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拾壹、 

作為思想發展過程的「東亞論語學」： 

研究提案與研究資料 

一、引言 

《論語》是東亞思想世界最重要的經典之一，自從十七世

紀日本儒者伊藤仁齋推崇《論語》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
1以後，《論語》更是成為近三百年來中日韓思想發展中重大議

題之所從出的兵器庫，也是東亞思想變化的溫度計。 

但是，當代學術界有關《論語》的研究論著都集中在中國

《論語》學，2直到最近學界才開始致力於開拓《論語》學研

                                                 
1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第

3卷，論語部一（東京：鳳出版，1973）4，亦見於伊藤仁齋：《童子問》，

收入家永三郎等校注：《近世思想家文集》卷上（東京：岩波書店，1966，
1981），第五章，頁 204。 

2 高田貞治：《論語文獻‧註釋書》（東京：春堂陽書店，1937）；藤塚鄰：《論

語總說》（東京：國書刊行會，1949、1988）；松川健二編：《論語の思想史》

（東京：汲古書院，1994）；松川健二：《宋明の論語》（東京：汲古書院，

2000）；John Makeham,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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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東亞視野。3所謂「東亞視野」兼攝二義：就消極義而言，

「東亞論語學」研究應超越並揚棄 20世紀以國族為中心的《論

語》研究；就積極義而言，更應將《論語》作為東亞思想與文

化的公分母，探討這種作為東亞文明共同資產的《論語》學如

何可能。 

二、東亞儒學脈絡中的《論語》學 

「東亞論語學」的研究，可以採取兩個方法論的新視野。

第一，我們必須將《論語》學研究，置於廣袤的東亞儒學脈絡

之中，比較《論語》學在中、日、韓、越等地發展之異同，既

求其異，又求其同。這裡所謂「東亞儒學」的提法，有待進一

步解釋。 

「東亞儒學」相對於 20 世紀東亞各國學界以國家為中心

的儒學研究如「中國儒學」、「朝鮮儒學」、「日本儒學」而言，

蘊涵著一種比較哲學或比較思想史的新觀點。「東亞儒學」作

為一種學術領域的提法，展現某種跨國界、跨語文、跨學門、

                                                                                                    
Asia Center, 2003)；唐明貴：《《論語》學的形成、發展與中衰──漢魏六朝

隋唐《論語》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3 黃俊傑編：《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上）（下）（臺北：臺大出版中

心，2004）；黃俊傑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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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的視野，致力於探索儒學在東亞各國具體而特殊的社

會、政治、經濟、思想與文化脈絡中發展的同調及其異趣。正

如我最近所說，4「東亞儒學」的提法中蘊涵兩項重要的理念： 

第一，所謂「東亞」這個概念，並不是存在於東亞各國的

關係之上而具有宰制的抽象概念。相反地，所謂「東亞」這個

概念，存在於東亞各國之間，在東亞各國具體而特殊的關係脈

絡與情境的互動之中。因此，所謂「東亞」並不是僵硬而一成

不變的固定概念。「東亞」是在變動的東亞各國互動的脈絡中，

與時俱進的概念。在這種意義之下的「東亞」，是在東亞各國

及其文化傳統的互動交流之中，逐漸蘊釀形成的概念。只有深

入東亞各國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儒學思想及其互動關係之中，所

謂「東亞儒學」的輪廓及其特質，才能被解讀、被認知。因此，

所謂「東亞儒學」的提法，實際上是以文化多元性作為基礎，

「東亞儒學」的研究也將充實東亞文化的多元性內涵。這種意

義下的「東亞儒學」研究，必然是跨界的、多音的、對話的研

究。 

第二，所謂「東亞儒學」並不預設一個一元論的、僵硬的、

相對於「邊陲」而言的「中心」，如二十世紀以前支配東亞世

界的中華帝國、二十世紀上半葉侵略並支配東亞各國的日本帝

國，以及戰後冷戰歲月中以美國為「中心」的霸權秩序。相反

                                                 
4 黃俊傑編：《東亞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編序〉，頁 II-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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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東亞儒學」研究中，如果有所謂「中心」與「邊陲」，

