619�1692）的论文各1篇、 将王守仁（1472�1528�）和孙应鳌
（1527�1584）进行对比的论文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李东� 杨简《书经》�释�点的研究（�《�记二：
论书》为例） 儒学研究44 �南大学 

儒学研究�

2 陈晟� 王夫��书学的�点及其向清代实学的转
变 东⻄哲学研究90 韩国东⻄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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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3 林洪兑 王�仁和孙应鳌的�书观��研究（�《传
习录》和《�书近语》为例） 阳明学49 韩国阳明学�

3) 日�儒学�

日本儒学家经学思想方面、 有2篇研究山鹿素行（1622�1685）的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林玉� �鹿�行�《论语》的�读（1）（与朱��《论
语》的�读进行��为例） 东�哲学研究93 东�哲学研究

�

2 林玉� �鹿�行�《��》的�读（1）（与朱��《�
�》的�读进行��为例） 东�哲学研究96 东�哲学研究

�

4) ��中� 日� 韩儒学�

有2篇论文对中、 日、 韩儒学家进行了对比。 其中1篇将韩国儒学家丁若
镛（茶山、 1762�1836）和中国儒学家朱震（1072�1138）进行了对比、 另一
篇则是将韩国儒学家郑齐斗（霞谷、 1649�1736）和日本儒学家中江藤树
（1608�1648）进行对比。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林在圭 ��丁若镛和朱��《周易》的�读��论 ��学36 韩国��学�

2 柳�� ��郑�斗与中江�树�《大学》的�读 阳明学50 韩国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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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题分类

本报告中还将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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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经学思想具有较强的学术特性、 因此按照
论文研究的原典进行分类。 这35篇经学论文中、 有33篇将经学原典作
为研究对象、 其中与《大学》相关的论文最多、 共7篇、 与《易经》相关的论
文6篇、 《论语》4篇、 《中庸》4篇、 《书经》4篇、 《孟子》3篇、 《春秋》2篇、 《诗
经》1篇。 此外有2篇四书相关的论文。 

1) 大学

与对《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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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发行单位

1 李远硕 李���《大学》的理�（�《大学》的篇��
订和�物�知�念为例）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2 崔锡� 旅轩张显��《大学》的�读 南�学研究57 庆尚大学 
庆南文�研究院

3 韩正吉 迟川崔鸣吉�《大学》的看�（�朱熹《大学》
�读的一种�思⾓度）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4 韩在壎 《大学思�录》中��堂��物�知的�读
及其�朱熹��的�质 哲学�究51 中央大学 

中央哲学研究�

5 �保� 霞谷郑�斗�《大学》的�读及�物�知论 阳明学51 韩国阳明学�

6 Gil� Tae 
Eun

�斋的经学思想研究（�《大学记疑》的�释
体�为例） 大东汉文学56 大东汉文学�

与对《易经》的解读相关、 将日、 韩儒学家进行对比分析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柳�� ��郑�斗与中江�树�《大学》的�读 阳明学50 韩国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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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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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发行单位

1 金�� 
试��译学⾓度��李滉的《周易释�》
（��讨�鲜时期儒�原典�释�译�说
学的 研究��论模型）

�东古典研究40 �林大学 �东古
典研究�

2 金�爱 河滨����《周易》的�读（�《周易��
�编》的爻变为例）

儒�思想文�研
究 73 韩国儒�学�

3 ��� 北学��读《周易》的��论研究（Ⅰ）（�过
�������近�南�为例） 栗谷学硏究36 （社）栗谷研究院

4 千��
卢�烈

申绰《易�故》的工夫论研究（�过与《易传》
��为例） 阳明学51 韩国阳明学� 

5 严连锡 
关于丁若镛�邵�和朱熹《周易》 �理说�
����（�《易学绪�》的“朱���发�”
和“邵�先�论”为例）

茶�学33 财��� 茶�学
术文�财�

与对《易经》的解读相关、 将中、 韩儒学家进行对比研究的论文如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林在圭 ��丁若镛和朱��《周易》的�读��论 ��学36 韩国��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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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发行单位

