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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中韓朱子學之間的比較研究存在兩種模式：一是韓國朱子學與作爲本源朱子
學的朱熹及其弟子所創立學問之間的縱向比較，二是韓國朱子學與同時期的中國
朱子學之間的橫向比較。在第二種比較的意義上，一方面考察中國宋元明清朱子學
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及相應的義理展開過程；另一方面考察韓國朱子學從引進到二
十世紀初朝鮮王朝滅亡之間的發展歷程以及相應的義理論爭。可以看出，中國朱子
學的發展模式可以稱爲多元思想資源並存格局中的三起三落式，韓國朱子學則是
單一思想資源下的一起一落式。這一發展模式上的差異，需要綜合政治環境、思想
文化背景、以身體道的推動力量、學術思想成果以及學派立場等多方面因素，才可
以得到恰當理解。
關鍵詞：朱子學，中國朱子學，韓國朱子學，發展模式，三起三落，一起一落，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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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論
朱熹(1130-1200)，中國南宋時期著名的理學大師，其及門人共同創立
的朱子學逐漸成爲南宋後期、元、明、清時期中國的主流思想，對中國社會
歷史發展影響巨大。而且，自元代高麗儒家學者安珦(1243-1306)在出使元
朝時購回許多朱熹的書，朱子學被傳入朝鮮半島。經歷代朝鮮學者的努
力，朱子學逐漸成爲朝鮮半島的主流學術，對韓民族的價值觀念、生活方
式、文化傳統等的形成具有廣泛而深刻影響。朱子學集中討論性理問題，在
韓國歷史上的朱子學常被稱爲性理學。在東亞朱子學的視野下，韓國性理
學可以被歸結爲朱子後學的範疇。自14世紀至19世紀韓國性理學的發展歷
程，與同一時期中國朱子學的發展歷程呈現出許多不同之處，呈現出兩種
發展模式。這兩種發展模式的存在，既彰顯了朱子學後續發展的多種可
能，也體現了朱子學與社會歷史實際相結合的不同方式，證明朱子學具有
適應不同歷史文化傳統的普適性價值。就中國朱子學研究者而言，韓國朱
子學的存在與發展，構成了中國朱子學的重要“他者”，對於理解朱子學本
身的理論性格具有重要啟發。

