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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引言 

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是汉语音韵学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在语音构拟、等

韵图发展史等研究领域中具有独特的价值。该书对等韵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

多见于明清等韵图的语音术语、序言等资料，如明代乔中和《元韵谱》（1611）、吴继仕《音

声纪元》（1611）、清代林本裕《声位》（1708）、潘耒《类音》等。
1
该书不但在中国，而且在

朝鲜的自然科学、历史学、易学等各种方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语音方面的影响极大。

本文着眼于《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在朝鲜的流传，依据《朝鲜王朝实录》追溯《皇极

经世书》的输入过程，介绍受到该书的影响的朝鲜音韵学文献，如徐敬德《花谭集》、崔锡

鼎《经世训民正音图说》、申景俊《训民正音图说》、黄胤锡《理薮新编》等。此外还探讨了

《皇极经世书》研究在韩国的现状和前景。 

一、《皇极经世书》在朝鲜传播的历史 

《皇极经世书》在朝鲜的传播史与《性理大全》有密切的关系，依据《朝鲜王朝实录》，

朝鲜早期输入的《皇极经世书》即是《性理大全》中收录的版本。《性理大全》是明代胡广

等奉敕编辑的宋明理学的主要著作之一，该书自世宗朝开始正式输入朝鲜半岛，逐渐传播并

影响朝鲜学术的各个方面，成为李朝文人学习宋明理学的必读书之一。《朝鲜王朝实录》中

关于《性理大全》输入和传播的最早记载见于世宗 1年及世宗 8年，如下
2
：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6 卷，世宗 1 年 12月 7 日，丁丑条（1419 年，明永乐 17 年）：敬

宁君裶、赞成郑易、刑曹参判洪汝方等回自北京。… 一日，诏裶陞殿上，帝降御座，临立裶所

跪处，一手脱帽，一手摩髻曰：“汝父汝兄皆王，汝居无忧之地，平居不可无所用心。业学乎？

业射乎？宜自敬愼读书。”特赐御制序新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及黄金一百两、白金

五百两、…。 

 

世宗 1年 8月 25 日敬宁君李裶、郑易、洪汝方等出使北京拜访中国朝廷，
3
世宗 1年 12

                                                   
1 李无未《汉语音韵学通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p.221.“等韵学理论是有两个来源的，

一个是印度悉昙章及其相关的一些声音理论，一个就是周易文化以及汉代以来的阴阳五行等术数思想。… 

二是以“音有定位，音有定数”的理论为指导来构制等韵图，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明代乔中和的《元韵谱》、

吴继仕的《音声纪元》、清代林本裕《声位》、潘耒的《类音》。乔中和认为“声出于天、音生于地、韵成于

人”，吴继仕认为“一因天地自然之元，尽音声一定之数”，林本裕认为“包天地万物之声，不论字之有无，

有其声即有其位”，潘耒认为“字造乎人而音出乎天”，这些人都深受邵雍《声音唱和图》的影响，在制作

韵图时以“音有定数“的观念作为指导；…。” 
2 关于《皇极经世书》的传入情况，也可以参考李崇宁（1969）“《皇极经世书》의 李朝后期 

言语硏究에의 影响”。 
3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 5，世宗 1 年 8 月 17 日己丑条（1419 年，明永乐 17 年）：上王及上幸太

平馆,设下马宴。俨谓上王曰：“遣谁谢恩乎？”上王曰：“吾有四子，长子在外，次子患病，第三子为今国

王，第四子早死。又有二子，皆非正妃所生，不敢差遣。且有女婿四人，长三人，皆已朝见，末婿南辉未

见，故今欲遣之。”俨曰：“圣上之待朝鲜，未有如今日之厚，非亲王子，不可遣也。虽非正妃所生，亦亲

王子耳。”上王曰：“末子年幼，当遣敬宁君裶。”即命裶行酒，乃罢还宫。；世宗 1 年 8 月 25日丁酉条(1419



月 7日敬宁君等从北京返回朝鲜，这是《朝鲜王朝实录》中初次出现有关《性理大全》的记

载。虽然从世宗 1年到世宗 7年之间，没有出现《性理大全》传入朝鲜的确切记录，但世宗

7年 10月 15日曾传旨忠清、全罗、庆尚道监司，进献刊印《性理大全》与四书五经所需的

纸张。
4
我们推测，传旨中计划刊印的《性理大全》与四书五经可能是敬宁君从北京带来的。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34 卷，世宗 8 年 11 月 24 日，癸丑条（1426 年，明宣德 1