1 赵贞� 浦渚赵�的经学思想中出现的��观（�《论
语�说》为例）

�东古典研究
40  

�林大学 
�东古典研究�

2 金�永 ���堂的《论语思�录》看独�的原典��
（�过与《论语��》��为例） 儒学研究43 �南大学 

儒学研究�

3 李�� �经学史⾓度看�鲜王�经学中的向“古”
（�分析�鲜王�论语学重��念用语为例） 大东汉文学55 大东汉文学�

与对《论语》的解读相关、 对日本经学思想进行比较分析的论文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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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林玉� �鹿�行�《论语》的�读（1）（与朱��《论
语》的�读进行��为例）

东�哲学研究
93 东�哲学研究� 

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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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发行单位

1 严连锡 李��《中��经衍�》和《中��经衍�
别�》经学思想史�面的�点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2 黄�� �经学史⾓度看浦渚赵�的中�观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3 林在圭 16-17�纪�鲜王�经学朱�中和说的�
受及��（�赵�和��堂的中和说为例） 大东哲学83 大东哲学�

4 崔锡� �鲜时期�《中�》�读的�式及�点 （�
图说为例） 南�学研究60 庆尚大学 

庆南文�研究院

5) 书经

与对《书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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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发行单位

1 李�镐 ��的�传��读《尚书》 �东古典研究
40 

�林大学 
�东古典研究�

2 ��� ��李��的尙书学研究 东�汉文学75 东�汉文学�

3 李��
�读《书经》《洪范》的两种视⾓：占卜和经
�（�分析李�逸、 李�逸的《洪范衍�》为
例）

��学报143 ��学研究院

与对《书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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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发行单位

1 李东� 杨简《书经》�释�点的研究（�《�记二：
论书》为例） 儒学研究44 �南大学 

儒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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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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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发行单位

1 咸泳大 ⻄���堂的学术精神及《��思�录》 韩 国 汉 文 学 研
究72 韩国汉文学�

2 柳�� �伯珪�原典的��学⾓度�读（�《��
��》为例） ��学报143 ��学研究院

3 咸泳大 ⻄���堂的学术精神及《��思�录》 韩 国 汉 文 学 研
究72 韩国汉文学�

与对《孟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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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发行单位

1 林玉� �鹿�行�《��》的�读（1）（与朱��《�
�》的�读进行��为例）

东�哲学研究
96 东�哲学研究�

7) �秋

与对《春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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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发行单位

1 金东敏 ⻄陂柳��《�秋》�传的辩证观点（�《�
秋�传删误说》为例）

东�哲学研究 
94 东�哲学研究� 

2 金东敏 李�相《�秋�传》�《�秋》的性理学理� 大东文�研究 
103

成�馆大学
大东文�研究院 

8) 诗经

与对《诗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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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发行单位

1 郑日男
李香 阳��近的文学及《诗经》 东�汉文学74 东�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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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与中国经学相关、 研究四书的论文有2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单位

1 林洪兑 王�仁和孙应鳌的�书观��研究（�《传
习录》和《�书近语》为例） 阳明学49 韩国阳明学�

2 陈晟� 王夫��书学的�点及其向清代实学的转
变

东⻄哲学研究
90 韩国东⻄哲学�

4. 主要论文分析及评析

1) 《大学》相关论文

与《大学》相关的论文、 有韩正吉的《迟川崔鸣吉对<大学>的看法（对朱
熹<大学>解读的一种反思角度）》、 此前未有迟川崔鸣吉相关的研究。 该
论文以崔鸣吉的著作《大学记疑》和《大学管见》为中心、 研究了崔鸣吉
对《大学》理解的特征。 作者认为、 崔鸣吉在《大学记疑》中提出了对朱熹
《大学章句》的体系以及对义理的解读的疑问、 《大学管见》则体现出他
对《大学》独到的见解。 崔鸣吉解读《大学》的特征可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
对《大学》体系的理解、 一是对《大学》哲学意义的理解。 

