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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朝鮮李氏王朝（1392-1910） 
《易》學研究∗ 

賴貴三∗∗ 

【提要】 

  筆者自 2007 至 2009 年籌創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因緣接

觸日、韓漢學者，遂開始關注兩國學者對於《易》學研究的文獻與成果，積

蓄了基本的材料。自 2011 年 9 月至 2012 年 8 月，客座講學於首爾「韓國外

國語大學校中國學部」，得與韓國漢學者認識交流，並參觀成均館大學校「尊

經閣」、首爾國立大學「奎章閣」與安東「韓國國學振興院」等重要典藏機

構。此外，透過學習韓國語文與閱讀相關書籍，逐漸瞭解韓國歷史文化與宋

明理學思想的發展脈絡。因此，本文以成均館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於

1996 年複印原典出版之《韓國經學資料集成》第七、八輯《易經》，總 37

大冊為研究文本，此套集成搜羅現存朝鮮李氏王朝（1392-1910）儒者對於《周

易》研究的傳世成果，筆者欲藉以奠定深入探討的基礎，復與京畿道翰林大

學泰東研究所嚴連錫教授商論後，將此 37 冊《易》學論述，依其性質概分為

三類，以利檢索：一、朱子《易》學類；二、義理《易》學類；三、象數《易》

學類。要之，本文主要探討朝鮮李氏王朝《易》學的淵源流傳，並進行整體

的文獻分類，也詳細介紹現今中、韓《易》學學術交流情形，既能使學界瞭

                                                 
∗  本文原以〈韓國朝鮮李氏王朝（1392-1910）《易》學綜論〉宣讀於 2012 年 11 月 10-11 日（星期六、日），東

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第三屆漢學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經送審通過後，爰依審查意見修訂篇題

及增補部分內容，謹此說明並致謝意。 
∗∗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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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韓國歷代《易》學研究發展的史略，同時也指引學者未來研究的途徑，具

有相當的學術意義與貢獻。 

 

 
關鍵詞：朝鮮李朝 韓國《易》學 《韓國經學資料集成》 朱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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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筆者自 2007 年 3 月起，擔任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籌備

處主任起，即密切注意海外漢學的研究情況與發展態勢；而自 2007 年 8 月 1

日起，「國際漢學研究所」正式創立，筆者應聘為首任所長，創業維艱，倍覺

壓力沈重，積極擘畫教學與研究發展基礎，奠定師生良好的提昇進步條件，經

過多年耕耘漸入佳境，自 2011 年 8 月起與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系所合一，整

併為東亞學系。因此機緣，筆者在國際學術交流的風潮與需要上，遂與韓國漢

學者頗有來往，埋下研究韓國《易》學的種子，此是本文撰述的背景之一。  
  此外，自 2011 年 9 月 1 日起至 2012 年 8 月 31 日止，筆者應聘為韓國外

國語大學中國學部客座教授一年，因地緣之便，更加密切接觸韓國儒學、中國

學與《易》學者，如韓國外國語大學校金賢珠教授、朴載雨教授、朴興洙教授、

姜真碩教授，高麗大學校崔溶澈教授、金彥鍾教授，成均館大學校李浚植教授、

李昤昊教授，中央大學校梁承武教授、李康範教授，淑明女子大學校朴成勳教

授、車美京教授、李昭東教授、申旻也教授，韓神大學校曹又松教授、張貞海

教授，翰林大學校泰東研究所嚴連錫教授，公州大學校金演宰教授  、文鐘

鳴教授、周郁華教授，嶺南大學校鄭炳碩教授，啟明大學校諸海星教授，江原

大學校南相鎬教授、李妍周教授，江陵原州大學校金白鉉教授，安東大學崔炳

圭教授，安東韓國國學振興院朴璟煥教授，首爾大學校哲學研究所博士班李海

任、楊衛磊，成均館大學校儒學研究所博士班林琳……等，經由一年來的學術

交流與參訪，筆者因此大致瞭解韓國傳統及當代學者的研究梗概，並透過師友

協助獲得許多寶貴的學術文獻資訊，此為本文撰述的背景之二。  

  經筆者檢索考察發現，海內外學者對於韓國儒學研究成果頗為豐碩，但相

對於《易》學研究成果則相對較少，仍有許多探討研究的可能空間；尤其，韓

國朝鮮李氏王朝（1392-1910）重要經學傳世文獻，幾乎都已搜羅完備於成均

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匯編出版之《韓國經學資料集成》叢書  ，其中第

                                                 
   金演宰教授出版《宋明理學和心學派的易學與道德形上學》（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年 3 月第 1 版），

此書係在朱伯崑（1923-2007）教授指導之下，深造於北京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之學位論文。 
   案：據該叢書〈刊行辭〉曰：「本校（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於一九八八年，刊行《韓國經學資料

集成》。第一輯為《大學》、《中庸》篇，第二輯為《論語》篇，第三輯為《孟子》篇，總四四一項，《四書》

四十八冊。五經部分則為第四輯、第五輯《書經》篇上下，總一一○項二十二冊；第六輯為《詩經》篇，總七

十四項十六冊。」《韓國經學資料集成》，臺灣已有典藏，成均館大學校也將此套集成數位化，詳參「韓國經

學資料集成電子檢索」網址：http://koco.skk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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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輯《易經》有關《易》學者，計有總 37 大冊，或為手稿或為刊本，且