二、中韓朱子學關系的定位——從強調一體到重視多元
自朱子學成爲現代學術研究範式下的重要對象開始，除了中國朱子學
之外，韓國朱子學也是學界研究的重要對象。特別是隨著中韓文化學術交
流日益頻繁，中國學者對韓國儒學的重視程度也日益增強，對韓國朱子學
的研究也逐漸增多，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代表性的學者有大陸的張立
文、李甦平、陳來以及臺灣的李明輝、林月惠、楊祖漢等。這些研究大略有
三大類：一是關於韓國朱子學家或命題的個案研究，如張立文對李退溪的
研究；二是關於韓國儒學的整體描述，如李甦平的《韓國儒學史》；三是對
中韓朱子學的比較研究，這是所有中國學者研究韓國朱子學時必然會遇到
的問題，代表性成果的有張立文對朱子與退溪的比較、陳來對中日韓儒學
的比較，以及李明輝以“四端七情”爲核心對中韓朱子學的比較、楊祖漢從
當代儒學的觀點看韓國儒學的重要論爭、林月惠以“羅欽順與韓國朱子學”
的關系爲核心的比較等。在這些成果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細致精微的
討論，但專門的朱子學史研究還比較缺乏，既沒有專門的中國朱子學發展
歷史的研究，韓國朱子學發展歷史的描述也多是在儒學史的論域中，從總
體上就中韓朱子學發展模式的不同還很少集中討論。這種狀況的造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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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有人會說是由於中國學者對韓國朱子學的個案研究還不夠完整，故無法
整體比較。但一方面中國學界已經出現了幾種韓國儒學史的整體性著作，
對韓國重要朱子學者的個案研究專著也不少，應該說對韓國朱子學的研究
已經具有一定規模；另一方面對於中國學者來說，在進行韓國儒學研究時
必然帶有中韓文化整體比較的視野，因此，整體比較是完全必要的。造成目
前中韓朱子學的整體比較研究缺乏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學者在進行
這種比較研究時對中韓朱子學關系的定位上。
目前韓國朱子學與中國朱子學的關系通常被定位爲一體多元的結構。
如朱人求認爲：“‘東亞朱子學’是‘一體多元’的朱子學，‘一體’指朱子學說本
身，‘多元’指朱子學在東亞的不同的發展形態｡”1 陳來也認爲：“用‘一體和
多元’來觀察東亞朱子學的橫向面貌，目前較爲大家所接受，就是說東亞朱
子學在體系上內在的是一體的，而中國朱子學、韓國朱子學等不同國家地
區的朱子學又有自己關注的問題，形成朱子學的多元面貌。另外也可以看
出，16世紀的朝鮮半島朱子學與12世紀以後的中國朱子學相比，在理學的
話語、概念、問題意識方面，哲學的普遍性討論是主體，而附加其上的具體
性、脈絡性、地域性的因素是次要的｡”2
從根本上來說，這種定位是在朱子學這個論域中做出的。由於朱子學
的源頭在中國，故更多強調以中華文化即朱子學爲體，而中、韓、日朱子學
被視爲此體的多元化發展與具體呈現之一。但細究起來，這個表述存有一
定問題，一方面認爲中華文化、朱子學爲體，此體即是中國朱子學，另一方
面又認爲中國朱子學依然是朱子學的多元化發展與具體體現之一。如果中
國朱子學是朱子學的多元發展與具體體現之一，又如何可以成爲統攝其他
具體表現的“體”？即便是如陳來所說“東亞朱子學在體系上內在的是一體
的，而中國朱子學、韓國朱子學等不同國家地區的朱子學又有自己關注的
問題，形成朱子學的多元面貌｡”3 這裏的“體”是指東亞朱子學的內在統一體
系，但這一具有內在統一體系的東亞朱子學無疑是抽象意義上的朱子學，
與中韓朱子學之間的關系是本體與具體表現之間的關系，分處於不同邏輯
層次。然而，這裏作爲抽象意義上的“東亞朱子學”，在概念上又包含了並非
抽象意義上的具體“東亞”概念。這樣一來，如果“東亞朱子學”具有內在的統
一性，那麼其他非東亞地區如越南等地的朱子學是否就不屬於這一統一體
系之中。照我們的理解，作爲中、韓、日朱子學多元發展與具體體現之基礎
的那個“體”，應該是朱子及其門人創立的朱子學，這個朱子學可以稱爲“本
源朱子學”,4 這個“本源朱子學”是從源頭的意義上作爲韓日以及此後中國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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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人求，〈東亞朱子學的新課題〉，頁5。
陳來，〈中韓朱子學比較研究的意義〉。
陳來，〈中韓朱子學比較研究的意義〉。
此一“本源朱子學”的概念與韓國學者鄭仁在的“本源朱子學”是不同的，鄭仁在將朱子學傳
入韓國後的發展情況，區分爲“本源朱子學”(比較符合朱子的學問)和“修正朱子學”(與朱子
學說有一定差異的學問)，並將栗谷視爲“修正朱子學”，而將退溪視爲“本源朱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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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學共同的“體”。作為朱子學多元發展與具體體現之一的中國朱子學，更
多的是指本源朱子學之後的與韓、日朱子學同樣屬於朱子後學的部分。也
就是說，對於中韓朱子學的比較這一命題來說，存在兩種意義上的比較，一
是韓國朱子學與朱熹及門人所創立的“本源朱子學”之間的縱向比較關系，
這一比較突出的是朱子學自身的一種發展脈絡，可以看出朱子學在傳入朝
鮮之後的一貫與創新之處；另一個是同樣相對於本源朱子學而言的朱子後
學之間的橫向比較，即處於同一歷史期間的中國朱子學與韓國朱子學之間
的橫向比較，這樣的比較突出的是朱子學在不同地區的不同發展軌跡，可
以看出中韓朱子學之間的異質性。目前的中韓朱子學比較研究較多的是在
第一個方面，因此，陳來才會特意指出：“16世紀的朝鮮半島朱子學與12世
紀以後的中國朱子學相比，在理學的話語、概念、問題意識方面，哲學的普
遍性討論是主體，而附加其上的具體性、脈絡性、地域性的因素是次要的｡”5
林月惠在《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的“前言”中也自述：“事實
上，本書所探討的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主要集中在朱子思想與十六世紀
朝鮮性理學者的對比研究上｡”6 李甦平《韓國儒學史》的“緒論”在韓儒學比
較的意義上將韓國儒學的品格定位爲“重氣、重情、重實”，7 其具體敘述時
所言的中國儒學基本就是朱熹。但對於中韓朱子學來說，既有一體的事
實，又存在多元的差異，這裏的一體更多的是指縱向意義上的，是指構成中
韓日等朱子學發展史共同源頭的，由朱子及門人所創立的本源朱子學；而
多元則是橫向意義上的中韓日等各國朱子學的特殊發展歷程及其理論成
果。8 對於中韓朱子學的比較研究而言，除了進行縱向比較，即與本源朱子
學做比較之外，橫向比較更能凸顯中韓文化的差異性，在強調多元文化交
流的今天顯得尤其重要。而這在以往研究當中重視不夠。本文的重心即在
橫向比較方面。要進行這個方面的比較，就必須突破抽象朱子學的視野，在
朱子學發展史以及東亞朱子學的坐標當中，將朱子學放在相應的整個文化
傳統當中來看待，對造成中韓朱子學不同發展歷程的“具體性、脈絡性、地
域性的因素”要引起足夠重視，這樣才可能完整理解中韓朱子學的差異。
這裏再就本文的題目作幾點說明。“中國朱子學”自然包括朱熹及門人
所創立的本源朱子學，也包括此後的朱子後學，而“韓國朱子學”則是自本
源朱子學傳入朝鮮半島之後逐漸形成的本土化朱子學；從時間跨度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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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來，〈中韓朱子學比較研究的意義〉。
林月惠，《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頁2。
李甦平，《韓國儒學史》，頁2-21。
這裡的一體與多元是在中韓比較的意義上來使用，這一對概念同樣還可以在中國朱子學和
韓國朱子學內部使用。在中國朱子學內部，自朱熹以後，作爲一個完整學派的朱子學逐漸分
化衍生出多元格局，如朱子經學體系當中的每一部經都有一個相應獨立的傳承體系。在韓
國朱子學內部，本源朱子學作爲共同的理論源頭與思想資源，而退溪學和栗谷學即構成韓
國朱子學多元格局當中最重要的二元。概括起來講，一體是在尊朱的共同立場上說的，多元
是指不同朱子學者在還原朱熹本意的意義上所呈現出來的學術思想的多樣化具體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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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國朱子學主要包括從朱熹到1912年清亡，韓國朱子學是從高麗末朱
子學傳入韓國直到1910年朝鮮王朝滅亡。因爲無論中國還是韓國，此後朱
子學在現代的存在形態發生重大變化，爲討論方便，本文暫不做討論。謂
“發展模式”是在比較意義上提出，一個是本源朱子學在中國的繼續存在與
發展，也即中國朱子後學的發展軌跡；一個是本源朱子學在韓國被接受、
吸收與創新，逐漸實現韓國化的過程。這兩種存在與發展軌跡構成了朱子
學的兩種不同發展模式。