那麼，兩者之間的界限也是隨著時間的流動以及思想的發展，

而不斷地推移，絕對不是僵硬侷滯或一成不變。 

這種意義下的「東亞儒學」研究，著重探討的不僅是東亞

各國儒學所分享的儒家價值的公分母，更重視儒學傳統在各國

發展出的多元多樣的思想內涵。因此，「東亞儒學」作為一個

學術領域的提法，必然蘊涵一種比較的觀點與方法。 

早在四十幾年前就有前輩學者提倡這種東亞比較儒學史

的研究，1966年 3 月，阿部吉雄（1905-）教授在東京大學文

學院屆臨退職前的演說中，就曾呼籲日本學者掙脫日本民族中

心論，以比較之觀點研究中、日、韓儒學之發展。5 1976年余

英時（1930-）亦嘗呼籲學者從比較思想史之立場，注意儒學

在日、韓、越等鄰邦之發展。6 除了近年來在各地零星舉行的

有關儒學與東亞相關議題的研討會之外，針對「東亞儒學」這

個議題所進行的研究，起步較早的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5 阿部吉雄：〈日鮮中三國の新儒學の發展を比較して〉，《東京支那學報》第

12號，頁 1-20；Abe Yoshi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Acta Asiatica, 5 (Tokyo: Toho Gakkai, 1973). pp.1-21；阿部吉雄著，龔霓馨譯：

〈中國儒學思想對日本的影響――日本儒學的特質〉，《中外文學》第 8 卷

第 6期（1979年 12月），頁 164-177。阿部吉雄也撰寫專書，探討日本朱子

學與朝鮮之關係，參看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學と朝鮮》（東京：東京大學

出版會，1965年，1975年），尤其是頁 489-561。 
6 余英時：〈戴東原與伊藤仁齋〉，《食貨月刊》復刊 4卷 9期（1974年 12月），

頁 36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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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從 1993年 8 月起所推動的「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

這項計畫第二期以「儒家思想在近代東亞的發展及其現代意

義」為主題，由劉述先教授與李明輝教授共同主持，執行期間

自 1996年 8 月至 1999年 7 月。在 1999年 7 月 6 日至 8 日在中

央研究院舉辦「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國際研討會」，邀請各方

學者就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地（包括臺灣、中國大陸、日本、韓、

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地）的現代發展，或者就現代儒學

在整個東亞地區所面對的共同問題發表論文。7 這項計畫第二

期研究成果，共出版《現代儒家與東亞文明：問題與展望》、《現

代儒家與東亞文明：地域與發展》、《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

論篇》、《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日本篇》、《儒家思想在現代東

亞：中國大陸與臺灣篇》、《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韓國與東南

亞篇》六本書，均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另外，

臺灣大學自 2000年起所推動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

傳統》研究計畫（2000-2004）、「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畫」

（2002-2005）以及「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2005年起），

參與之教師與研究生更多，在這項研究計畫的推動之下，中外

學術界關於「東亞儒學」這個領域的研究活動日益活躍，臺大

已出版中文專書累計達 70餘冊。8 

如果從東亞儒學的視野來看，《論語》學研究顯然不能侷

                                                 
7 參閱李明輝：〈中央研究院「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概述〉，《漢學研究通

訊》，總 76期（2000年 11月），頁 564-571。 
8 http://www.eastasia.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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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中國範圍之內，而必須將臺、日、韓、越各地域學者所撰