都以傳統漢文書寫，閱讀研究毫無問題，因此激發筆者強烈的研究動機，此為

本文撰述的背景之三。 

  《易》學廣博精深，中韓學者每有多元的研究進路與詮釋觀點，值得考察

其中歷史發展的脈絡  。因此，筆者透過《韓國經學資料集成‧易經卷》兩

輯，就其所收錄有關朝鮮李氏王朝各時代、區域、學者及其觀點、論題與思

想……等等各方面，首先綜合探討《易》學資料集成的整體文獻目錄內涵，作

為研究韓國《易》學的發展基礎，此是本文撰述的目的之一。  

  本文主要依據《韓國經學資料集成‧易經卷》兩輯為研究原典，其中各版

本多收藏於首爾國立大學奎章閣  、成均館大學尊經閣  、國立中央圖書館

以及韓國國學振興院……等重要典藏研究機構  ，筆者皆曾親自前往參觀瀏

覽，驚覺韓國尚有如此豐碩的漢學傳統典籍珍寶，除了具有深厚的歷史文獻典

藏價值外，還是非常值得開發其中潛德幽光的學術園地，此是筆者亟欲探索的

目的之二。 

  韓國朝鮮李氏王朝奉明正朔，以朱子儒學為學術主流，深受宋明理學影

響；明亡之後，初期與清廷若即若離，其後漸次交流，至正祖（1776-1800，

李祘，1752-1800）時期正逢清朝乾嘉盛世，海東燕行使者絡繹於途，朝鮮學

術遂深受清朝之霑溉影響，從而開創「實學」的新風氣。而自 19 世紀中葉之

後，朝鮮屢遭日本侵凌，並漸受日本維新政治影響，國家發展態勢正趨於鼎革

之際，故衡觀朝鮮李氏王朝近 520 年的歷史，時移勢遷，學術發展的脈絡也因

東亞國際局勢的消長而為之變化，若就韓國《易》學審視，適可與宋明理學與

清代樸學相互繫聯、彼此觀照，此是興發筆者撰述本文更為深層的學術目的之三。 

                                                 
   近代韓國民族主義史學的代表申采浩（1880-1936）曾說：「釋迦進至朝鮮，則不為朝鮮的釋迦卻成為釋迦的

朝鮮；孔子進至朝鮮，則不為朝鮮的孔子，卻成為孔子的朝鮮；任何主義進至朝鮮，則不為朝鮮的主義，卻成

為主義的朝鮮。因而僅存道德與主義的朝鮮，卻朝鮮的道德與主義則全無也。」詳參申采浩，〈浪客之新年漫

筆〉，《東亞日報》，1925 年 1 月 2 日。申采浩認為道德與主義都是出自利害，並不是出自是非。此利害關係

之標準，隨著時空之變遷而變，故並無絕對的普遍性質。但朝鮮每次都於利害關係之外尋求真理，正因如此朝

鮮的道德與主義出現嚴重的問題。 
   案：相關奎章閣的詳細歷史與介紹，可參看韓永愚，《奎章閣》（首爾：知識產業社，2008 年 8 月）。 
   案：成均館「尊經閣」收藏之古籍文獻的整理研究，請參看 Ho Kim，〈成均館大學校尊經閣所藏中國古籍文

校價值研究－集部古籍中心〉，《中國學報》，第 56 期，2007 年，頁 39-69。 
   案：韓國最為著名的儒學相關研究機構，有翰林大學校「泰東古典研究所」，此所為大學內保留傳統書院形式

的教育機構；「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此二院為收藏朝鮮王室古籍文獻的研究機構；

「韓國古典翻譯院」為漢籍文獻翻譯成韓文的研究機構，「韓國國學振興院」為專研儒學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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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易》學發展史略 

  本文主要先透過朝鮮時期《易》學研究文本的基礎全面梳理分析，再檢驗

朝鮮李朝（1392-1910）期間，朱子學被確立為朝鮮的正統思想之後，《易》

學研究才開始具有較嚴格的學術規範，而逐步創造出具有朝鮮民族特色的《易》

學思想，自 16 世紀遂發展出本土化的特色，其中尤以退溪李滉（1501-1570）

與栗谷李珥（1536-1584）最為大家。李滉本乎朱子學創立「理數之學」，並

進而以《易》學原理探討儒學中的理氣問題，提出「理優位說」，並用「太極」

解釋「理」的範疇；而李珥則以陰陽並立的《易》理提出「理氣兼發論」，以

對抗朝鮮朱子學的「理氣互發論」。此外，也將注意及於「實學派」，其中又

以李瀷（1682-1764）、慎后聃（1702-1761）與茶山丁若鏞（1762-1836）等貢

獻較大。至於，「古學派」則以尹鐫（1617-1680）為代表人物，尹氏治《易》

提倡漢儒古注，乾嘉吳派惠棟（1697-1758）尚在其時之後，可謂為惠棟研治

《易》漢學之先進，並提出「太極為氣」的命題，在朝鮮《易》學史上應居有

一定的引領地位。凡此，都是筆者數年之內進行朝鮮時期《易》學文獻探討時，

擬先觀照考察的研究對象、觀點與取向。有關韓國《易》學發展，以下就筆者

閱讀有關韓國文化史、儒學史與《易》學發展詮釋體系論著，略作歸納分項概

述，提供學者參考  ：  

（一）韓國青銅器與鐵器時代（約西元前 10 至前 1 世紀） 
  此時期流行占卜，主要是從灼烤獸類肩胛骨產生的裂紋，來判斷人事吉凶

（頗類殷商甲骨）。至於，比較複雜的占卜術，則是運用象徵太陽神的「明圖」

來進行，專職占卜官稱為「巫掌」（薩滿）  。 

                                                 
   案：楊宏聲，《本土與域外－超越的周易文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 年 7 月第 1 版），〈第

二章《易經》在朝鮮的傳播與朝鮮《易》學〉，頁 118-146，亦有十分詳盡的歷時性鋪敘，其分節如下：一、

《易經》東傳朝鮮的歷史概況。二、從古史傳說看《易》在古朝鮮的傳播（公元前 10 世紀至紀元前後）。三、

「三國」時期《易經》在朝鮮的傳播（紀元前後至公元 675 年）。四、《易經》與新羅、高麗兩朝的學術文化

（公元 675 年至 1392 年）。五、李朝：朝鮮傳統《易》學的形成與發展時期（公元 1392 年至 1910 年）。六、

本世紀以來的《易經》研究概況。以上各節內容，可與本文互相比較參照。 
   詳參金白鉉：〈神明文化序說〉，牟鍾鑒：〈宗教與神明文化〉，許抗生：〈道家的神明思想〉，彭毅：〈神

話與神明義涵－《莊子》神人與《楚辭》神仙思想〉，卿希泰、朱展炎：〈道教與神明文化〉，分別收錄於江

陵原州大學校哲學系金白鉉教授主編之《神明文化研究》（首爾：神明文化研究所），第一輯，2009 年 7 月，

頁 9-32、頁 33-46、頁 47-58、頁 59-88、頁 89-106。並可互參，白奚：〈《管子》中的精氣與神明理論〉，鄭

開：〈道家心性論視野中的「神明」〉，分別收錄於《神明文化研究》（首爾：神明文化研究所），第二輯，

2011 年 7 月，頁 30-39、頁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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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西漢到晉末（西元前 108 年至西元 316 年） 

  中國在朝鮮設立郡縣四百多年，經學《易》與占卜《易》學，都在朝鮮半

島逐漸產生廣泛影響。 

（三）朝鮮半島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時期（西元前後至西

元 675 年） 
  《易》學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影響，開始有了明確的歷史記載。西元 372