作者叙述道、 崔鸣吉接受《古本大学》的体系、 彻底批判朱熹《大学
章句》的体系、 并阐明了自己批判的理由以支撑自己的观点。 崔鸣吉接
受《古本大学》的体系、 光看这一点、 似乎与王守仁无异、 但王守仁是将
《古本大学》看作定本、 而崔鸣吉则认为《古本大学》还存在诸多缺陷。 关
于《大学》的哲学意义、 他对三纲领的理解、 知止而后有定章中安和虑
的理解、 格物的解读、 诚意工夫等的理解、 朱熹的理解提出了异议、 提
出了自己独创性的观点、 阐明其证据来展开论述。 

作者认为、 从崔鸣吉对《大学》解读的特点可以看出、 崔鸣吉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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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具有主观性、 批判性、 其解读独特而具有一定的体系。 在当
时朝鲜的学术风气下、 崔鸣吉能够挑战朱子学权威、 提出自己独到的
见解、 其对《大学》的解读在朝鲜经学史上可以说是颇有意义。 

2) 《易经》相关论文

与《易经》相关的论文、 有严连锡的《关于丁若镛对邵雍和朱熹<周易> 
数理说批判之新考（以<易学绪言>的“朱子本义发微”和“邵子先天论”为
例）》。 作者在该论文中、 同时分析了邵雍和朱熹的《周易》数理说、 以及
丁若镛的《易学绪言》、 将“朱子本义发微”和“邵子先天论”中出现的丁若
镛的数理说进行比较、 对二者之间的相关特点和差异进行了新的考察。 
此外、 丁若镛极力批判邵雍的先天数理易学、 对朱熹的数理易学则采取

了接纳的态度、 且主要分析了批判其理论的局限性的内容。 
作者认为、 以邵雍的数理说为中心的先天易学思想、 将卦爻象与数

理运算相结合、 是一种能够对自然和社会历史作出解释的体系。 此外、 
邵雍的学说中虽然提到了太极、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等同于朱熹所认为
的道德根源、 即理。 而朱熹则从象数易学和变易的观点来看《周易》、 其
终极目标带有义理易学性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提出了象数易学理论、 
他认为气和象数方面、 理具有优先性。 然而、 关于经验主义现象论中的
卦及其背后卦的动态形式、 丁若镛虽然根据各种理论性说明体系、 试
图归纳性地制定吉凶悔吝的标准、 但因其偏向现象论观点、 关于14辟
卦和加一倍法的说明、 依旧都未能提出整合的理论。 

作者总结道、 丁若镛对邵雍的数学进行了批判、 支持了朱熹的变易
理论、 对易理四法为中心的经验论的数理易学进行了积极的展开、 可
将丁若镛易学的核心概念概括为“推”、 意味着各种自然变化中的数理
规律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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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语》相关论文

与《论语》相关的论文、 有林玉均的《山鹿素行对<论语>的解读（1）（与朱
子对<论语>的解读进行对比为例）》。 作者分析道、 山鹿素行认为、 《论
语》看似话语简单易懂、 实则适用范围很广、 他强调了《论语》的重要性、 
认为《论语》展现出了《大学》的可行性、 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格物致
知。 在山鹿素行看来、 《大学》阐明了圣人学问中最重要的要领、 即格物
致知、 而《论语》则展示了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格物致知的具体方法、 《论
语》许多章节教明人们应该如何追求知识进行实践。 此外、 山鹿素行还
对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富贵持有积极的认可态度、 因为人都是喜
好富足高贵而厌恶困难贫贱的、 他认为这是天下所有人共同的特性。 