三、中韓朱子學的各自展開
要理解中韓朱子學的不同發展模式，勢必需要梳理中韓朱子學各自的
發展線索與邏輯展開。這裏從縱向歷史與橫向論爭兩個角度來闡述。

1、中國朱子學的發展歷史
雖然中國朱子學長期處於官學地位，但其具體發展總是受到具體政治
環境與制度變化的影響。因此，對於中國朱子學的發展歷史，最常見的做法
是按朝代來區分，這樣的區分既方便敘述，又能體現朱子學發展的階段性
特征。
(1)宋代朱子學
主要是指朱子及其門人所創立的朱子學以及南宋後期的朱子後學，此
時朱子學者主要是朱子及其一傳、二傳、三傳門人，這種師承關系大體反映
出朱子學發展的不同階段。一傳弟子留有姓名的就達494名之多，大部分在
13世紀20年代左右之前相繼離世，如黃榦(1152-1221)、陳淳(1159-1223)
等。這一代人參與朱熹生前的學術思想創建活動，經歷了慶元黨禁時期朱
子學被打壓，也迎來朱子學的逐漸解禁。朱子二傳時間上限定於此後，一直
到1279年宋亡之前，人數也近百人。這一時期朱子學派的成員當中，除了那
些師承線索顯著的再傳之外，還有與朱子門人交往較多且對朱子學的生存
與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其他朱子學者，他們當中不僅有人活躍於政治核心
領域，如真德秀等，在民間基層也同樣有不少以講學著述爲志業的朱子學
者，如饒魯(其生卒年有一種說法爲1193-1264)、何基(1188-1269)等。這
一時期朱子學一方面逐漸獲得國家政權認可，朱子學的政治哲學部分得到
重視與發展，以宋理宗時期(1224-1264)最爲明顯；另一方面朱子後學的
講學著述活動也非常頻繁，成果較多。朱子三傳則主要是活躍於宋元之際
的一些朱子學者，也有五六十位，其中有著作傳世的就有十幾位，如車若
水、王應麟、王柏、文天祥、馬端臨、熊禾、陳普、黃仲元等。因爲處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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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蕩、政權更替的時期，朱子學的存在形態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如逐漸向
北方傳播、影響金元統治、朱陸合流更加明顯與開啟元代朱子學等。這一時
期是朱子學發展史的第一個興盛期。
(2)元代朱子學
這一時期朱子學的一些內在矛盾尚處於潛藏階段，相比於此前與此
後，元代朱子學的理論創新並不多。對於元代統治者來說，他們對朱子學的
接受過程經歷一個從初識到推尊的過程。元代朱子學最突出的一件事，便
是1314年正式將朱子四書作爲科舉考試的標準，標志著朱子學正式成爲官
學，這對朱子學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此時的朱子學者包括朱子四傳、五傳
等，以及其他非明確師承線索中的朱子學者，如胡炳文、劉因、許衡、吳澄
等。朱子學在元代的發展呈現出較明顯的南北差異。大致來說，北學尚道德
踐履，南學精於義理考辨。最早將朱子學傳到北方的是趙復，許衡就是趙復
的弟子，北學以許衡爲代表，南學以吳澄爲代表。此時朱陸合流的趨勢更加
明顯，這在吳澄身上就表現得非常明顯。吳澄一方面堅持朱子學立場，試圖
對朱子學的經注體系進行補充，另一方面也吸收陸九淵的心學思想，在心
性修養理論方面具有一定的心學傾向。
(3)明代朱子學
整個明代依然將朱子學定爲科舉標準，是爲官學。就明代學術思想的
發展軌跡，明代朱子學大概可以分爲前期與中後期兩個階段。雖然與宋元朱
子學相比，明初朱子學派的師承線索不是特別明晰，但此時朱子學依然是學
術的主流，著名朱子學者有曹端、薛瑄、吳與弼、胡居仁等。他們在南北學
風相互激蕩的格局下，在尊崇朱子學的前提下所關注問題側重點有不同，但
都對朱子學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體認和闡發，圍繞太極動靜、理氣先後與心性
修養等問題對朱子學進行修正和突破，在朱子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總
體來說，“一是重視實然宇宙論探討，強調實然之‘氣’，凸顯下學的躬行踐履
工夫，發展成爲明代氣學；二是重視主體心性的探討，凸顯‘心’的本體地
位，表現爲上達工夫，形成了新的學術取向，發展成爲明代心學”。9 也就是
說，此時是朱子學發展史上第二個興盛期，也是朱子學向“陽明心學”轉型的
過渡階段，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明中後期陽明學逐漸風靡天下，多數精英
知識分子紛紛成爲陽明學者，朱子學式微。“明代中期以後，朱子學在中國
再未出現有生命力的哲學家，雖然朱子學從明代到清代仍然維持著正統學
術地位，但作爲有生命力的哲學形態在中國已經日趨沒落｡”10 此時在朱子
學史上的重要學者，即被視爲“朱學後勁”的羅欽順，“他在面對當時風靡天
下的心學思潮，通過自身數十年的努力，從內外兩方面著手，在朱子學的立
9
10