有關《論語》的著作都納入考慮，才能掌握東亞各地儒者如何

推陳出新，賦古典以新義，共同建構一個同中有異並深具地域

性特色的孔學思想世界。 

三、作為思想發展過程的東亞《論語》學 

我們可以採取的第二個新視野是：將「東亞論語學」作為

東亞思想發展的過程，而不是作為思想發展的結果。所謂「作

為思想發展過程的東亞《論語》學」研究兼攝二義： 

第一，分析《論語》學的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東亞各地

域與時代之思想特質與思想傾向：以中國《論語》學發展過程

而言，魏晉（265-317）正始時期的何晏總結兩漢以來的注解，

開啟魏晉時代儒道融通之先河；皇侃（488-545）的《論語義

疏》是六朝義疏之學的集大成者，也是目前唯一完整存世的義

疏之作，對於後世瞭解六朝義疏之學貢獻極大；朱熹考釋群

注，以北宋理學家及程門弟子的詮釋為基礎，編成《國朝諸老

先生論語精義》，再以《精義》為底本，提出自己的詮釋，撰

成《論語集注》，並自設問答，撰成《論語或問》，也在《朱子

語類》中發揮未盡之意，從而對近八百年東亞思想界產生了決

定性的影響；到了清代的劉寶楠，則吸收乾嘉考據之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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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劉氏所撰《論語正義》可謂清代《論語》學的殿軍。 

再看日本《論語》學的發展，德川時代日本儒者對《論語》

之解釋著作數量甚多，自從十七世紀古學派儒者伊藤仁齋以

降，《論語》一書深契於日本儒者的心靈。近三百年來日本儒

者對《論語》一書提出各種解釋，其犖犖大者如十七世紀伊藤

仁齋對《論語》所進行的護教學的解讀，與十八世紀荻生徂徠

的政治學解讀，各自代表德川時代日本《論語》詮釋學的兩種

典型。日本儒者對《論語》的重要篇章如「五十而知天命」、「吾

道一以貫之」以及「學而時習之」等章的解釋，其言論很具體

地顯示日本儒者對孔子思想的理解及其思想傾向。從東亞比較

儒學史的視野來看，日本儒者之所以必須重新解釋《論語》，

個別儒者各有不同的原因。例如從伊藤仁齋以降，德川儒者都

在不同程度之內對朱子學展開凌厲的批判，他們透過重新解釋

經典而摧毀從十二世紀以降程朱學派所建立的「理」的形上學

世界。他們也透過對經典的重新解釋，而建構以「實學」為特

色的日本儒學。9 

再看朝鮮時代朝鮮儒者解釋《論語》的著作，不論數量與

內容都極為可觀。粗略言之，朝鮮儒者的《論語》學大致依循

兩種思想基礎進行解釋，第一是本《大學》解《論語》，第二

是依循朱子的詮釋典範。舉例言之，第一個思想基礎使多數朝

                                                 
9 黃俊傑：《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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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儒者將《論語．學而．1》孔子所說「學而時習之」的「學」