据作者分析、 对于孝悌和仁的关系、 山鹿素行认为圣人门下的教诲
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他指责避孝悌而只谈仁、 因为这等于脱离日常生
活而另行追求仁、 他认为、 要实现孝悌、 仁义在其当中、 孝悌是仁的本
根。 庄子朱子认为、 仁为本体、 孝悌是其作用、 因此不能将孝悌看作仁
的根本、 只能将其看作实现仁的根本。 而山鹿素行对庄子朱子以体用
关系来看待仁和孝悌的这种观点表示了批判。 此外、 朱子认为敬是主一
无适、 山鹿素行则认为、 敬和外在事物联系鲜明、 他从一开始就否定了
其与内心的联结。 

作者写道、 山鹿素行在解读《论语》的同时、 还主张日本才是真正的
中华。 山鹿素行能够提出日本为中华的观点、 第一个原因是“水土卓尔
于万邦”、 “人物精秀于八纮”、 其次是“圣治之绵绵”、 “焕乎文物、 赫乎武
德”。 中国和韩国判断华和夷的标准、 向来是文德、 而山鹿素行则提出
以武德的角度来确认日本为中华的地位、 这种观点比较独特。 山鹿素
行的这一想法甚至由本居宣长、 水戸学继续延续下去、 对幕府的朝鲜
侵略论、 明治维新期间的征韩论产生了影响。 作者认为、 古学派的山鹿
素行、 通过解读《论语》、 在接受朱子学这一外来思想的同时、 试图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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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本土化、 然而与此同时、 此举丧失了普适性、 有本国中心主义的
危险倾向。 

4） 《中�》相关论文

与《中庸》相关的论文、 有严连锡的《李彦迪<中庸九经衍义>和<中庸九
经衍义别集>经学思想史方面的特点》。 作者将李彦迪的著作《中庸九
经衍义》、 《中庸九经衍义别集》与朱熹性理学角度的中庸观进行了对比、 
分析了其经学思想史特征、 试图探索这些著作在经学思想整体中所具
有的经学意义。 该论文以《中庸九经衍义》和《别集》的经学特点为例、 从
文化多元论的角度、 考察了朝鲜初期的经学思想具有何种特点。 

作者分析道、 李彦迪在《中庸九经衍义》中、 尤其关注《中庸》中的九
经、 以治理天下国家为要义、 重视九经、 认为其实现要依靠诚、 而为此
所需的修养基础则要从《大学》的格致诚正来完善。 尤其是李彦迪所著
《中庸九经衍义》、 是要上呈给君主过目、 这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帝王
学的特征。 

作者分析道、 李彦迪从君主实行统治的帝王学角度、 强调了宰相与
大臣的任用问题、 此外、 他还认为天降祥瑞或灾殃、 取决于君主是否始
终如一地履行道德。 李彦迪对比了天理和人欲、 在议论君主之德的基
础上、 受到了性理学的影响、 但与此同时、 李彦迪仍强调帝王应保持纯
正之心、 总这一点来看、 李彦迪对《中庸》九经的认识、 是一种强调君主
修养和实践的帝王学。 

5） 《书经》相关论文

与《书经》相关的论文、 有李殷镐的《退溪的直传弟子读<尚书>》。 该论
文对退溪的直传弟子赵穆和李德弘的尚书学进行了分析。 赵穆的《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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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疑义》借鉴了退溪《书释义》的形式、 又补充了与《书释义》不重叠的内
容。 他不仅对蔡沈给《书集传》的注解提出了质疑、 还对退溪《书释义》的
内容提出疑问、 可以将其看做是理解退溪学派祥瑞说的重要分支。 同
时、 李德弘关注以《洪范》为中心的儒家秩序、 从他的《洪范月行九道》、 
能看出他从科学角度对宇宙的考察、 以及他对宇宙规律和人类道德品
行之间的关系持有的思考、 他思考原典之间的相互矛盾、 持有诚挚的学
术态度、 试图解决实践学问的前提、 即原典中的疑惑点。 在论文的最后、 
作者总结道、 赵穆和李德弘师承退溪李滉的圣书学、 并努力对其理论进
行深化。 