郭鋒航，《明初朱子學研究》，頁1。
陳來，〈中韓朱子學比較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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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力圖進一步完善朱子學體系。從朱學內部來看，羅欽順在繼承之前朱
子學者立場的基礎上，圍繞朱學思想義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如理氣爲二物、
察識涵養何者爲先等，力圖多方面深刻且細致地消解朱學的內在矛盾，實
現朱子學體系的內在邏輯一致性，這既表現在對朱熹學問思想的質疑上，
也表現在對朱子後學的品評上；從朱學外部來看，他積極批判並揭示心
學、佛學等異端，極力維護朱子學的儒學正統地位。也就是說，他的學術努
力旨在通過消除朱子學命題體系的內在矛盾和判別異端之學，建立一個內
部融貫的理學命題體系｡”11 可惜的是，羅欽順對朱子學的這種詮釋在中國
朱子學史上並未受到重視與進一步深入展開，相反卻得到韓國性理學者的
強烈關注與討論，成爲韓國性理學論爭當中的重要中國資源。此外，朱子學
者還通過辯駁陽明的“朱陸早同晚異”論批判陽明學，申明朱子學立場，如
陳建等。
(4)清代朱子學
明亡後，當時知識分子多認爲動搖了明朝幾百年根基的禍首就是陽明
心學，清初學術界幾乎全力在檢討陽明心學，一時間，經世致用成爲學者的
治學宗旨，崇實黜虛成爲學者追求的目標。清初學界一反陸王、尤其是王學
末流空虛之弊，風習崇實，出現了由王返朱的跡象。顧炎武、陸隴其等人的
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這種跡象。朱子學依然成爲清代的官學，重要的朱
子學家還有陸世儀、李光地、張履祥、李顒、張伯行等。就朱子學義理本身
來說，此時學者的朱學立場有所弱化，如李光地雖主程朱，但對程朱理學和
陸王心學持比較客觀、公允的態度。另外，清代朱子學對朱子小學特別重
視，如張伯行等人。此時可以被視爲朱子學的第三個興盛期。但是就清代整
個學術界來說，對朱學的批評自清開國以來一直不斷。再加上此時朱子學者
多沉迷於廟堂，其中一些學者虛偽喜黨爭，使得不斷強化思想控制的清代統
治者在意識形態方面保留朱子學統治地位的同時，亦厭棄了朱子學，轉而倡
導經學，漢學應運遂成顯學。其間，雖然朱子學者也曾抗爭，但終究挽救不
了頹運。隨著學術形態逐漸轉向漢學以及今文經學的興起，在清代中後期，
朱子學的理論研究更爲沉寂。朱子學由榮而衰的命運，可以說就是清代政治
的一個縮影，是歷史的必然。因此，清代朱子學對朱子學本身並沒有帶來多
少變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朱子學並沒有開出多少新局面。

2、中國朱子學的義理展開
就中國朱子學來說，自朱熹及門人共同創立朱子學之後，南宋末、
元、明、清均出現了不少朱子學者。中國朱子學自南宋末年成爲科舉考試標
準開始，元、明、清均獨據科場，於是我們常稱之爲官學。但此一官學的概
11

鄧慶平，〈歸於至一 ——論羅欽順完善朱學體系的努力〉，頁43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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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與韓國朱子學的官學地位存有差異，無論是對社會的控制面，還是對學
術思想的控制力，中國朱子學都要弱於同期的韓國。就思想發展來說，中國
朱子學長期處於朱陸合流的整體趨勢當中，本源朱子學重視注釋經典的經
學研究方式自南宋末期之後逐漸式微，心性修養實踐成爲朱子學者努力的
重心，在朱子學義理詮釋方面的推進也多是基於此一工夫實踐，故而對朱
子學當中的心性修養理論有所強調。在朱學義理詮釋方面，元明清朱子學
者就太極能否動靜、理氣爲二物還是一物、理氣有無先後等問題，對朱子學
當中存在的不同講法有所討論。但整體上來看，其討論的深入程度遠不及
同期的韓國性理學，其主體依然是停留在朱子學本身的討論範圍，雖然略
有向心學、氣學偏出的趨向，但並未貫徹到底。具體如：元吳澄一方面完
善朱子經注體系，另一方面通過對心的強調推進朱陸合流；明代早期吳與
弼、胡居仁、曹端、薛瑄等朱子學者多注重心性道德的日常踐履，並對太極
動靜、理氣聚散與先後等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然而“有明學術，從前習熟
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
耳。高忠憲云：‘薛敬軒、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12 胡居仁“思想屬
於程朱一系，廣泛論說了程朱理學的主要問題，尤其對理氣、心理、主敬、
窮理、仁體等問題的論說，有某些獨到的見解。當然，對於這些問題所作討
論的深度和廣度，未必都能夠與程朱相並列｡”13 曹端其學以躬行實踐爲
務，而以存養性理爲大端，在太極之動靜、理氣聚散等問題上有所推進。在
明中期雖然羅欽順對朱子學的理氣二元、人心道心等有所批判，特別強調
理氣一物與氣的本原地位，對朱子學有所推進，但此時整個社會的學術思
想主流轉向陽明心學，羅欽順的這些思想並未受到其他學者重視。明末清
初由於對陽明學的批判而爲朱子學的復興提供契機，但由於政治與學術思
想自身的原因，清代科舉雖然以朱子學爲標準，但清代學術重心在回歸漢
學，而非朱子學，故清初朱子學者除在朱子小學方面有所重視之外，義理討
論並未出現較大進展。

3、韓國朱子學的發展歷史
由於韓國朱子學的主體在朝鮮時代，這裏可以借鑒的是關於朝鮮時代
儒學的分期。如韓國學者玄相允在《朝鮮儒學史》中分爲：李朝初期的儒
學，至治主義的儒學，性理學爲中心的儒學，禮學爲中心的儒學，黨爭時代
的儒學，陽明學的流入及其排斥爲主題的儒學，經濟學派的出現、湖洛學派
的分裂、以性理學的再生爲點綴的儒學。這裏基於各個時代的主要學術亮
點來分期，其中不全是朱子學。此外還有韓國學者李丙燾在《韓國儒學史
略》將朝鮮時代儒學分爲三期：第一期過渡期儒學，第二期士禍期儒學，第
12
13