年，高句麗建立太學以教育子弟，包括《易經》在內的《五經》，以及《三史》

（《史記》、《漢書》、《後漢書》），成為基本的講習內容學科。高句麗晚

期，墓室壁畫題材以青龍、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為主，可視為漢代《易》學

宇宙觀在壁畫藝術上的反映。  

  百濟與中國有頻繁的海上交通，包括《易經》在內的中國典籍，很早就傳

到了百濟，並通過百濟而傳播到日本。近蕭古王時期（346-375），百濟《易》

學開始形成，朝廷經常派遣五經博士前往日本傳播學術，各種天文曆法、遁甲

方術之書，也隨之傳到日本。  

（四）新羅統一時期（675-935） 
  新 羅 借 助 唐 朝 的 力 量 ， 而 統 一 三 國 ， 唐 文 化 因 此 全 面 引 進 ， 孔 穎 達

（574-648）《周易正義》成為基本文本。西元 682 年，新羅仿唐制在首都慶

州建立國學，在「讀書三品科」中，《易經》屬特品考試科目。大量留學生被

派往唐朝，學成歸國者多從事政經文教事業，其中以崔致遠（孤雲，857-？）

最為著名，但卻受到唐朝道教相關丹學與圖讖風水的影響，撰有《周易參同契

十六條口訣》等道書，成為韓國道教的鼻祖。此外，薛聰（生卒年不詳）創造

「吏讀法」，「以方言讀九經，訓導後生」，為韓國《易》學的本土化奠立了

基礎。  

（五）高麗時期（918-1392） 

  高麗太祖王建（877-943）一生信奉圖讖風水之術，因此上行下效，以《易》

學為基礎的各類數術方技十分盛行。高麗朝的經學教育不僅有《易經》學習課

程，而且有陰陽術數課程，並在科舉中設「占卜」一門。 

  高麗末期，朱子學傳人，義理派的創始者圃隱鄭夢周（1337-1392），被

譽為韓國理學的振興之祖；鄭氏以《春秋》與《易經》為表裏，認為《易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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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春秋》的人倫義理提供了哲學基礎。其後，以三峯鄭道傳（1342-1398）

為首的勳舊派，則強調《易》學中的變化論，使「常」與「變」成為朝鮮思想

史上的重要範疇。而最具代表性的《易》學家則是可遠權近（1352-1409），

權氏的《入學圖說》、《周易淺見錄》為其重要《易》學著作，其基本特徵是

以《易》理來闡發儒佛的共通性。 

（六）朝鮮李朝時期（1392-1910） 

  由宋朝引入的朱子學，被確立為朝鮮的正統思想，此時教育空前興盛發

達，除了中央最高教育機構「成均館」太學外，全國府、牧、郡、縣都設有學

校－「鄉校」，官學之外並有私學，子弟接受嚴格的經學教育後，即可獲得

做官資格。朝廷規定諸生讀書，「常讀四書五經及諸史等書，不挾莊、老、佛

經、雜流百家子集等書，違者罰」。不過，在正科考試外，另設有雜科，包括

譯科、醫科、陰陽科及律科；其中，陰陽科包含天文學、風水地理學及命課學

三項，考試錄用者入觀象監供職。 

  朝 鮮王 朝 以 支 持 朱 子 性 理 學 為 國 家 政 策 ， 就 《 易 》 學 而 論 ， 大 王 世 宗

（1418-1450，李祹，1397-1450）於 1420 年置集賢殿，集合名儒二十人講《易》

論學，使《易》學一時大盛。16 世紀，出現了退溪李滉（1501-1570）與栗谷

李珥（1536-1584）等《易》學大家，朝鮮《易》學開始本土化。  

  在《易》學作為正統學術逐步發展的同時，以《易》學為基礎的各種圖讖、

秘記、術數等，也在民間廣為流傳，朝廷曾多次下令禁止，卻無濟於事，而這

些內容往往成為一些民間宗教的重要材料。崔致遠（已見前述）之後最重要的

道教人物悅卿金時習（1435-1493）可謂為韓國丹道學的中興之祖；金氏的丹

學思想以《周易參同契》為基礎，而綜合各家，不僅融會儒釋道三教，而且包

括天文、風水地理、醫藥、律呂、圖讖、卜筮等術數的運用。李朝後期，隨著

基督教的傳入，一些以傳統思想為基礎的新宗教開始產生，較著名的是「天道

教」，以太極、无極概念，融合儒釋道三教思想，在朝鮮宗教中占有一定地位。 

（七）朝鮮李朝後期迄今 
  19 世紀後期，朝鮮半島逐步遭受日本的侵略，並在 1910 年成為日本的殖

民地；其後，由於日本帝國與美國資本主義的沖擊，李氏王朝的經學教育逐步

解體，學術界對於《易經》與《易》學的研究逐漸中斷，《易》學傳統只在民

俗的層次，仍然對於朝鮮社會發揮著一定的影響力。二戰以後，朝鮮被分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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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北韓，大韓民國雖然把朝鮮李朝時期設計的太極八卦圖案，沿用在國旗上，

但是知識份子的興趣已轉向西學，經學與《易》學受到了忽視或輕視，因而衰

弱不振。  

  20 世紀 70 年代以後，隨著東亞在經濟上的成功，傳統學術又逐漸受到重

視，《易》學領域也呈現出新的局面，如金敬琢《周易中庸哲學》、柳正基《易

經新講》等《易》著均產生一定影響。而金忠烈（1931-2008）畢業於臺灣大

學與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在 60 年代中期以來，發表數十篇《易》學論文，

被推舉為「韓國《易經》學會」會長，致力於《易》學的教育、研究與推廣。 

  此外，池昌龍更重視《易》學中的術數內容及其現代運用，他在 1980 年

前後，創立「韓國《易》理學會」，連任會長，因他的倡議，1984 年該會與

「中華民國《易經》學會」在漢城（今改名首爾）舉行首屆國際《易》學大會，

開啟了《易》學在東亞復興的契機。1988 年，韓國又主辦了第五屆國際《易》

學大會，也是由池昌龍所主持。因此，在這種發展的態勢下，《易》學在韓國

逐步受到一些青年學者的重視，直至目前發展猶方興未艾  。  

三、韓國《易》學研究背景初探 

  筆者以為在既有韓國儒學研究的豐碩成果之下，可以擴展出經學研究的另一

新境；尤其，《易經》為五經之本、中華文化之源，更有深刻的文化道統薪傳的

重要性。目前韓國與海峽兩岸學者，對於韓國《易》學的研究成果雖然尚屬鳳毛

麟角，仍有許多擴展充實的可能性。韓國《易》學研究文獻既然如此充實完善，

相關專業學者更應該勤於研究，開張發皇其中菁華，以比較中韓《易》學思想。 
  《韓國經學資料集成‧易經卷》兩輯收羅文獻資料歷時數百年，橫跨整個

朝鮮李氏王朝，可說是一部朝鮮王朝時代思想的縮影，遺憾的是韓國學者著力

研究的成果，至目前為止也並非十分豐富，加上韓國中文教育漸以實用為主，

學生多不諳傳統漢文，無法充分理解古典文獻，傳統文化頗有斷層之虞。此外，

韓國中文學者多以漢語語音學、語法學與現代文學為教學與研究課題，涉足於

                                                 
   以上參考金忠烈，《高麗儒學思想史》（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92 年）。柳承國，《韓國儒學史》（臺北：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 年）。裴宗鎬，《韓國儒學史》（首爾：延世大學校出版部，1997 年）。李甦平，《韓