年）：进献使佥摠制金时遇，奉勑而回，上出迎于慕华楼如仪。其勑曰：勑朝鲜国王。今赐王

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一部共一百二十册、《通鉴纲目》一部计十四册，至可领也。上御庆

会楼下宴慰，仍赐鞍马，百官行贺礼。初尹凤之回也，上请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宋

史》等书籍，时遇之还，帝特赐之。 

世宗 8年 11月 24 日，金时遇从北京将《性理大全》回朝鲜，这是《性理大全》正式传

入朝鲜半岛的最早记载。此后，该书被奉为“议论精通，众说该备，诚学者所当熟玩”。
5
 

对《性理大全》的这种关注，与统治阶层的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宋明理学是在排斥佛

教的背景下形成的思想，其中包含了道教、佛教、儒教等多种思想的因素。宋明理学于高丽

末期传入朝鲜，彼时高丽长期保持正统地位的佛教衰落，宋明理学正切合了“丽末鲜初”时

期的历史背景，因而深受统治者重视。在“斥邪论”、“斥佛论”的背景下，朝鲜李朝以宋明

理学立国，并将其推崇为正统思想。在朝鲜王朝建立到衰落的五百余年间，宋明理学始终保

持着这一地位。
6
 

由于《性理大全》内容恢弘有容，精深微妙，传入朝鲜十年，仍少有尽解《性理大全》

的学者。《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记载如下：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 39，世宗 10 年 3 月 2 日，甲申条（1428 年，明善德 3 年）：轮

对，御经筵。上谓集贤殿应教金墩曰：“《性理大全》书，今已印之，予式读之，义理精微，未易

究观。尔精详人也，可用心观之。”墩曰：“非因师授，未易究观，然臣当尽心。”上曰，“虽欲得

师，固难得也。” 

 

世宗 14 年 2 月 6 日，在经筵
7
开始讲论《性理大全》；世宗 15 年 12 月 13 日，《性理大

全》第三次传入朝鲜。
8
因为该书中包含《皇极经世书》，因而也可以说这是《皇极经世书》

的第三次传入。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 15 年 12 月 13 日，壬戌条（1433 年，明宣德 8 年）：千秋使

                                                   

年，明永乐 17 年)：上王以时服，上以冕服，率群臣，拜谢恩表笺于寿康宫。上王谢恩使敬宁君裶，主上

谢恩使郑易、副使洪汝方奉表笺以行。上幸慕华楼饯裶等，上王亦遣孝宁打君補饯之。命馈随驾宰枢及赴

京从事官等于楼下，日暮还宫。… 
4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 30，世宗 7 年 10 月 15 日，庚辰条（1425 年，明洪熙 1 年）：传旨忠

清、全罗、庆尚道监司：“欲印《性理大全》、五经四书，其册纸给价换楮，忠清道三千帖、全罗道四千

帖、庆尚道六千帖，造作以进。” 
5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 34，世宗 8 年 12 月 8 日，丁卯条（1426 年，明宣德 1 年）：御经筵。

检讨官偰循启曰：“臣见皇帝所赐《性理大全》，其文似倣於真西山《甲集》，议论精通，众说该备，诚学

者所当熟玩也。原刊行广施，使登科年少之儒习读，研穷理学。且为文章者，必精於理学，乃能大达。”

上曰：“然。吾见《甲集》，议论通畅，诚可熟玩，然非独《甲集》、《乙集》亦好。” 
6 李虎.《浅议朝鲜朱子学特性及其演变》[J]. 延边大学学报，2000,33（3）：51-53. 
7 高丽、朝鲜时期，为国王讲经书和王道的活动。 
8 同一年，《明史·朝鲜列传》宣德 4 年，即世宗 8 年有赐予《性理大全》的记载：祹奏遣子弟詣太學或