6) 《��》相关论文

与《孟子》相关的论文、 有柳旻定的《魏伯珪对原典的修辞学角度解读（以
<孟子箚义>为例）》。 该论文研究了魏伯珪的《孟子箚义》、 对其特征及经
学史价值进行了分析。 作者认为、 《孟子箚义》最大的特点、 是它从修辞
学角度对原典中的句子提出了批评。 它对原典句子进行解读时、 着重关
注词汇排列、 句子结构、 基础表达等、 作者在文中将此举命名为“从修辞
学角度解读原典”。 作者认为、 魏伯珪从修辞学角度对原典作出的解读、 
都较为客观和妥当。 魏伯珪从修辞学角度对原典进行解读、 并非基于客
观资料的考证、 而是一种主观推论。 从这一点来看、 似乎有些随意、 但
他采用了一定的逻辑和体系、 通过“从修辞学角度看原典注释书”这种
罕见的视角、 打开了朝鲜研究中的新篇章。 从这点来看、 还是表现出了
独创性、 必须认可这一尝试具有一定价值。 

7） 《�秋》相关论文

与《春秋》相关的论文、 有金东敏的《李震相<春秋集传>对<春秋>的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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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解》。 该论文将李震相的《春秋集传》作为主要研究文本、 旨在考察
李震相春秋学的学术特性。 作者认为、 李震相的《春秋集传》对《春秋》领
域的性理学理论进行了综合、 是通过《春秋》来了解朝鲜王朝性理学特
征的重要资料。 作者分析道、 《春秋集传》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构成的：李
震相从朱子的视角甄选出已有的代表性注解书中的长处、 并用朱子的
理论对不足之处进行折中、 其间再添加自己的观点、 并对朱子未能涉及
的问题进行补充。 通过这种方式、 李震相试图确立春秋学以朱子理论为
基础的性理学角度的全貌。 

作者从两个角度阐明了李震相的构思本质。 一方面、 李震相立足性
理学的观点、 阐明了《春秋》的特性、 明确称自己的书是以性理学为基
础的春秋学。 另一方面、 他基于朱子的理论、 汲取了《春秋》的代表注解
书《四传》的长处、 试图从朱子的角度对《春秋》进行解读。 如此、 李震相
试图在性理学观点和朱子理论的基础之上、 从性理学角度构建起春秋
学的理论体系。 

8) 《诗经》相关论文

与《诗经》相关的论文、 有郑日男、 李香的《阳村权近的文学及<诗经>》。 
该论文对权近对《诗经》的理解、 以及权近的诗和《诗经》之间的关联形
式进行了分析。 作者写道、 权近在《诗浅见录》中、 认为《诗经》关注修己
治人、 是性情之正、 感发善心的诗、 在他的其他诗文中、 也特别关注《诗
经》的比兴手法、 这与本身就对词章学兴趣浓厚的阳村来说、 与其文学
观念是一脉相通的。 阳村的诗、 关注《诗经》性理学方面的内容、 引用或
借鉴《诗经》的诗旨和诗语、 体现了他对诗的含蓄性和语言简练之美的
追求。 此外、 作者认为、 阳村之所以对《诗经》有浓厚的兴趣、 重视词章
学、 一方面是政治原因、 丽末鲜初时局混乱、 有助于治理伦理败坏的风
气、 另一方面从文学角度来看、 也能有效地发挥诗文的载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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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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将是今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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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的经学研究、 可以说是成果颇丰。 从经学的角度来
说、 与崔鸣吉解读《大学》、 魏伯珪解读《孟子》、 申绰解读《易经》、 柳僖解
读《春秋》和李震相解读《春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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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