黃宗羲，《明儒學案》，頁179。
楊柱才，〈胡敬齋思想研究〉，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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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學派及黨派分裂時代之儒學。這裏突出的是政治環境與學術思想的緊
密關聯，學術思想本身的發展邏輯並不清楚。中國學者也主要是在儒學史
的體系中對韓國朱子學的發展進行分期。李甦平在《韓國儒學史》中有關朱
子學的發展歷史是放在第二章高麗儒學、第三章朝鮮前期儒學、第四章朝
鮮後期儒學與第五章近代儒學當中，以一般的王朝更替與歷史發展爲標
準。林月惠對韓國朱子學的發展歷史有過專門敘述。我們認爲韓國朱子學
的發展歷史包括以下發展階段：
(1)傳入與初步消化理解時期(麗末鮮初，約14-15世紀)
這裏指高麗末期朱子學首次傳入朝鮮半島，並迅速占據學術與政治上
的主導地位。其中既包括典籍傳入、人才培養，也包括制度重建、崇儒斥
佛。比較重要的事件有1290年安珦(1243-1306)從元都帶回《朱子全書》，後
有白頤正(1260-1340)、權溥(1262-1346)、李齊賢(1287-1367)、李穡
(1328-1396)、金九容(1337-1392)、鄭夢周(11337-1392)、李崇仁
(1347-1392)以及朝鮮初期李穡的門人鄭道傳(1342-1398)、權近
(1352-1409)、吉再(1353-1419)等重要人物；在制度方面，1367年在李穡
的建議下，高麗於1367年始行科舉，朱子學正式成爲官學，鄭道傳支持李成
桂爲王，成爲朝鮮王朝的第一功臣，全盤設計朝鮮建國的所有體制，確立以
儒教治國與排斥佛教的理念，自此朱子學在朝鮮成爲官學，在知識分子階
層影響越來大。
(2)義理詮釋走向成熟時期(16世紀)
經歷前期的消化吸收，朝鮮學者對朱子學的理論研究走向深入，韓國
朱子學逐漸形成自己特有的問題體系，在義理詮釋上出現深化與分化。從
徐敬德(號花潭，1489-1546)開“氣論”之先，李彥迪(號晦齋，1491-1553)與
孫叔暾(號忘齋)、曹漢輔(號忘機堂)有無極太極之論辯，開韓國朱子學義
理論爭之先河，到李滉(號退溪、陶翁，1501-1570)與李珥(號栗谷、石潭、
愚齋，1536-1584)這兩個朝鮮朱子學代表性人物出現後，圍繞四端七情、
理氣動靜等論爭，陸續出現了一大批思辨水平極高的朱子學者。朝鮮性理
學可以說在朱子學核心義理的詮釋方面，不僅努力窮盡本源朱子學的諸多
邏輯可能，其辨析精微也遠超出同時明朝朱子學者，標志著韓國朱子學理
論走向成熟。無論是朱子學的理論研究興趣，還是取得的理論成就，都堪稱
本源朱子學之後的第二個高峰。
(3)以禮學爲核心的朱子學全面社會化時期(17世紀)
我們知道，儒學一直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在朱子學當中，最能體現其
實踐性的有兩個方面，一個偏重個人德性成就的工夫論，另一個是偏重社
會秩序建設的禮學。韓國朱子學在義理詮釋上獲得充分展開的同時，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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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當中的禮學資源也得到士人的充分重視，相繼出現一批研究朱子禮學的
名家，其中以金長生(號沙溪，1548-1631，著有《家禮輯覽》與《喪禮備要》)
與鄭逑(號寒岡，1543-1620，著有《五先生禮說分類》)爲代表。而且，這一
時期，以《朱子家禮》爲核心，借助作爲朱子學信徒的兩班逐步在地化趨
勢，朱子學當中的禮學資源不僅流行於士大夫階層，在普通韓國人的日常
生活方面(冠、婚、喪、祭)也逐漸得到忠實而全面落實，韓國逐漸成爲禮儀
之邦。也許從義理詮釋上說，“韓國的儒學家對中國儒學的‘禮儀’體系僅僅
是原封不動的吸收和再現，並沒有形成具有韓國特色的內容”,14 但正是這
種面向社會各階層的禮學化，朱子學真正成爲高麗以來塑造韓民族的行爲
方式、生活方式與民族性格的最重要文化資源，影響至今。
(4)衛正斥邪時期(18-19世紀)
經過朱子學學者長期論爭，朱子學的義理詮釋漸至高峰；經過以身體
道階層的社會推廣，朱子學中的禮學社會化得到全面落實，這兩個方面的
發展都可以說是朱子學本身的理論本性所致。此後18、19世紀韓國朱子學
的發展是在與其他異端的鬥爭中被推動。這裏的異端不僅有傳統的佛教，
也有朝鮮前期一直被壓抑批判的“陽明學”，還有受清代實證學風影響的“實
學”和來自西方的科學技術與天主教，這些思潮的存在自然直接與一直作爲
正統的朱子學產生衝突，因此，這個時期的韓國朱子學主要表現爲衛正斥
邪。例如李恒老(號華西，1792-1868)以朱子理氣論爲基礎對天主教的天主
觀念進行批判，認爲朱子學以理爲主，而天主教的天主以氣爲主。這在理論
的嚴密性上是不夠的。正如有學者認爲，在理論創造性上，可以說韓國朱子
學發展至此，已是強弩之末，反映的只是朱子學爲應對當時的時代狀況與
要求而做出自我防禦的痛苦掙扎。15 此時韓國朱子學逐步走向衰微。