遼東學, 帝不許, 賜五經·四書·性理·通鑑綱目諸書。 



朴安臣传写赍来敕书二道，先使通事金玉振驰启，… 今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

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王其体朕至怀。… 

 

世宗朝经筵上讲习《性理大全》的记载中，并未提及是否修读《皇极经世书》的相关事

实。成宗 11年 11月 20日记载了在经筵上谈论讲习《皇极经世书》，记载如下：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卷 122，成宗 11 年 10月 20 日，丙寅条（1480 年，明成化 16年）：

御经筵。讲讫领事李克培、知事姜希孟启曰：“《资治通鉴》，史家之根本，《性理大全》，理学之

渊源，此二书，不可不讲也。然《性理大全》，幽《皇极经世书》、《律吕新书》，其奥义微旨，非

人人所能解也，请择弘文馆员之英敏者，预习进讲。”上曰：“然。” 

 

文中记载，由于书中内容精微奥妙，到成宗朝时，朝鲜学者中已罕有人能够理解《皇极

经世书》与《律吕新书》，于是造成了讲论的困难，要预习其内容才可以进讲。
9
  

为了突破这些难点，前往中国的朝鲜使臣试图搜集与《皇极经世书》有关的资料。《朝

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记录了中宗 25年 12月崔世珍从北京将《皇极经世书集览》带回朝

鲜一事；中宗 34年 5 月，崔世珍又进上了《皇极经世书说》；中宗 37年 5月金安国建议刊

印《皇极经世书说》。
10
 经过这些学者的不断努力，如上的状况在十六世纪以后，特别是

崔世珍传入《集览》与《书说》后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也成为徐敬德《花谭集》出现

的背景。 

 

二、《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在朝鲜的影响 

《皇极经世书》在朝鲜广泛流传之后，其内容对于朝鲜的理学、自然科学、社会观念等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1
其中，《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的语音思想也对朝鲜的音韵学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朝鲜早期《训民正音解例》中出现的阴阳刚柔、加一倍论、三才论

等，都是《皇极经世书》中的主要观念。《东国正韵·序》中说，“温公著之於图，康节明之

於数，探赜钩深”，评价邵雍的贡献是对“议论既众，舛误亦多”的想法进行了整理。到了

朝鲜中期，在对《皇极经世书》的理解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更出现了一批继承、传播

                                                   
9 《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中宗 8 年 9 月 24 日，己丑条（1513 年明正德 8 年）：礼曹判书金应箕、大

提学申用漑等，请令金世弼、金安国、柳云、成云、金扬震、洪彦弼等，常与弘文馆官员，讲习《性理大

全》内《皇极经世书》、《易学启蒙》、《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于弘文馆，有难解处，质问于先觉处，

及其进讲时，更选精熟者，使之进讲，上曰：“可。” 
10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卷 70, 中宗 25 年 12 月 20 日，丙子条（1530 年明嘉靖 9 年）：佥知中枢府

事崔世珍，以《皇极经世书集览》，进上曰：“《皇极经世书》，附《性理大全》，而学者病不能尽解其意，必

因集览后，可得尽解矣。臣赴京求印本，而未得知，幸得书本而献焉。臣以此书示之於李纯，纯曰：‘有通

晓处，又有难晓处。’云。请以弘文馆官员，校正开刊，藏之本馆何如？”，传曰：“可”；《朝鲜王朝实录·成

宗实录》卷 90, 中宗 34 年 5月 17 日，甲申条（1539 年明嘉靖 18 年）：副护军崔世珍以《大儒大奏议》、

《皇极经世书说》。进献曰：“《大儒大奏议》，虽皆古文，然新撰裒集，宜人君所当观鉴。《皇极经世书说》，

亦我国所无敢献，请刊行，使人人皆得见之。”传曰：“知道。”…; 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 98，中