國儒學史》（北京：人民出版社，2009 年）。張立文主編，《和境－易學與中國文化》（北京：人民出版社， 
2005 年）。韓國《周易》學會編，《周易與韓國易學》（未著出版年月）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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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經學研究的學者較少，即使是儒學與哲學研究者，則多不能說中文，發表

論文多以韓文為主，無法與中文學界同道切磋觀善，實在十分可惜而遺憾。因

此，筆者想藉由本文初探之作，逐步深化對於韓國《易》學、經學、儒學與思

想等面向的研究涉獵，提供更進一步開發弘揚的學術可能  。  
  至於，韓國有關《易》學會與研讀會，據筆者粗略所知，目前推廣《易》

學研究的學會及學術團體有：「韓國《周易》學會」  ，「韓國《易》理學

會」，「韓國經學研讀會」  ，以及公州國立大學校成立之校級「《周易》

學會」  ……等。以上學會團體主要以研習《易》學與經學為主，並非以研

究撰論為主要目標。此外，韓國《易》學與經學專業學者：如成均館大學校東

亞研究院李昤昊教授，雖然開授有《易經》課程，但其主要學術專業則以《詩

經》與《論語》學為主，李教授能書寫流利中文，但無法以中文會話交流。嶺

南大學校哲學系鄭炳碩教授，畢業於臺灣文化大學哲學系，能說寫流利中文，

但其主要《易》學研究以《周易》經傳及中國《易》家思想為主（如〈從《易

傳》的聖人觀看《周易》詮釋的視域轉換〉），對於韓國傳統儒者的《易》學

研究尚未能深入涉及。延世大學校國學研究院黃炳起教授最新新論：〈《說卦》：

《周易》解讀之鑰匙－以韓國朝鮮時期茶山丁若鏞的觀點為主〉，涉及到正

祖時期實學巨擘茶山丁若鏞（1762-1836）《易》學，丁若鏞撰有《周易四箋》

與《易學緒言》，可說是少數與本文直接相關的研究論文。翰林大學校泰東古

典硏究所嚴連錫教授畢業於首爾國立大學哲學研究所，能寫漢文亦不諳漢語，

以《易》學哲學思想研究為主，新近論文有〈《周易》的信賴之超越的契機和

人文的特性〉，與朝鮮王朝《易》學並無相關。公州國立大學校金演宰教授亦

以《易》學為專業，最近論文有〈《周易》陰陽對待的諸範疇與人文主義的思

路〉，發表論文皆以《周易》哲學思想為主。新羅大學校權相佑教授最近論文

〈《周易》與意思決定〉，與前述各家相同。 

                                                 
   韓國金秀炅博士於北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古典文獻學‧古典文獻」專業，在該系董洪利教授指導下，

於 2010 年 6 月完成了《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博士研究生學位論文，可說是韓國年輕學者進行朝鮮

時期經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值得正視與肯定。 
   案：現任會長為嶺南大學校鄭炳碩教授，鄭教授為臺灣臺北私立中國文化大學《易》學哲學博士，著名《易》

學史學家高懷民教授指導。筆者曾於 2012 年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應邀參加該會於嶺南大學校舉辦之第二屆

國際《易》學研討會。 
   此會係由高麗大學校儒學系金彥鍾教授主持，每月固定集會，研讀相關經典，以韓文研讀討論為主，筆者曾於

2012 年 3 月 10 日星期六首度參加該會於誠信女子大學校，由公州大學校金演宰教授專題報告討論之《易》學

研讀會，於會中結識不少相關研究領域之韓國學者與研究生。 
   該會擬以應用《易》學為目標，由該校中文系學科長文鐘鳴教授、周郁華教授，哲學系金演宰教授與其受業學

生，以及經營系金賢圭教授為核心成員，筆者曾多次受邀參訪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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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尚有首爾誠信女子大學校李善慶教授、全州圓光大學校哲學系金學

權教授、國際腦敎育綜合大學院林采佑教授等；以及文學博士田龍元教授，他

是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經營碩士，也是韓國《易》學博士池昌龍的弟子，

在其門下學習面相學和風水學，現在是韓國《原始易學》刊物發行人，同時兼

任韓國東洋文化院院長，以及韓國《易》學協會的代表，並於漢陽大學授課。

而大韓敎科書株式會社於 1982 年出版了《學易纂言：韓國易學의새方向》，

總計 345 頁，以上都是筆者目前所交流對象與參考資料，而韓國學者與本文相

關的研究主題，仍待持續關注與搜集匯整。  

  至於，中國與臺灣學者的相關研究，中國山東省濟南市山東大學「《周易》

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所出版之《周易研究》期刊，可說是目前少見的《易》

學學術專業刊物，但其中牽涉到韓國《易》學的論文也是屈指可數。至於臺灣

學者的研究，主要以東亞儒學的視域研究為主，如臺灣大學出版了黃俊傑、林

維杰合編之《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第 65 種《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異趣》（2006

年 12 月初版），共收錄論文十篇，討論了許多東亞朱子學的重要議題，如《易》

學、體用論、理氣論、四端七情、無極太極等，其中也包含以往學界較少處理

的主題，如朱子《楚辭》學、廣義與狹義朱子學、本源與修正朱子學、理學神

道等。本書分為三部分：中國篇有四篇，日本篇有兩篇，韓國篇則有四篇，韓

國篇中包括了李明輝〈朱子性理學與韓儒丁時翰的四端七情論〉、楊祖漢〈再

論韓儒李晦齋對朱子學的理解〉、鄭仁在〈朱子學在韓國的展開〉，以及林月

惠〈李退溪對羅整菴理氣論的批評〉。再如，臺中東海大學哲學系蔡家和教授

亦頗涉及韓國儒學，發表〈從韓儒李晦齋答書衡定曹漢輔思想義理〉（2007

年 7 月）  、〈韓儒田艮齋的心即氣與李寒洲的心即理說之比較〉（2009 年

12 月）  、〈韓儒金西河對於程朱理學的承繼－從《年譜》之論述見其思

想〉（2010 年 10 月）  。以上都是以儒學與理學為主，偶涉及到朱子《易》

學，可知臺灣學者注意及於韓國《易》學研究者雖然不乏其人，而其實有關研

究之廣度與深度，仍然有待強化與提昇  。  

                                                 
   案：該文先於 2007 年 5 月，以〈從李晦齋答書衡定曹漢輔思想義理〉，宣讀於南華大學「跨文化視域下的中

國哲學」學術研討會，頁 1-17。後刊載於《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7 期，頁 1-8。 
   案：該文發表於韓國全北大學校：「2009 艮齋學國際學術會議」，後收錄於《韓國近代的儒學思想與艮齋學的