4、韓國朱子學的義理展開
韓國朱子學的橫向展開是指韓國朱子學在義理上對本源朱子學的邏輯
推進，也是韓國朱子學的理論貢獻。朝鮮性理學家以異常認真嚴謹的學術
態度對待朱子學，因此無論是朱子學文獻考辨，還是義理詮釋都非常出
色，特別是學者之間的往復論辯，最終形成了韓國朱子學內部的多元格
局。重要的哲學論辯主要有：太極論爭、主理主氣論爭、四七理氣論爭、人
心道心論爭、人物性同異論爭、心說論爭。這些論爭主要集中在理氣心性論
方面，屬於朱子學本體論範疇，哲學的思辨性極強，一直是朝鮮性理學的核
心主題，歷代朝鮮精英知識分子幾乎都卷入其中而成爲性理學家，他們對
朱子學本體論的邏輯可能性，殫精竭思，辨析入微，形成典型的哲學論爭，
14
15

李相益，〈中國儒學的韓國收容與開展〉，頁745。
崔根德，《韓國儒學思想研究》，頁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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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復論辯，留下了異常豐富的書信文集，其呈現的思辨圖景令人歎爲觀
止。其哲學思辨水平遠超出同一時期的中國朱子學者，以致有學者認爲朱
子學的重心已經轉向朝鮮半島。16 而這種轉向與其說是朱子學自身邏輯展
開的結果，還不如說是朱子學在韓國實現本土化的結果。
這些論爭都是在朱子學的論域展開，都是以回歸朱子本意爲宗旨。而
這些之所以能夠成爲哲學論爭的議題，其原因不僅僅在於韓國學者對於朱
子學的理解與解釋水平問題，更在於朱子學乃是朱熹與其五百餘弟子共同
創立，時間長達六七十年,17 留下的著述異常豐富，因而在言說與義理本身
存在一些內在不能自洽的地方，這些地方經過反覆的論爭逐漸被彰顯出
來，形成如在本體論意義上的主理與主氣兩大派，這種彰顯成爲韓國性理
學所取得的主要理論成就。
簡單地講，帶著官學身份的朱子學進入韓國後，順應麗末鮮初排斥佛
教重建國家制度文明的需求，迅速得到上層知識分子的認同與接受，在朝
鮮王朝五百餘年的歷史發展過程當中一直居於主流與正統的獨尊地位，知
識分子一方面在義理詮釋上以論爭的形式深化與彰顯朱子學的內在邏輯可
能，取得了朱子學創立後的最主要理論成就，另一方面積極向社會底層民
眾全面推廣與落實朱子學圍繞日常生活方式的禮學文化，全面塑造韓民族
的生活方式與民族性格，使得朱子學真正實現韓國化，韓國朱子學也成爲
韓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
另外，中韓朱子學在各自發展過程中存在交流互動，這種交流互動在
長期歷史中是以中國向韓國輸入爲主。因此，韓國朱子學在發展過程中存在
一個受中國朱子學發展所影響的問題，如羅欽順在韓國性理學論爭中所引
起的熱烈反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韓國性理學經過五百餘年的充分論
辯，其取得的朱子學研究成果達到了極高的水平，與現代哲學研究視野下的
中國朱子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值得現代中國朱子學研究者重視。“總的
說來，朝鮮朝時代的朱子學家，如李退溪、李栗谷，對朱子有深刻的理解，
對朱子哲學的某些矛盾有深入的認識，並提出了進一步解決的積極方法，揭
示出某些在朱子哲學中隱含的、未得到充分發展的邏輯環節｡”18 就中國朱
子學來說，朱子學內部隱含的未得到充分發展的邏輯環節，一直到20世紀，
現代學術研究興起後，借鑒於西方哲學研究的範式，方才將之充分展現出
來。這當中最重要者如牟宗三等。牟宗三借鑒康德等西方哲學思想資源，對
朱子學進行了細致入微的分析，揭示出朱子哲學理氣二元論結構，並提出朱
子之理只存有而不運動的結論。這樣的辨析與理解在朝鮮性理學者的辨析
16
17

18

陳來，〈中韓朱子學比較研究的意義〉。
這個講法主要基於朱子學派的形成過程得出的，參考了朱熹開始授徒與其門人離世時間而
定，即自朱熹20歲開始授徒，至朱熹主要門人大約在朱熹71歲去世後的二十年左右也多已
離世。
陳來，〈中韓朱子學比較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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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早有類似的觀點，如四端七情的討論中，退溪認爲：“四端乃理發而氣
隨之，七情乃氣發而理乘之”，而栗谷則認爲理不能動，四端七情均爲“氣
發”，其反覆論辯所達到的水平與現代哲學研究視野下的朱子學研究大家有
許多共通之處，因此，牟宗三的弟子楊祖漢就認爲：“栗谷對朱子學的理
解，與中國當代牟宗三對朱子哲學的論釋，大體上是一致的｡”19 韓國朱子學
的這些義理辨析成就，在今後的中國朱子學研究當中值得充分借鑒。
綜上所述，中國朱子學發展模式可以歸結爲多元思想資源並存格局當
中的“三起三落”。朱熹及其門人是朱子學的創立時期，是第一起；隨後到
元代朱子學定爲科舉考試標準時期，這一時期朱子學理論成果不大，是爲
一落；此後明早中期陽明學出現之前，是朱子學發展的第二個起；此後隨
著陽明學的興盛，朱子學進入第二個低落時期；明末清初，隨著陽明後學
的被批判，朱子學伴隨著漢學的復興而逐漸回到思想界主流正統地位，是
爲朱子學發展的第三起；清代中後期漢學的重興意味著朱子學的第三落。
韓國朱子學的發展模式爲單一思想資源當中的“一起一落”。所謂一起是指
傳入朝鮮半島之後，韓國學者在推尊朱熹的前提下，一方面從理論上深入
辨析朱子學相關概念與命題，在性理學內部形成不斷論辯的不同學派；一
方面則將朱子禮學向民間社會進一步推廣與落實，重塑韓民族的日常生活
方式。所謂一落是指近代以來包括佛學、陽明學與西方文化等異端衝擊
下，韓國朱子學的逐漸衰微與轉型。