宗 37 年 5 月 7 日，丁亥条（1542 年明嘉靖 21 年）：礼曹判书金安国书启可印书册曰，“…《皇极经世书

说》，乃皇朝朱隐老所著，发明邵书，考究有据，议论亦畅，实邵书之羽翼。…” 
11 继承邵雍思想的朝鲜史书有《皇极经世书东史補编通载》、《经世指掌》（1758）等；自然科学与易学方

面，有张显光(1554-1637)《易学图说》(1645)、崔锡鼎(1646-1715)《九数略》(1700)、郑齐斗（1649-

1736）《霞谷文集》<璇元经学通考>、<河洛易象>（1856）、金锡文(1658-1735)《易学二十四图解》

(1697)、徐命膺(1716-1787)《先天四演》等文献。 



邵雍思想理论的学者。朝鲜中期继承邵雍思想撰写的著作有，崔锡鼎《经世训民正音图说》

(1678)、申景俊《训民正音韵解》(1750)、黄胤锡《理薮新编》(1774)等。 

与《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有继承关系的朝鲜音韵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花谭集》 

徐敬德的《花谭集》（1605）是最早讨论邵雍的语音思想的著作，其中与《声音唱和图》

相关的篇目包括<皇极经世声音解>、<跋声音解未尽处>、<皇极经世书数解>、<六十四卦方

圆之图解>等。<皇极经世声音解>解释了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的内容，<跋前声

音解未尽处>是借用跋文形式补充说明声音符号，两篇皆是在《皇极经世书》的基础上辅以

徐敬德的分析；而<皇极经世书数解>与<六十四卦方圆之图解>则是对《皇极经世书》的内容

进行注解。 

徐敬德对<皇极经世声音解>的看法与中国学者邵伯温、钟过等形似，同时又有一些个人

的创见。其一，邵雍用阴阳、刚柔、动静解释天地，而徐敬德用气质的概念解释天地。
12
其

二，《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的特点之一是用“声”来代表韵母，“音”来代表声母，这

事实上是与传统的等韵学术语相悖的。而徐敬德在解释邵雍的韵图时，还原了这组术语的本

来含义。第三，邵雍用太阳、少阳、太刚、少刚解释<正声图>的体数，太阴、少阴、太柔、

少柔解释<正音图>的体数，而徐敬德仅使用了“阴体数”与“阳体数”两个概念进行分析。
13
第四，关于日月星辰，邵伯温用“元会运世”的概念解释日日声、日月声等，而徐敬德则

使用阴阳的概念加以解释。
14
 

虽然《花谭集》不是等韵文献，但该书是朝鲜《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研究的滥觞。

之所以重视徐敬德，主要是由于他不仅能够理解和解释《皇极经世书》，而且能够对《声音

唱和图》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经世训民正音图说》 

徐敬德《花谭集》问世以后，有些朝鲜学者从《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的角度解释

“训民正音”，按照《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的模式制成等韵图。崔锡鼎的《经世训民

正音》（1678）即是其中之一。《经世训民正音》现由日本京都大学河合文库收藏，韩国延世

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于 1968 年将该书影印出版，题为《经世训民正音图说》，也可称为

《经世正韵》、《经世正音图说》、《经世正韵图说》等。全书由乾、坤两册构成，其内容收录

经世正韵序说、训民正音、十七声分配初声图、十一音取象八卦图、声分清浊图、音分辟翕

                                                   
12 关于这些问题也可以参考姜镐天(1993)、沈小喜（2013）。《花谭集·皇极经世声音解》：天有阴阳大小异

气，地有刚柔大小异质，气变於上而象生焉，质化於下而形具焉。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形於地，

象动於天而万时生，形交於地而万物成，时之与物有数存焉…；《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之一》： 

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成焉，刚柔尽而四维成焉，夫四时四维者，天

地至大之谓也。 
13
《花谭集·皇极经世声音解》：三个黑圈，列於每声之下者，即所去阴体数四十八也，…；发、收、闭三

音之调，皆开音四调之之变也，黑圈之方，即所去阳体数四十，是为无音者也。…；《皇极经世书·声音唱

和图》：邵伯温曰，太阳之数十，少阳之数十，太刚之数十，少刚之数十，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数凡