字，理解為《大學》的「明明德」的工夫。第二個思想基礎則

使許多朝鮮儒者常透過朱子的哲學系統詮釋孔學，其中尤其以

朱子所觸及的「心與理之關係」最為關鍵。朝鮮《論語》學與

朱子學之深入交涉，很能體顯朝鮮儒學之地域性特徵。 

第二，我們也可以分析東亞各別儒者苦心孤詣重建《論語》

思想世界的過程，其中最具指標性的大儒當推朱子。朱子《論

語集注》之撰寫，歷經長遠之學思歷程，從早年述而不作編纂

《精義》到《或問》、《語類》，到畢生理會《四書》，勒成《集

注》，將《四書》融於一爐而冶之，誠然得之不易。我們可以

追溯朱子思考孔學的心路歷程，重新描繪朱子《論語》的發展

圖譜。 

而且，我們也可以運用新資料，探討朱子的《論語》學在

東亞擴散發展之過程。以中國《論語》學而言，中國雖有長遠

的經典詮釋傳統，但由於歷史久遠、幅員廣闊，許多處於學術

邊陲之儒者的《論語》詮釋著作多隱而不彰，或因其版本的珍

稀，而為藏書家所秘，而無法為學者所知。近世雖因叢書編纂

工作之興盛，使學者較容易接觸各種《論語》註釋書籍，但仍

有其限制。1983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的《文淵閣四庫

全書》，雖蒐羅頗多《論語》註釋著作，但因清廷禁毀而無法

流傳之書亦所在多有，而且其版本不佳，早為學者所知；而由

嚴靈峰（1904-?）所輯，於 1966年由臺北藝文印書館所出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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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求備齋論語集成》，內容較《四庫全書》豐富，版本亦較

為精確，但其完整性仍有待擴充。大陸民間社會收藏的各種珍

本古籍近半世紀以來多被集中至各大圖書館，使學者得以窺見

許多以往僅知其作者或書名，但無法得見內容的《論語》註釋

著作，而代表性的叢書即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存目叢書》

蒐羅了在《四庫全書》中僅存其目而未見其書的各種著作，而

且所收多屬海內孤本，使當代學者所能掌握到有關歷代《論語》

註釋的資源遠較前代學者豐富。《存目叢書》於 1995年由臺南

莊嚴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學界尚未能廣泛應用《存目叢書》中

新刊行之古籍，我們如能研究有關《論語》的註釋書籍，並與

其他現存的《論語》詮釋相結合，所能獲得的詮釋資料、以及

能夠開發的《論語》學發展過程及其思想內涵，將遠較此前學

者豐富。 

上述研究提案並不侷限於諸如漢宋之爭或義理考據之爭

的傳統視野，而試圖站在一個更開闊的東亞視野，針對東亞儒

者的《論語》詮釋方法進行分析，以釐定在不同地域、不同學

派與時代儒者詮釋脈絡的異同及其蘊涵的觀念史、思想史與學

術史意義。 

四、結論 

本文從發展的觀點出發，提出東亞《論語》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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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將《論語》學作為微觀的各別儒者心路歷程，或作為宏觀

的中、日、韓、越各地《論語》學發展的歷程。在這種新的研

究方向之下，可資利用的材料至為可觀，重要書目另詳本文附

錄：〈中日韓越歷代《論語》註釋書目選編〉。 

這種作為過程的「東亞論語學」研究，與過去「作為結果

的東亞論語學」研究相較，所著重的是動態的發展過程，與過

去對某特定地域、時代或儒者的《論語》學所進行的、靜態的、

結構性的剖析，並不互相衝突。相反地，兩者之互為補充，正

是東亞《論語》學研究之所以日新又新的源頭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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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中日韓越歷代《論語》註釋書目選編 

一、 中國部分 

作 者 字 號 年 代 書 名 版 本 

皇侃  
[南朝‧

梁]488-545 
論語義疏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韓愈 字退之 [唐]768~824 論語筆解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邢昺 字叔明 [宋]932~1010 論語注疏 臺北新文豐圖書公司 

員興宗 
字顯道；

號九華 
[宋]？~1170 論語解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戴溪 字肖望 [宋]？~1315 石鼓論語答問 文淵閣四庫全書 

蘇轍 
字子由；

號潁濱遺

老 
[宋]1039~1112 論語拾遺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陳祥道 
字用之、

祐之 
[宋]1053~1093 論語全解  

朱熹 
字元晦；

號晦庵 
[宋]1130~1200 論語集註 北京：中華書局，1983 

張栻 
字敬夫、

樂齋；號

南軒 
[宋]1133~1180 癸巳論語解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鄭汝諧 
字舜舉；

號東谷居

士 
[宋]1187~ 論語意原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蔡節  [宋] 論語集說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王應麟 
字伯厚；

號厚齋 
[宋]1223~1296 論語考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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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祥  [元]1230-1306 論語辨疑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魯論  [明] 四書通義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胡廣 
字光大；