四、兩種發展模式的比較分析
任何一種學術思想傳統，都是在特定社會歷史與學術思想環境當中產
生與發展，由某一特定群體推動與落實，並取得特定理論成果，具有特定理
論立場，並對社會歷史發揮特定影響的學術思想史現象。爲了深入理解中
韓朱子學的不同發展歷程，更好理解中韓朱子學的這兩個不同發展模式，
我們不僅需要在朱子學領域內描述朱子學在中韓分別展開演化的過程，更
需要綜合各自政治環境、學術思想背景、以身體道的推動力量、學術思想成
果以及學派立場等方面一一進行分析。

1、從朱子學所處的政治環境來說：
朱子學的產生與發展都受到當時政治社會狀況的影響。中國朱子學自
12世紀後期形成以來，歷經宋元、元明以及明清之間的朝代更替以及一系列
政治環境的劇烈變革，再加上商品經濟的新發展，朱子學的發展呈現一些特
19

楊祖漢，〈李栗谷對朱子哲學的詮釋〉，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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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朝代特色。而韓國朱子學自高麗末期傳入之後，其主要的發展都處於朝
鮮王朝時期，沒有大的改朝換代，政治環境雖也有變化如士禍、黨爭乃至倭
亂等，但總體上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變化不大，比如李氏王朝以兩班爲首
的、包括中人、平民與賤民四個界限清晰的階層爲主的社會階層結構與身份
等級制度一直非常嚴苛，官職制度基本上都遵循1469年所頒布的《經國大
典》的規定，因此，相對於中國朱子學來說，韓國朱子學所處的社會結構與
政治環境在整個朝鮮王朝時期基本未變，相對穩定單一。這種嚴苛的社會階
層結構和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與講求等級名分的朱子學一經接觸便日益
緊密結合，逐漸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展現出良性而深入的長期互動。

2、就朱子學發展的學術思想環境來說：
其所面臨的其他學術思想資源的複雜程度對朱子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影
響。中國朱子學自形成之初，從儒學內部來說，就處於與張栻的湖湘學、陸
九淵的江西之學、呂祖謙的浙東之學、陳亮與葉適的事功學派等學派的長
期互動之中，從儒學之外來說，就處於儒釋道長期以來的三教衝突與合流
的進程之中，這是中國朱子學生長的起點。到元代，一方面沿續著儒釋道的
三教合流，另一方面朱子學又處於朱陸和會、理學心學互動的進程中，這一
格局大體上一直伴隨此後朱子學的存在與發展；朱子學內在的潛在矛盾沒
有得到充分彰顯，反而形成一種根源於學派間互動而導致其生命力逐漸衰
退的發展模式，具體表現爲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相互興替乃至宋學漢學相
互興替的發展模式。這樣的結果便是，朱子學雖然一直作爲科舉的標準，但
其在學術思想領域並非一直居於絕對的主流。對於韓國朱子學來說，朱子
學進入韓國時正是朱子學在中國被定爲官學的元朝，到明代，朱子學也被
定爲官學，在慕華與事大心理的推動下，朱子學進入到韓國後就扮演著排
斥佛教的功能，並逐漸獲得文化與思想正統的地位，而且陸王心學始終在
韓國受到批判與排擠，遠不能構成朱子學的對立面，朱子學在五百多年的
歷史上居於獨尊的地位。因此朱子學在韓國的發展，就走上一條在義理上
圍繞特定論題而促使朱子學本身的潛在矛盾逐漸顯現化、在社會實踐上圍
繞《朱子家禮》而逐步實現朱子學的禮學化社會實踐的發展模式，這樣的結
果便是朱子學在韓國社會居於絕對的主流。

3、就朱子學的以身體道階層來說：
這一階層的成員穩定性、影響力以及生活方式等對朱子學的發展具有
直接影響。在宋末以後，具有明確師生傳承線索的朱子學派逐漸衰微，再加
上朝代更替與政治環境變化等影響，作爲朱子學文化的承載者，士大夫階
層的流動性很大，朱子學的存在與維繫更多的是依賴於作爲個體的接受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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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學影響的知識分子。這些朱子學者既有位居高位的上層士大夫，也有民
間的知識分子，除了元代與明代早期之外，朱子學者之間的相互學術聯繫
不多，較少以學派的形式活躍於當時的學術思想界。在韓國，長期存在的兩
班(凡有資格仕官身份者，都被列入“兩班”之列)是朱子學的忠實信徒。他
們是專業的讀書人，是朱子學的以身體道階層，是朱子學穩定的繼承者、主
導者、傳播者。在朝鮮嚴格的身份制度下，這個朝鮮社會的統治階層具有成
員穩定、社會影響力強的特點，他們以科舉考試作爲目標，都接受朱子學的
影響，這使得兩班身份除了最初的政治身份外，後來逐漸具有更多的文化
內涵；由於後來分化爲在京與在地兩類，故上可達王即社會最高層，下可
至奴僕即社會最底層，社會影響面極廣,20 其中在地兩班人數居多，以家族
聚居的形式居住穩定21；同時由於出仕機會較少,22 使得他們大多數人在仕
途之外的讀書講學、心性修養、社會教化等方面實現自我價值，這既促進朱
子學義理論爭深化，又推動朱子學的社會落實，最終加強了朱子學對社會
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面控制，通過推廣《朱子家禮》等對社會各階層生
活方式實現全面培養與塑造。