四十。太阴之数十二，少阴之数十二，太柔之数十二，少柔之数十二，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数凡四

十有八；《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之十一》：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本数四十，太阴、少阴、太柔、少柔

之本数四十有八。 
14
《花谭集·皇极经世声音解》中徐敬德解释“日日声，阳之阳也。日月声，阳与阴也。日星声，太阳中

少阳也。日辰声，太阳中之少阴也”。《皇极经世书》邵伯温的注释中解释“日日声，即元之元，日之日

也，日月声，即元之会，日之月也，日星声，则元之运，日之星也，日辰声，则元之世，日之辰也，自余

皆可以类推之也”。 



图、律吕相乘配合成字图、终声十六、声分平上去入图、音分开发收闭图、训民正音凖皇极

经世四象体用之数图等。 

《经世训民正音图说》全书呈现浓厚的邵雍的思想与易学的影响，如加一倍论，四象论，

声音的算法等。卷首收录<训民正音>，其后崔锡鼎在注释中按照御制谚文二十八字（即“列

宿之象”）将初声十七字分为牙、舌、唇、齿、喉音等五音，再分为角、徵、宫、商、羽，

这种初声分类与《训民正音解例》一致。另外，崔锡鼎还解释了这十七字与“三才之象”的

关系，将初声字母分为“浮、中、沉”三类：见、端、帮、精、影等声母属于沉，溪、透、

滂、清、晓等声母属于中，疑、泥、明、心、喻等声母属于浮，来、日二母属于变宫变徵。 

对于中声十一字，崔锡鼎沿用了《皇极经世书·经世衍易图》以“太极、两义、八卦之

象”图解中声的做法，编制了<十一音取象八卦图>。<十一音取象八卦图>与<经世衍易图>的

不同点在于四象。<十一音取象八卦图>中没有“四象”，崔锡鼎加注说明 ‘ㅏ，ㅓ，ㅗ， 

ㅜ’就是四象。<音分辟翕图>则是按照辟翕分类出中声的图表，其原理与“四象生八卦”、

“三才论”相同。从“一辟、二翕、三辟、四翕”十六字推衍出余下的十六字，合为中声三

十二字。此外，崔锡鼎认为甲乙二宫归于‘ㆍ’，丙丁二宫归于 ‘ㅡ’，戊己庚辛四宫 

归于‘ㅣ’，由‘ㅡ，ㅣ，ㆍ’构成“三才之象”。终声十六字是从初声字中除去次清、纯

浊得出的十二字加上四个“二合之字”的结果。 

在上述的基础上，崔锡鼎将初声二十四乘中声三十二得到七百六十八，这与声韵拼合表

<律吕相乘配合成字图>中的字数相应；接着，再以七百六十八乘终声十六，得到一万二千二

百八十八，即崔锡鼎得出的“万物之数”。这个结果，与邵雍算出的（289，816，576）有差

异。 

<训民正音准皇极经世四象体用之数图>是模仿《皇极经世书》中正声图与正音图并加以

修改而编成的韵图，二者在具体字数上有一定差异。具体来说，崔锡鼎的正声图有九十八处

有字，四十个●字（虚位），二十二个○字（有声无字）；正音图有八十三字，四十八个●字

（虚位），六十一个○字（有音无字）。而邵雍的正声图中共有八十三字，四十八个●字，二

十九个○字；正音图中有一百三十二字，四十个■字（虚位），二十个□字（有音无字）。这

种差异与作者的语音观有关，崔锡鼎认为邵图中用字“只据见在俗音”，于是“今依古音，

增损更定”。 

在以上韵图的基础上，崔锡鼎编制了<声音律吕唱和全数图>。该图是按照训民正音排列

的汉字音韵图，占据了《经世训民正音图说》全书大部分的内容。<声音律吕唱和全数图>共

有三十二幅韵图，由内、外各八摄构成：“外八摄”为一过、二壮、三泰、四观、五解、六

井、七剥、八谦，“内八摄”为一豫、二蒙、三履、四晋、五颐、六恒、七复、八临。“内八

摄”与“外八摄”名称皆取自八卦，可以明显地看出邵雍影响的痕迹。每个韵图按角、徵、

宫、商、羽、半徵半商等六音再分为清、浊，排列 24 行，纵分四栏标记中声，表格的左旁

附注终声标记。总的来说，在等韵术语与等韵图模式上，该书受到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