號晃菴 
[明]1370-1418 四書集注大全 文淵閣四庫全書 

章一陽  [明] 
金華四先生四書

正學淵源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徐養元 字長善 [明] 
白菊齋訂四書本

義集說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張居正 
字叔大；

號太岳 
[明]1525~1582 論語直解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王肯堂 字宇泰 [明]1549~1613 論語義府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郝敬 
字仲輿；

號楚望 
[明]1558~1639 論語詳解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焦竑 
字弱侯；

號漪園、

澹園 
[明]1540~1620 四書講錄 續修四庫全書 

鹿善繼 字百順 [明]1575~1636 四書說約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沈守正 字無回 [明]1572-1623 四書說叢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葛寅亮 
字水鑒；

號屺瞻 
[明]1601年進士 論語湖南講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寇慎 
字永修；

號禮亭 
[明] 四書酌言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釋智旭 

俗姓鐘，

字蕅益；

號八不道

人 

[明]1599-1655 論語點睛補註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喬中和 字還一 [明] 圖書衍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王國瑚 
字夏器；

號珍吾 
[清] 1592年進士 四書窮抄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王夫之 
字而農；

號薑齋 
[清]1619~1692 論語訓義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毛奇齡 
字初晴；

號秋晴 
[清]1623~1716 論語稽求篇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呂留良 
字庄生；

號晚邨 
[清]1629~1683 論語講義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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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隴其 字稼書 [清]1630~1693 續困勉錄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陳詵  
字叔大；

號實齋 
[清]1642~1722 四書述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王植 
字槐三；

號戇思 
[清]1721年進士 四書參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李塨 
字剛主；

號恕谷 
[清]1659~1733 論語傳注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任啟運 
字翼聖；

號釣臺先

生 
[清]1670~1744 四書約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陳鋐 字宏猷 [清]1691~1763 四書晰疑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夏力恕 
字觀川；

號澴農 
[清]1692-1758 菜根堂劄記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崔紀 
字南有；

號虞村 
[清]1693~1750 論語溫知錄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劉琴 字松雪 [清]1736年舉人 四書順義解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李祖惠  [清] 虹舟講義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焦循 
字里堂；

號里堂老

人 
[清]1763~1820 論語補疏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劉寶楠 字楚楨 [清]1791~1855 論語正義 北京：中華書局，1990 

劉逢祿 
字申受；

號申甫 
[清]1774~1829 論語述何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黃式三 
字薇香；

號知非子 
[清]1789~1862 論語後案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戴望 字子高 [清]1837~1873 論語注 續修四庫全書 

潘維城 字閬如 [清] 論語古注集箋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康有為 
字廣廈；

號長素 
[清] 1858-1927 論語注 北京中華書局，1984 

二、日本部分 
作 者 名字號 年 代 書 名 版 本 

林羅山 名菊松

磨；字子信 
1583-1657 論語諺解 日本國會圖書館善本 

山鹿素行 名義以；字

子敬；號素
1621-1685 論語句讀大全 山鹿素行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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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伊藤仁齋 名維楨；字