4、從學術思想立場的堅定與忠誠性來看：
由於中國朱子學一直處於學派互動當中，對一般讀書人來說，往往面
對多種學術思想資源，例如宋明理學家多有出入佛老的經歷，即便是重視
心性修養也易滑向注重主體性的心學。知識分子的朱子學立場在明中期以
後更加弱化，這也是後來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不斷變換的重要原因。相反
在韓國，由於身份等級觀念，朱子學之外的學術思想很難構成對朱子學的
衝擊，佛教受到排擠，道教幾乎沒有，故知識分子面對的學術思想資源比較
單一，自幼接觸朱子學之後，接觸其他學術思想的機會不多。他們的朱子學
立場異常堅定與忠誠，故對陽明心學的批評與拒斥更嚴厲，朱子小學與家
禮的社會落實更徹底且更緊密。

20

21

22

據現存首爾大學奎章閣所藏中的慶尚道大邱的戶籍大賬對人口的記載，1609年大邱的總人
口爲13913人，其中兩班爲1027人(7.4%)，兩班的奴婢爲5992人(43.1%)，常民爲
6894(49.5%)人，可見兩班的直接影響面就超過人口一半以上。潘暢和、何方，〈論古代朝
鮮的“兩班”及其文化特點〉，頁4。
兩班在地化的過程中形成了在地兩班的世居地。這些世居地大部分由同族集居而成。這種
同族集居而成的同族聚居地，在16世紀的朝鮮農村迅速興起並廣泛、長期存在。日本在朝
鮮的總督府於1930年出於殖民統治的需要，調查了朝鮮最著名的1685個兩班同族聚居地的
形成時間，結果表明12.3%在500年以上，38.8%在500-300年之間，20.8%在300-100年之
間，1.4%不到百年，27.296%時間不明，而且這些同族聚居地在1431-1630年間形成的居
多。這就是說，在地兩班的形成過程同時也是他們的世居地的同族聚居地形成的過程。潘
暢和、何方，〈論古代朝鮮的“兩班”及其文化特點〉，頁3。
朝鮮是比中國和日本官吏少得驚人的國家，朝鮮王朝末期，除京城以外，統治朝鮮八道的
官吏還不到一千。潘暢和、何方，〈論古代朝鮮的“兩班”及其文化特點〉，頁4。

鄧慶平 / 中韓朱子學發展模式的比較

147

5、從學術思想成就來說：
正如上面所提4的，自15、16世紀，韓國朱子學經過長期集中而深入的
反覆論爭，其在朱子學義理詮釋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就，而相應的同
期中國朱子學在義理詮釋方面則突破不多，相對比較貧乏。

6、就朱子學的社會影響來說：
朱子學在中國經歷了一個由南向北的流傳，同時也經歷了由私學向官
學的地位上升，但此官學主要體現於科舉考試當中；與此同時，另一方面
也存在一個由知識分子向民間推廣落實的過程，但此推廣與落實主要是朱
子學義理而非禮學，且一直未能成爲所有社會成員的專一信仰。在韓國，朱
子學作爲一種當時最先進的思想文化，在對抗韓國佛教等異端的同時，也
自一傳入就受上層知識分子的認可、接受以及逐漸消化，不僅作爲科舉的
標準，還居於學術思想的正統主流，而且同時以禮學化的形式不斷向民間
拓展與落實，具體參與韓民眾生活樣式與民族性格的塑造過程，成爲韓國
文化傳統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以上分析告訴我們，中韓朱子學的不同發展模式體現在不同環境(包
括社會政治環境與學術思想環境兩方面)、主體、思想格局、理論成果以及
社會影響等多方面。

五、結論
總的來說，歷經朝代更替的中國朱子學長期處於多種學術思想流派的
互動當中，自朱子與其門人創立朱子學之後，朱子學創立時期的經學研究
模式逐漸衰微，朱子後學的主要任務轉變爲一方面是以個體道德實踐的形
式踐行朱子學，另一方面是受到其他學派影響的情況下積極理解與捍衛朱
子學的立場，對於朱子學義理的內部矛盾有所涉及但未能深入，對朱子學
的邊界有所突破但並未走遠，對於朱子禮學的社會落實一直不能全面實
現。這構成本源朱子學之後元明清朱子學的基本存在與發展模式。而對於
韓國朱子學來說，長期處於相對統一穩定的政治環境之中，在相對持續穩
定的兩班階層的推動下，朱子學獲得絕對獨尊的地位，故其走上的是一條
一方面朱子學義理的內在矛盾以反覆論爭的形式逐漸顯現，另一方面以
《朱子家禮》爲核心向社會全面落實的發展道路。在尊重“他者”差異性的前
提下，通過比較的視野詳細剖析“他者”，進而確定中韓朱子學的不同發展
模式，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朱子學本身，對思考中國儒學的未來命運也
將具有一定啟發。當然，無論是就中文學界還是我個人而言，中韓朱子學比
較研究都是一個有待深入的領域。
■ 投稿日：2017.05.28 / 審查日：2017.06.05-2017.06.21 / 刊載決定日：2017.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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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Zhuzixue in China and Korea
DENG Qingping

Abstract
In regard to Zhuzixue 朱子學 (Study of Master Zhu)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there
are two mai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one i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Zhuzixue
developed in Korea and Zhuzixue formulated by Zhu Xi and his disciples. The other
i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Zhuzixue in Korea and China during the same time period.
These two kinds of comparison are conducive to examining how Zhuzixue showed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terns during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f
China. In addition, these comparisons can elucidate how Zhuzixue evolved in Korea
from its introduction to the fall of the Joseon Dynas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Zhuzixue in China and Korea follow different paths: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ups and downs in multilateral academic streams while Korea has
experienced one up and down in a unilateral academic stream. 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clearly explained only when we consider the two nations’ differences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political environment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Keywords: Zhuzixue, Zhuzixue in China, Zhuzixue in Korea, three ups and downs,
one up and down, development pattern, comparative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