唱和图》的极大影响。 

（三）、《训民正音韵解》 

《经世训民正音图说》之后，借助《皇极经世书》的理论辨析训民正音的等韵图著作还

有《训民正音韵解》。《训民正音韵解》是申景俊 1750年编撰的一部韵图，又称《韵解》、《训

民正音图解》、《韵解训民正音》等，现藏于韩国崇实大学韩国基督教博物馆。 

《训民正音韵解》对训民正音中初声、中声、终声的生成原理进行了解释，运用的主要

概念来自易学中的象形说与生成理论。在《训民正音韵解》中贯穿的思想包括易学以及《皇

极经世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但与崔锡鼎《经世训民正音图说》又有一定的差异。 

《训民正音韵解》在卷首收录<训民正音>，并以谚文注音。其后申景俊模仿《皇极经世

书·声音唱和图》中<正声·正音图>的体例制成<经世声音数图>。虽然二者的总字数相同，



15
 但事实上，<经世声音数图>在韵图的具体内容，有字无字的位置安排等方面，与邵雍编制

的原韵图有很大差异。 

申景俊按照邵雍的算法计算<原声音之术>，其内容与邵伯温的注释及《皇极经世书·观

物内篇之十一》大体相似，只是申景俊将“动植之用数”与“动植之通数”中的“动植”改

成“声音”。邵伯温在注释中说，“一物有一声，有声则有音，有律则有吕，故穷声音律吕以

穷万物之数”，申景俊可能是依据这一逻辑对术语进行了修改。 

在<经世声音数图>中，作者从易学的角度对初、中、终声加以阐释，同时也引用了象数

论，并加入了自己的创见。具体来说，<初声配经世数图>将初声分为十二类，再分为水火土

石，共四十八，除去□、■有三十六；<中声配经世数图>将中声分为十类，再次分为日月星

辰，共四十，除去●有二十八。两幅图都模仿邵雍的<正声正音图>制成，列出初声与中声。

<初声图>是结合五行、方位、层位解释初声，
16
<中声图>则是用太极、阴阳、方位等思想说

明中声各个字母的意义。
17
 

《训民正音韵解》中的汉字等韵图与《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相比也有一些不同之

处。该书汉字等韵图由开口正韵第一章、开口副韵第二章、合口正韵第三章、合口副韵第四

章构成，
18
横行分三十六声母，纵排列中声。申景俊的韵图脱胎于纵排列四等，而每张图列

出的中声的数字不同，需要查看每张图后附的分韵之后才能理解每张韵图的韵部情况。该图

在体裁方面受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的影响不大，仅借用了邵雍的术语与概念。 

（四）、《理薮新编》 

《理薮新编》（1774）是黄胤锡编撰的一种类书，收录语言学，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

的内容。该书中有“太极理气”之说、“洪范经世之学”、“历闰之法”，还包括对地理、天文、

算学、训民正音以及中国音韵学等相关历史的记载。黄胤锡编纂该书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理解

圣贤的思想以及万物的道理。书名中“理薮”的“理”是探究宇宙与人生的基本原理的理学，

“薮”是事物所归纳与集中之处，“理薮”就是理学的集合，物理的渊源。
19
该书的成书意图

与《经世训民正音图说》和《训民正音韵解》相似，都是试图用易理研究万物，但其性质又

与后两者有一定的差异。这是因为《理薮新编》的编撰目的不是解释语音，而是研究易理，

收录与“物理”之学有关的知识，尤其可以看到，数学知识占据了《理薮新编》全书很大的

篇幅。 

有关<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的内容载于《理薮新编》第九及第十二卷。其中第九卷收录

徐敬德《花谭集》中与《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有关的部分。第十二卷中，收录了《性