繼承發展論文集》，頁 1-11。 
   案：該文發表於大韓民國首爾成均館大學校「河西金麟厚先生誕辰五百周年紀念國際學術會議」，頁 1-11。 

  有關韓國《易》學的研究，可以參考黃師沛榮：〈韓國漢文《易》學著作的整理與研究〉完整報告，行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94-2411-H-034-001，2007 年 6 月 30 日，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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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韓國朝鮮李朝《易》學重要研究文獻 

  本文最重要的參考文獻，厥為 1996 年成均館大學校發刊於大東文化硏究

院的《韓國經學資料集成‧易經篇》第七、八上下兩輯總 37 冊，本集成每冊

前均有〈刊行辭〉與〈解題〉，但為韓文書寫（偶雜有漢字詞）。筆者與翰林

大學校泰東古典研究所嚴連錫商論後，為便於歸類檢索，先大致區分為以下三

大類－（一）「朱子《易》學」類  ，（二）「義理《易》學」類，（三）

「象數《易》學」類  。這三類《易》學文獻均以漢文書寫或刊刻，其中內

容與中國古書形式一致並無分別，俟日後按類逐冊進行研究之後，再從事較為

清明條達的精細整理歸納。以下就集成所收錄《易》學論著，依上述粗步分類，

表列於下提供參照尋索：  

（一）《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篇上》第 1-23 冊分類整理表   

序號 朱子《易》學類  義理《易》學類 象數《易》學類 

1 
崔恆、韓繼禧《易學啟蒙

要解》 
權近《周易淺見錄》

徐敬德《花潭文集‧六十

四卦方圓之圖解‧卦變解》 

2 李滉《啟蒙傳義》 李世應《安齋易說》
黃孝恭《龜巖文集‧易範

圖》   

3 
崔岦《周易本義口訣附

說》   
李滉《經書釋義‧

周易釋義》 
柳贇《易圖目錄》 

4 
鄭經世《愚伏別集‧思問

錄－易學啟蒙》 
李德弘《周易質疑》

柳元之《拙齋集‧柳倦翁

易圖解》 

                                                 
   案：嚴連錫教授將第一類稱為「《易學啟蒙》類」，筆者慮及其中尚有與朱熹《周易本義》相關之書目內容，

因此修正作「朱子《易》學類」。 
   案：嚴連錫教授依第七輯上篇 23 冊編輯整理的三大類書目，計有第一類 16 種，第二類 23 種，第三類 20 種，

總 59 種，與《韓國經學資料集成‧易經卷》數量並不相符，且其中亦見有幾種未收見於此第七輯者。第八輯

下篇第 24-37 冊，嚴教授則未整理列表，筆者另加製表如後供參。 
   案：匿名審查委員之一以為此三分類並不恰當，其意見有三：第一，古無此分類先例，分類又不能以成法（分

類學原則），朱子亦分義理與象數也，此易陷分類不精當之疵也。第二，朱子影響韓國儒學固深且閎也，然亦

不足同擬於漢宋象數義理抗立。第三，就朱子《易》學有關書籍上、下冊所占比例，未足以言可並列一類；倘

若能單獨別列一節或更為恰當，且述其學術變遷或異域流變特徵亦即足矣，又可滿足撰寫本文之目的。但因筆

者此三大分類係與嚴連錫教授討論《韓國經學資料集成‧易經卷》之後的結果，目前時力尚未能深入，存此備

忘，俟諸來日再嚴正修訂。 
   案：此書嚴連錫教授未收入其表列書目之中。以下凡嚴教授表列書目中未見者，不另加注說明。 
   案：此書嚴教授歸於第二類「義理《易》學」類，筆者以為當作第一類「朱子《易》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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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盧景任《敬菴集‧易說‧

易學啟蒙說》 

李 德 弘 《 艮 齋 文

集‧易初九上六爻

義》 

柳世鳴《寓軒文集‧倦翁

易圖記疑》 

6 
李徽逸《存齋文集‧啟蒙

圖說》 

柳 成 龍 《 西 厓 文

集 ‧ 乾 元 亨 利 貞

說‧見群龍無首說》

申欽《象村集‧求正錄

－易先天窺管》 

7 金楷《易學啟蒙覆繹》 
郭設《西浦集‧易

傳要義》 
李珥《栗谷全書‧易數策》

  

8 朴昌宇《周易傳義集解》 
金 長 生 《 經 書 辨

疑‧周易》 
安敏學《楓厓集‧河圖洛

書說》 

9 

韓汝愈《遁翁集‧辨解

附‧與箎叟鄭徵士論易學

啟蒙別紙》 

曹 守 弘 《 沙 村 文

集‧策－易》 

柳成龍《西厓文集‧河圖

洛書真有是耶？聖人以神

道設教》 

10 
朴致和《雪溪隨筆‧周易

繫辭傳‧易學啟蒙》 

朴知誠《潛冶集‧劄

錄‧周易乾卦‧周易

坤卦‧繫辭上傳》 

柳成龍《西厓文集‧易占‧

焦氏易林》 

11 

韓元震《經義記聞錄‧易

學啟蒙‧易學答問‧文王

易釋義》 

許穆《記言‧經說‧

易說‧易學傳授》 
曹好益《易象說》   

12 
韓元震《朱子言論同異

考‧易》 
李惟泰《草廬全集‧

易說》 
張顯光《易學圖說》   

13 

韓元震《儀禮經典通解

附‧王朝禮卜筮下附‧易

學啟蒙》 

石之珩《五位龜鑑》

鮮于浹《遯菴全書‧易學

圖說‧諸解‧太極辨解‧

大易理象》   

14 
楊應秀《白水文集‧易本

義劄疑》 

洪汝河《木齋集‧

策題－問易‧讀

書劄記－周易》 

權克中《周易參同契註解》 

                                                 
   案：此書嚴教授歸於第二類「義理《易》學」類，筆者以為當作第三類「象數《易》學」類。 
   案：此書嚴教授兼歸於第二類「義理《易》學」類。 
   案：此書分別為第 3 冊（卷一至卷四）、第 4 冊（卷五至九），嚴教授亦兼歸於第二類「義理《易》學」類。 
   案：此書嚴教授兼歸於第二類「義理《易》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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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宋能相《雲坪文集‧繫辭傳