源佐 
1625-1705 論語古義 日本論語註釋全書 

中村惕齋 名之欽；字

敬甫；號惕

齋 

1628-1702 論語示蒙句解 漢籍國字解全書 

荻生徂徠 名雙松；字

茂卿；號諼

園 

1666-1729 論語徵 日本論語註釋全書 

五井蘭州 名純禎；字

子祥；蘭洲 
1696-1762 非物篇 懷德堂復刻本 

古屋愛日

齋 

名鼎； 
字公餗 

1721-1789 愛日齋隨筆 京都：愛日書院，寬政

八年木刻本 
片山兼山 名世璠；字

叔瑟；號兼

山 

1729-1782 論語一貫 京都大學圖書館藏青羅

館木刻本，未著日期 

中井竹山 名積善；字

子慶；號竹

山 

1729-1804 非徵 懷德堂復刻本 

中井履軒 名積德 1732-1817 論語逢原 日本論語註釋全書 
皆川淇園 名愿； 

字伯恭 
1734-1807 論語繹解 日本論語註釋全書 

豐島豐洲 名幹； 
字子卿；號

豐洲 

1737-1814 論語新註題辭 日本論語註釋全書 

龜井南冥  名魯； 
字道載；號

南冥 

1743-1814 論語語由 日本論語註釋全書 

豬飼敬所 名彥博；字

希文；號敬

所 

1761-1845 論語考文 日本論語註釋全書 

大田錦城 名乙之

助； 
字公幹；號

錦城 

1764-1825 論語大疏 北山先生論語說 

佐藤一齋 名坦 1772-1859 論語欄外書 日本論語註釋全書 
東條 弘 字子毅；號

一堂 
1778-1857 論語知言 日本論語註釋全書 

廣瀨淡窗 名簡； 
字子基 

1782-1856 讀論語 日本論語註釋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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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澤正志

齋 

名安； 
字伯民；號

憩齋 

1782-1863 讀論日札 日本名家四書注釋全書 

藍澤 祇  字子敬；號

南城 
1791-1860 論語私說 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

「青洲論語文庫 258」

（未刊抄本） 
安井息軒 衡；字仲

平；號息

軒、清瀧 

1799-1876 論語集說 漢文大系 

照井全都 名全都；號

一宅 
1819-1881 論語解 日本論語註釋全書 

澁澤榮一 名榮一；號

青淵 
1840-1931 論語講義 講談社學術文庫 

竹添光鴻 名光鴻；字

漸卿 
1841-1917 論語會箋 崇文叢書 

林 泰輔 名直養；字

浩卿；號進

齋；通稱泰

輔 

1853-1922 論語年譜、論語

源流、論語講義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狩野直喜 名直喜；字

子穩；號君

山 

1867-1947 論語孟子研究 美玲書房 

宇野哲人 名哲人 1874-1974 論語新釋 講談社學術文庫 
諸橋徹次  1883-1982 論語之講義 大修館書店 
武內義雄 名義雄 1886-1966 論語之研究 岩波書店 
宮崎市定  1901-1995 論語の新研究 岩波書店 
吉川幸次

郎 

 1904-1980 論語 講談社學術文庫 

金谷 治  1920- 論語 岩波書店 

三、韓國部分（以下各書皆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首爾：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88。更詳細的書目，另

詳「韓國經學資料系統」http://koco.skku.edu網站。） 

姓名 字 號 生卒年 書  名 

李 滉 字景浩；號退溪 1501-1570 論語釋義 
李 珥 字叔獻；號栗谷 1536-1584 論語釋義 
李德弘 字宕仲；號艮齋 1541-1596 論語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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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長生 字希元；號沙溪 1548-1631 經書辨疑－論語 
金守訒 字君慎；號九峰 1563-1626 論語箚錄 
鄭經世 字景任；號愚伏 1563-1633 雜著－論語 
李廷龜 字聖徵；號月沙 1564-1635 筵中啟事─論語 
朴知誡 字仁之；號潛冶 1573-1635 箚錄－論語 
趙 翼 字飛卿；號浦渚 1579-1655 雜著─論語 
李惟泰 字泰之；號草盧 1607-1684 四書答問─論語 
李 榘 字大方；號活齋 1613-1654 雜著─讀論語 
吳益升 字益升 1620-1679 雜錄－論語 
朴世堂 字季肯；號西溪 1629-1703 思辨錄─論語 