理大全》本《皇极经世书》的大部分内容，比如<八卦图>、<正位图>、<六十四卦图>和<经

世四象体用之数图>
20
等；此外，还有《性理大全》本《皇极经世书》中阙收的<经世天地四

                                                   
15 正声图 160 字，正音图 192 字。 
16
<五音所属>宫之ㅇ,其卦坤，其数二，其方未，其气立秋，其风凉，其声函胡，其音浊，其器土，…;<清

浊>…盖阳轻而阴重，阳浮而阴沉，清浮者为清，而重沉者为浊，以数言之，清奇而浊耦，故轻重数之，

一三轻，二四浊，以象言之，清天而浊地，故声於天，而水土清，生於地而火石浊，…。 
17 <圆图>中之○，太极也。太极动而ㅡ阳生为ㆍ，天一之象也，居北静，而ㅡ阴生为ㆍㆍ，地二之象也， 

居南，…;<辟翕>阳开而阴翕，故数之，一、三为辟，二、四为翕，象之日、星为辟，月、辰为翕，辟翕

分而为开发收闭，…。 
18 <方圆>开者，开口正韵也，发者，开口副韵也，收者，合口正韵也，闭者，合口副韵也。…又 分 之 

則 ‘ㆍ’ 爲 開, ‘ㅡ’ 爲 發, ‘ᆢ’爲 收, ‘ㅣ’爲 閉, ‘ㅗ’爲 開, ‘ㅜ’ 爲 發, ‘ㅛ’ 

爲 收, ‘ㅠ’ 爲 閉。 
19 李崇宁.《理薮新编·理薮新编解题》. 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5：i-vi. 
20
  <经世四象体用之数图>：一百六十位去●，四十八位，余百十二位，正声属天，四声各有辟翕，下唱地

之音，○属天，故为律，为阳，为刚，为唱，为声；一百九十二位去■，四十位，余一百五十二位，正音属

地，四音各有清浊，上和天之声，□属地，故为吕，为阴，为柔，为和，为音；正声一百六十位，正音一百



象图>。作者在图表中进行相关标注和解释的同时，还附上了标有注音与《字典》韵摄的<正

声·正音图>。该图表虽然不是黄胤锡独创的作品，但其在图表的注音与分摄上的标注，对

于帮助我们理解十八世纪朝鲜学者对汉语音韵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上的三部书，是在《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模式的基础上，加入了朝鲜学者的语

言观、哲学观而完成的。《经世训民正音图说》成书于 17 世纪，《训民正音韵解》与《理薮

新编》完成于 18世纪初，通过对比几部著作在标注上的差异，可以了解从 17 世纪到 18 世

纪的语音变化。 

 

三、余论 

邵雍《皇极经世书》约十五世纪传入朝鲜，成为朝鲜李朝时期学习宋明理学的必读书之

一，因其内容精深微妙，给当时的文人造成了不少理解上的困难。直到十六世纪以后，朝鲜

学者对邵雍思想的理解才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周世鹏在《竹溪志·六贤歌》中盛赞

朝鲜留学者崇拜的对象——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韩琦、范仲淹等，其中便着重

提到了邵雍。李耳也评价邵雍： 

 

《栗谷全集·杂著·易数策》卷十四，若其生于千载之下，得契四圣之心，学究天人，通乎性理者，其惟

邵子乎。邵子之学，出自陈希夷，而独知之玅，则青出於蓝而青於蓝者也。 

 

邵雍思想对后世的贡献不仅局限于儒学领域，在自然科学、易学、语音等方面也影

响深远。纵观朝鲜时代，邵雍在语音学方面的影响尤为引人瞩目。《训民正音解例》和

《东国正韵·序》中呈现出《周易》、邵雍、朱子等的易学思想；徐敬德《花谭集》中的

<声音解>和<跋声音解未尽处>对《声音唱和图》的语音问题进行了研究；此后，又出现

了崔锡鼎《经世训民正音图说》、申景俊《训民正音韵解》、黄胤锡《理薮新编》等与《皇

极经世书》语音思想相关的文献。 

在韩国，早期的《皇极经世书》研究主要着眼于《皇极经世书》与上述的朝鲜音韵文献

的关系，围绕“与训民正音有怎样的关系”、“对朝鲜语学的影响”等问题展开。另一方面，

也从近代汉语发展史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21
《皇极经世书》成书于中国宋代，该书不但在中