質疑‧易學啟蒙質疑‧易學

啟蒙稟目‧易學啟蒙原稟‧

記聞錄啟蒙篇稟目》 

李玄錫《易義窺斑》 權杠《方潭文集‧易圖說》 

16 

金教行《惟勤堂遺稿‧易

學啟蒙本圖說五位相得

說‧周易劄錄‧易學啟蒙

劄錄》 

林泳《滄溪集‧讀

書劄錄‧周易》 

金致寬《亦樂齋文集‧易

圖書》 

17 

金謹行《庸齋集‧周易劄

疑‧易學啟蒙劄疑‧讀易

凡例‧周易疑目》 

金濤《恭默堂集‧

周易淺說》 

沈之漢《滄洲別集‧月卦

圖說》 

18 
黃胤錫《頤齋續稿‧易學

啟蒙解》 

宋時烈《易說》 

 

李萬敷《息山全書‧易統‧

易大象便覽‧雜書辨上》 

19 
趙有善《蘿山集‧經義

－周易本義》 

姜 碩 慶 《 喫 眠 公

集‧易疑問答》 

李徽逸《存齋文集‧一元

消長圖後語》 

20 
洪大容《湛軒書‧三經問辨

－（附）啟蒙記疑》 

權榘《屏谷集‧讀易瑣

義‧易卦取象‧易中記

疑》 

金萬英《南圃集‧易象小

訣》 

21 
金龜柱《經書劄錄‧周易

劄錄‧易學啟蒙劄錄》 

李顯益《正菴集‧

周易說》 

李衡祥《瓶窩全書‧瓶窩

講義‧周易‧衍易注解》   

22 
裴相說《槐潭遺稿‧啟蒙

傳疑考疑》 

全氣大《伏菴集‧

原畫卦》 

李衡祥《瓶窩全書‧瓶窩講

義‧文周衍‧先後天》 

23  
尹鳳朝《圃巖集‧

學易淺見》 

鄭齊斗《霞谷外集‧河洛

易象‧先後天說‧璇元經

學通考－易》 

24  
李瀷《星湖全書‧

易經疾書》 

金錫文《易學二十四圖總

解》 

25  
金錫文《大谷易學

集解》 

韓元震《南塘文集‧先後

天名易之義》 

                                                 
   案：此書為第八冊，下一書為第九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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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成以心《人易》 

崔斗柄《坪菴集‧元統亨利

貞圖‧易春秋圖‧先天學四

時十二月八節十六氣之圖》 

27  

柳宜健《花溪文集‧讀

易疑義‧讀易解嘲‧讀

易管窺》 

徐聖耇《訥軒集‧學理圖說》 

28   權萬《江左文集‧易說》
蔡之洪《鳳巖集‧易學十二

圖》 

29  
南國柱《鳳洲文集‧易

範通錄》 

李世珩《恕軒文集‧窺斑錄

－則圖畫卦說‧則書排卦

說‧十二辟卦圖說》 

30  
尹東奎《邵南文集‧經

說－易》 
柳觀鉉《陽坡集‧易圖撮要》 

31  
楊應秀《白水文集‧坤

卦講義》 
沈潮《靜坐窩集‧易象劄論》 

32  
李崑秀《壽齋遺稿‧周

易講義》 

徐宗華《藥軒遺集‧易象管

見序‧伏羲之易有畫無文夏

商之易有占無文辨》 

33  
任 聖 周 《 鹿 門 先 生 文

集‧周易》 

金元行《渼湖集‧渼上經義

－周易》 

34  

安鼎福《順菴文集‧經

書 疑 義 － 易 ‧ 雜 卦

說‧雜卦後說》 

桂德海《鳳谷桂察訪遺集‧

經說－易》   

35   柳正源《易解參考》   
徐命膺《保晚齋叢書‧經翼

－先天四演》 

36   沈定鎮《霽軒集‧易說》

柳正源《三山文集‧易序疑

義‧易解參考篇題‧易傳八

則陽生說》 

                                                 
   案：嚴連錫教授於第三類「象數《易》學」類，有增列姜碩慶《易疑問答》，此書未見於此輯之中。 
   案：此書各分二冊，第 15 冊為卷一至卷九，第 16 冊為卷十至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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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白鳳來《九龍齋文集‧

三經通義－易傳‧序

易本義》 

魏伯珪《存齋全書‧論河洛

圖說‧原類－原圖書‧原

八卦》 

38   金相岳《山天易說》 

吳載純《醇庵集‧河圖解‧伏

羲則圖畫卦圖說‧八卦說‧河

圖解後說‧易論‧乾象對》 

39  
金奎五《最窩集‧讀易

記疑》 

李爗《農隱集‧包犧氏仰觀

俯察以畫八卦圖解外》 

40  
洪大容《湛軒書‧三經問辨

－周易辨疑》 

黃胤錫《理藪新編‧周易綱

領》 

41  
柳匡天《歸樂窩集‧御

製經義問對－周易》 

李萬運《默軒文集‧八卦方

圖外》 

42   成大中《易書通義》  朴齊家《周易》 

43  

朴胤源《近齋集‧經義

－易經劄略‧易繫劄

疑》 

張思敬《耳溪文集‧大易圖

說‧易卦爻贊》 

44  
朴琮《鐺洲集‧周易講

義》 

裴相說《槐潭遺稿‧易說諸

圖‧推大衍數‧卦變圖解》 

45  
成允信《慎默齋集‧人

易卦爻》 

尹弘圭《陶溪遺稿‧家人卦

圖說》 

46  
趙慎寬《柯汀遺稿‧易

問》 
申緯《易次故》   

47  
奇學敬《謙齋集‧經義

條對－周易》 
 

48  

高廷鳳《水村集‧御製

經 書 疑 義 條 對 － 周

易》 

 

                                                 
   案：嚴連錫教授第三類「象數《易》學」類，尚表列有丁若鏞《周易四箋》、金正喜《周易虞義考》，此二書

並未收見於第七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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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李元培《龜巖集‧經義

條對－易》 
 

50  

正祖《弘齋全書‧經史

講義－易》《弘齋全

書 ‧ 經 史 講 義 ‧ 總 經

－易》 

 