宋時烈 
字英甫；號尤庵、華

陽洞主 
1607-1689 論語或問經義通攷 

韓汝愈 字尚甫；號遁翁 1642-1709 經史記疑─論語 
李世龜 字壽翁；號養窩 1646-1700 論語問目 
林 泳 字德涵；號滄溪 1649-1696 讀書箚錄－論語 
鄭齊斗 字士仰；號霞谷 1649-1736 論語說 
李顯益 字仲謙；號正菴 1678-1717 雜著─論語說 
尹鳳九 字瑞膺；號屏溪 1681-1767 論語講說 
李 瀷 字自新；號星湖 1681-1763 論語疾書 
李 縡 字熙卿；號陶菴 1680-1746 泉上講說─論語 
魚有鳳 字舜瑞；號杞園 1672-1744 論語詳說 
韓元震 字德昭；號南塘 1682-1751 論語小註箚錄 
尹東奎 字幼章；號邵南 1695-1773 經說─論語 

李秉休 字顥協；號貞山 1710-1776 
論語稟目（附：吾道一貫

辨、論語一貫說） 
楊應秀 字季達；號白水 1700-1767 論語講說 
尹衡老 號戒懼庵 ？-？ 箚錄－論語 
李崑秀 字星瑞；號壽齋 1762-1788 論語講義 

金元行 
字伯春；號渼湖、雲

樓 
1702-1772 渼上經義─論語 

宋文欽 字士行；號閒靜堂 1710-1752 論語疑義 

宋德相 字叔咸；號果庵 ？-1783 
經義問辨─論語 

（附：論語箚疑） 
任聖周 字仲思；號鹿門 1711-1788 經義─論語 
安鼎福 字百順；號順庵 1712-1791 經書疑義─論語 
金謹行 字敬甫；號庸齋 1712-？ 論語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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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鳳來 字來伯；號九龍齋 1717-1799 四書通理─論語 
金鍾厚 字伯高；號本庵 ？-1780 箚錄─論語 

柳長源 字叔遠；號東巖 1724-1796 
四書纂註增補─論語 

（附：小註考疑─論語） 

魏伯珪 
字子華；號存存齋、

存齋、桂巷 
1727-1798 讀書箚義─論語 

金 熹 字善之；號芹窩 1729-1800 經筵論語講義 
洪大容 字德保；號湛軒 1731-1783 四書問辨─論語問疑 
趙有善 字子淳；號蘿山 1731-1809 經義─論語 
柳匡天 字君弼；號歸樂窩 1732-1799 御製經義問對─論語 
朴胤源 字永叔；號近齋 1734-1799 論語箚略 
魚周賓 字景國；號弄丸堂 1736-1781 論語說 
金相進 字士達；號濯溪 1736-1811 雜著─論語 

崔左海 
字伯下；號山堂、草

堂、龍巖、尚志、乃

菴 
1738-1799 

五書古今注疏講義合纂─

論語 

金龜柱 字汝範；號可菴 1740-1786 論語箚錄 
奇學敬 字仲心；號謙齋 1741-1809 御製經義條對─論語 
高廷鳳  1743-1822 御製經書疑義條對─論語 

李元培 字汝達；號龜巖 1745-1802 
經義條對─論語 

（附：論語小註記疑） 

金履九 
字元吉；號自然窩、

贊善 1746-1812 雜識─論語 

徐瀅修 字汝琳；號明臯 1749-1824 講義─論語 

釋惠藏 
字無盡；號蓮坡、兒

庵 1772-1811 鍾鳴錄─論語 

正 祖  1752-1800 經史講義─論語 
沈就濟 字子順；號謙窩 1753-1809 論語說 
李書九 字洛瑞；號惕齋 1754-1825 論語講義 
金羲淳 字太初；號山木 1757-1821 講說─論語 
尹行恁 字聖甫；號方是閑齋 1762-1801 薪湖隨筆─論語 
丁若鏞 字美庸；號茶山 1762-1836 論語古今註；論語手箚 
趙得永 字德汝；號日谷 1762-1824 講說─論語 
吳熙常 字士敬；號老洲 1763-1833 雜著─論語 
姜必孝 字仲順；號海隱 1764-1848 時習錄─論語 
姜彝天 號重庵 1768-1801 講義─論語 
柳健休 字子強；號大埜 1768-1834 東儒四書解集評─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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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輔 字穉秀；號竹坡 1770-1856 魯論夏箋 
李漢膺 字仲模；號敬菴 1778-1864 論語箚疑略 
崔 琳 字贊夫；號畏窩 1779-1841 論語四勿 
金魯謙 號性菴 1781-？ 四書問─論語 
鄭裕昆 字德夫；號晚悟 1782-1865 隨得錄─論語 