国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其深刻的影响也远及朝鲜半岛，并贯穿整个朝鲜王朝。然而，相对

其价值，目前对《皇极经世书》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皇极经世书》，

还应当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继续发掘在韩国流传的《皇极经世书》版本，并与已知版本进行比较研究，探讨

其传播过程。学界对于韩国《皇极经世书》传播过程的研究，主要依据《朝鲜王朝实录》。

《皇极经世书》最早随《性理大全》传入朝鲜的事实已经基本确定，然而，其全本传入的确

切时间仍然未知，版本之间的关联和异同，以及此后该书在朝鲜半岛的流传过程也不明确。

此外，17-18世纪朝鲜学者参考的《皇极经世书》版本的研究也尚未进行。版本与传播过程

                                                   

九十二位，合三百五十二位，去不用之四十八及四十，余二百六十四位，是为声音字母。  
21 在韩国，《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皇极经世书》文献研究，一类是

《皇极经世书》语音研究。文献研究方面，目前的成果有：俞昌均（1965）在对《东国正韵》以及与其相

关的音韵文献的研究中，涉及了《皇极经世书》；李崇宁（1969）探讨了收录《皇极经世书》的《性理大

全》的传入情况，并介绍了受到《皇极经世书》影响的著作；俞昌均（1989）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指出

《皇极经世书》对朝鲜产生极大影响的原因，主要与世宗朝的语言政策有关；此外，权宅龙（1987）也谈

到了《皇极经世书》与朝鲜韵学之间的关系。语音研究方面，主要有：吴吉龙（1991）从近代语音变化的

角度理清《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的音系性质；李敦珠（2004）认为《皇极经世书》语音体系以宋代

开封、洛阳地区的语音为基础，提出应在邵雍韵图反映开封、洛阳地区口语音的假设下，研究<正声·正

音图>中的用字；沈小喜（2005）以邵雍的语音观为基础进行考察，认为《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可

能是立于梵语体系的韵图。 



的研究是《皇极经世书》研究的基础，也是展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条件。 

第二、理清《皇极经世书》影响下的朝鲜学者之间的谱系关系。邵雍《皇极经世书》对

朝鲜语学的影响毋庸置疑，然而对于其传承过程中的谱系关系尚未进行考察。比如，申景俊

与黄胤锡是同时代人，两位学者之间是否有交流？李崇宁（1975）提到，《理薮新编》文本

中有部分内容，是作者参考了申景俊的研究并加以修订的结果，关注这一点对于梳理这些著

作的谱系关系会有很大帮助。此外，对于 17-18世纪及其后的学脉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从跨学科的角度对邵雍《皇极经世书》进行整体全面的研究。传统上，各学科对

《皇极经世书》的研究基本局限于自身的领域之内，如在汉语音韵史方面，对《皇极经世书》

的研究主要是从音韵构拟的角度探讨其价值；从韩语发展史角度着眼，则重点研究该书对训

民正音、朝鲜韵书等文献的影响。事实上，《皇极经世书》也是科学书，其中包含了作者的

宇宙观与朴素的自然观，也涉及易学等哲学思想。因此，对于《皇极经世书》的研究，要跨

学科、多角度、全面地进行，才能得出合理有效的研究成果。 

第四、挖掘与《皇极经世书》相关的其他文献。韩国学界对《皇极经世书》影响下产生

的韵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崔锡鼎《经世训民正音》、申景俊《训民正音韵解》、黄胤锡《理

薮新编》等三部。事实上，在黄胤锡之后，尤其是 17到 18世纪与《韵解》、《理薮新编》同

时代的其他文献中，也有很多和《皇极经世书》相关的著作。这些文献对于我们从历时与共

时的角度研究《皇极经世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挖掘，以期在《皇

极经世书》研究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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