51  
沈就濟《謙窩集‧易學

撮要‧讀易疑義》 
 

52  
南公轍《金陵集‧易繫

辭論》 
 

53  

成海應《研經齋全書‧

經 解 － 易 頌 ‧ 易 緯

論‧經翼易類‧通志堂

經解書目－易》 

 

54  
尹行恁《碩齋稿‧摛文

講義－易》 
 

55  
尹行恁《碩齋別稿‧薪湖

隨筆－易‧繫辭傳》   

以上總計三類 123 種（不包括嚴連錫教授增列之另 5 種）：（一）朱子《易》

學類，22 種。（二）義理《易》學類，55 種（不包括嚴連錫教授增列之另 2

種）。（三）象數《易》學類，46 種（不包括嚴連錫教授增列之另 3 種）。 

（二）《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篇下》第 24-37 冊分類整理表 

序號 朱子《易》學類  義理《易》學類  象數《易》學類 

1 
柳徽文《好古窩別集‧啓

蒙攷疑》 
徐有臣《易義擬言》 

丁若鏞《與猶堂全書‧

周易四箋》 

2 
李秉遠《所菴文集‧啓蒙

記疑》 
丁若鏞《與猶堂全書‧

易學緒言》 
吳熙常《老洲集‧雜著

－易》 

                                                 
   案：嚴連錫教授第二類「義理《易》學」類，尚表列有吳熙常《雜著‧易》、李恆老《周易傳義同異釋義》，

此二書並未收見於集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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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崔象龍《鳳村文集‧啓蒙

箚義》 
姜必孝《海隱遺稿‧易

說》 
姜必孝《海隱遺稿‧謙

卦圖》 

4 
李恆老《華西文集‧南八

灘啓蒙八圖說質疑》 
白慶楷《守窩集‧讀易》

柳徽文《好古窩續集‧

蓍卦考誤解》 

5 
李恆老《華西文集‧朱子

元亨利貞說句解》 
康儼《觀書隨錄‧周易》

金性昊《一齋文集‧易

圖發揮》 

6 金岱鎭《訂窩文集‧啓蒙》 
河友賢《豫菴集‧易疑

義》 
金性昊《一齋文集‧圖

卦會通》 

7 
朴文鎬《壺山集‧周易本

義詳說》 
朴文健《靜觀齋文集‧

周易衍義》 
金正喜《阮堂集‧周易

虞義攷》 

8 
朴文鎬《壺山集‧筮儀詳

說》 
柳徽文《好古窩文集‧

讀書瑣義－易》 
金正喜《阮堂集‧易筮

辨》 

9  
柳徽文《好古窩續集‧

周易經傳通編凡例》 
李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

稿‧卦畫自下而上辨證說》 

10  
柳徽文《好古窩續集‧

讀易瑣義－易》 
李恆老《華西文集‧先

天後天圖卦說》 

11  
柳徽文《好古窩別集‧

傳疑餘論》 
李恆老《華西文集‧卦

蓍說》 

12  
洪奭周《淵泉集‧讀易

雜記》 
李恆老《華西文集‧先

後天說》 

13  
洪奭周《洪氏讀書錄‧

經－易》 
李恆老《華西文集‧陰

符經考異序記疑》 

14  
李止淵《希谷遺稿別

編‧周易箚疑》 
李恆老《華西文集‧易

序記疑》 

15  
崔孝述《止軒集‧雜著

－謾錄》 
李恆老《華西文集‧易

與太極圖同異說》 

16  
李圭景《五洲衍文長箋

散稿‧周易辨證說》 
李恆老《華西文集‧先

天圓圖解說》 

17  
李圭景《五洲衍文長箋

散稿‧經典類－易

經》 

高夢贊《錦洲集‧河圖

說撮要》 

18  
尹鍾燮《溫裕齋集‧經

－易》 
高夢贊《錦洲集‧洛書

說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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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李恆老《華西文集‧周

易傳義同異釋義》 
高夢贊《錦洲集‧先天

卦說撮要》 

20  
李恆老《華西文集‧易

說》 
高夢贊《錦洲集‧後天

卦說撮要》 

21  
李恆老《華西文集‧易

有太極心爲太極說書》

李瑀祥《希庵文集‧卦

變管見》 

22  
李恆老《華西文集‧繫

辭一條記疑》 
李瑀祥《希庵文集‧卦

次或問》 

23  
李恆老《華西文集‧易

者第三十三》 
金應楗《弃嵒文集‧河

圖數記疑》 

24  
李章贊《薌隱集‧易學

源流》 

沈奎澤《西湖集‧易學

策》 

25  
李章贊《薌隱集‧易學

記疑》 

沈大允《周易象義占法》

（一至四卷） 

26  
李章贊《薌隱集‧周易

講解》 

李震相《寒洲集‧天地

四象論》 

27  
金箕灃《黙泉別集‧易

要選義綱目》 

李震相《寒洲集‧卦畫

說》 

28   許傳《性齋續集‧易考》
李震相《寒洲集‧周易

卦序說》 

29   奇正鎭《答問類編‧易》
李震相《寒洲集‧卦變

說》 

30   李鍾祥《易學蠡酌》 
李震相《寒洲集‧八則

陽生說》 

31  
李瑀祥《希庵文集‧易

上下篇義》 

李震相《寒洲集‧析合

補空說》 

32  
李瑀祥《希庵文集‧蒙

初六說》 

柳重敎《省齋文集‧河

圖洛書說》 

33  
李瑀祥《希庵文集‧貞

悔說》 

崔世鶴《惺巖文集‧先

天變爲後天說》 

34  
張之琬《枕雨堂集‧答

周易問目》 

崔世鶴《惺巖文集‧周

易彖傳卦變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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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朴宗永《松塢遺稿別