崔象龍 字德容；號鳳村 1786-1849 
四書辨疑─論語 

（附：經書八圖─第三論語

圖） 
李恒老 字而述；號華西 1792-1868 雜著─論語 
奇正鎮 字大中；號蘆沙 1798-1876 答問類編  論語 
金在洛 字大淑；號養蒙齋 1798-1860 論語演義 
韓運聖 字文五；號立軒 1802-1863 論語原思 
申弼欽  1806-1866 讀論語箚錄 
林宗永 字美汝；號松塢 ？-1875 經旨蒙解─論語 
南秉哲 字子明；號圭齋 1817-1863 讀書私記─論語 
李象秀 字汝人；號峿堂 1820-1882 論語筆程 
李瑀祥 字禹王；號希庵 純祖-高宗 論語學而篇總論 
朴文一 字大殊；號雲菴 1822-1894 經義─論語（附：問目） 
盧佖淵 字漢若；號克齋 1827-1885 四書攷略─論語 
金興洛 號西山 1827-1899 論語箚疑 
徐基德 號石南居士 1832-？ 論孟經義問對─論語 
柳重教 字穉程；號省齋 1821-1893 論語說．論語講義發問 
張錫英 字舜華；號晦堂 1851-？ 論語記疑 
李壽安 字可允；號梅堂 1859-1921 經說─論語 
許 薰 字舜歌；號舫山 1836-1907 李寒洲論語箚義辨 
田 愚 字子明；號艮齋 1841-1922 讀論語 
李 嶔 字峙穆；號桂陽 1842-1928 經義問對─論語 
柳麟錫 字汝聖；號毅庵 1842-1915 經傳講義─論語 
安泰國 字舜卿；號暘谷 1843-1913 論語箚記 
吳麟善 號絅庵 1841-1905 論孟講錄─論語 
郭鍾錫 字鳴遠；號俛宇 1846-1919 茶田經義答問─論語 
李 埈 字伯欽；號槐園 1812-1853 論語雜錄 

朴文鎬 字景模；號壺山 1846-1918 
論語集註‧集註詳說 
（附：論語或問） 

鄭灝鎔 字護汝；號竹逸 1855-1935 雜著─論語 
安在極 字箕五；號思菴 1879-1940 雜著─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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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瓊錫 字孔彥；號醒齋 1892-1949 論語箚疑 
申晟圭 字聖日；號遜庵 1905-1971 論語講義 
鄭載圭 字厚允；號老伯軒 1834-1911 論語箚錄 
任百禧 字天佑 1765-? 講義─論語 
車 鴻  活躍於 1860前後 經義問答─論語 
鄭時林 號月波 ?-1912 答問篇─論語 
沈大允 字晉卿 1843-1911 論語 

四、越南部分（輯自劉春銀等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編著者 書  名 成書年代 說  明 

范立齋 論語愚按 約 1781年 對《論語》的註釋和評論；

內容主要關於孔子師弟之言

行。 
未詳 論語正文小對 約 1889年 取材於《論語》的四言對聯

集。 
膺脭 論語菁華幼學 約 1914年 《論語》摘要，童蒙教科書。 
黎文敔 論語節要 未詳 《論語》摘要 

未詳 論語節要 約 1927年 《論語》分類摘要 
未詳 論語制義 未詳 廷試經義文集 
未詳 論語習業 未詳 經義文集 

未詳 論語精義 未詳 考試用書 
未詳 論孟策段 未詳 又名《論孟策附性理》。考

試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