編‧經旨蒙解－周

易》 

崔世鶴《惺巖文集‧參

兩說》 

36  
李埈《槐園集‧周易雜

錄》 

白旻洙《匡山遺稿‧策

－易道》 

37  
李震相《寒洲集‧易學

管窺》 

許薰《舫山全集‧河圖

洛書說》 

38  
朴萬瓊《壺隱遺稿‧心

易》 

田愚《艮齋私稿‧易有

太極》 

39  
柳重敎《省齋文集‧易

說》 

田愚《艮齋私稿‧易與

周邵太極》 

40  
蔡鍾植《一齋文集‧周

易傳義同歸解》 

朴文鎬《壺山集‧周易

圖說詳說》 

41  
田愚《艮齋私稿‧坤復

說辨》 

郭鍾錫《俛宇文集‧後

天卦語》 

42  
田愚《艮齋私稿‧坤復

說再辨》 

郭鍾錫《俛宇文集‧易

逆數說》 

43  
田愚《艮齋私稿‧易心

道性》 

李容九《松下遺集‧太

極論》 

44   李在齡《易學記見》 
金弘任《三圓觀散稿‧兩

漢五經顓門譜－易》 

45  
朴文鎬《壺山集‧周易

五贊詳說》 
李敏德《洞山集‧易籤》 

46  
朴文鎬《楓山記聞錄‧

經說－周易》 

朴光一《遜齋文集‧三

才一太極圖說》 

47  
李容九《松下遺集‧易

註解選》 

朴光一《遜齋文集‧河圖

生成數竝參天之說》 

48   李建昌《讀易隨記》 

朴光一《遜齋文集‧蠱

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圖

並說》 

49  
李正奎《恒齋文集‧讀

易記》 

朴光一《遜齋文集‧易

卦剛柔變易來往圖》 

50   李炳憲《易經今文考通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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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李炳憲《李炳憲全集‧易

經今文考小箋》 
 

52   李炳憲《李炳憲全集‧

孔經大義考－周易》
 

53   曹兢燮《嚴棲文集‧讀

易隨記》 
 

54   洪○《經書疑誤講解‧

周易》 
 

55   砥菴《讀易玩義》  

56   白啓河《易經解義》  

57   吳致箕《周易經傳增解》  

58   李海翼《經疑類輯‧周

易》 
 

59   金漢綠《寒澗文集‧易

義備說》 
 

60   金漢綠《寒澗文集‧讀

易箚記》 
 

61   未詳《經書記疑‧讀易

記疑》 
 

62   未詳《七書辨疑‧周易》  

63   未詳《周易通論》  

64   未詳《秀軒遺稿‧秀軒

易說》 
 

65   未詳《易說管窺》  

以上總計三類 122 種：（一）朱子《易》學類，8 種。（二）義理《易》學類，

65 種。（三）象數《易》學類，49 種。  

  本文設定歷史時間區段為「朝鮮李氏王朝：1392-1910」，研究文本設定

為《韓國經學資料集成》叢書第七、八輯《易經》中，有關朝鮮王朝學者傳世

刊本與稿本《易》學論著（總 37 大冊約 60 家），此後數年擬各分期分類，化

約統整，分別從事各家《易》文本探討分析研究，因研究內容與對象具體明確，



．韓國朝鮮李氏王朝（1392-1910）《易》學研究． 

 ．21．

進而以分類方式進行文本的全面耙梳較理，因此有信心可以逐年完成預定進度

目標。  

五、結語 

  筆者因著客座韓國講學一年之機緣，較為深入建立學術網絡，並基本瞭解

韓國《易》學研究文獻、研究學者與研究成果，在知命之年的當下，擬持續開

啟新的韓國《易》學研究領域專題，在海峽兩岸日益蓬勃發展的東亞儒學研究

潮流中，獻力從事於韓國朝鮮王朝《易》學研究，期待在基礎的《易》學文獻

考察探討之中，逐步建構並釐清韓國古典《易》學研究的淵源系統與可能的影

響價值。  

  對於韓國朝鮮王朝《易》學研究，本文以成均館大學校所編的《韓國經學

資料集成‧易經卷》為根據，分為「朱子《易》學」、「義理《易》學」、「象

數《易》學」三類，進行初步文獻與目錄學的整理與瞭解。鑑於臺灣與大陸學

界的經學研究，對於韓國經學的關注雖多，但專業從事中韓經學的比較研究仍

有待加強，故在目前東亞儒學的風潮之中，對於韓國《易》學的研究，更凸顯

出其學術性與重要性。 

  筆者因限於時力，本文僅先進行目錄書誌的整理，已將相關同類性質著作

歸類為三種，三類總計《易》學著作數量頗多，但其實內容多寡不一，有師承

淵源及學派思想一致部分；先以分類方式進行，將更能提綱挈領，並能統整前

後時期的承繼通變脈絡，並進而與朱子學為主的宋明《易》學思想系統，以及

清代漢宋兼采的多面向《易》學進路，相互比較觀照。筆者仍將再從事細部分

類歸納整併，宏觀與微觀兼採，廣度與深度並顧，此後之研究進程將先就所設

定朝鮮王期《易》學第一手文本為主，從事各家各類學者《易》學文獻所呈現

的實質內容為研究旨趣；而在進行三類《易》學文本研究的同時，會隨時記錄

比較所知見的中國相對於朝鮮時期《易》學思想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宋儒與清

儒的《易》學觀點系統，以及韓國現當代學者對於相關前賢名家及各專書、專

題研究的既有成果，作為後續深化研究韓國朝鮮時期及其後來《易》學思想的

預備基礎。這一部分比較觀點的研究，將成為筆者此後進行研究的核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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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Yi-jingin the Joseon 
Li-Dynasty（1392-1910）in Korea 

Lai Kuei-San∗ 

【Abstract】  

  From 2007 to 2009, in order to establish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inology 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 contacted with many Japanese 

and Korean scholars who studied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time, I collected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materials regarding Japanese and Korean studies of 

Confucianism. According to the chance, I becam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research of TheYi-jing among Japanese and Korean scholars. 

From 2011.9 to 2012.8, I held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HUFS）. I therefore had the honor 

of making friends with Korean scholars, visiting important academic institutions 

such as Zunjing-Gak in Chengjunguan University and Gueizhang-Gak i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picked up some Korean language in 

HUFS, and got acquainted with Korean history and culture, which, as I gradually 

realized, we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hinese 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the 

Ming Dynasties. Having been aware of the interconnected development in 

Classical Chinese and Korean culture, I therefore set forth a research on the 

Korean Yi-jing studies in Joseon Li-Dynasty (1392-1910).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Yi-jing section from Collections of Korean Classics,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96 by Datung Cultural Institute in Chengjunguan University. The Yi-jing 

collection, 37 volumes in total, represents comprehensively the achievement of 

                                                 
∗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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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n Confucian studies over a long period ( the whole Joseon Li-Dynasty). 

After discussions with Professor Yen Lian-xik, I divide the whole collection into 

three parts: Yixue of Zhu-xi, Xiangshu and Yili.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Korean classical studies of TheYi-jing,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a picture of contemporary scholarly exchange of the Yi-jing studies 

between Korea and Taiwan. I hope the undertakings can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Korean scholarship and, more specifically, to our research on 

TheYi-j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Joseon Li-Dynasty Yi-jing Studies in Korea The Collections 

of Korean Classics Confucianism of Zhu-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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