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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東方哲學 

 13 東方哲學 

Oriental philosophy 
 

131.28 現代和學者 130 東方哲學總論 
 大國隆正(1792-1871)、

元田永孚(1818-1891)等入

此 

131 日本哲學 Japanese 

philosophy 

131.3 儒學 Confucianism 131.1 日本主義 

131.34 漢學 Conservative schools  日本精神入此 

131.36 宋學 Rationalism 131.11 武士道學派 

131.37 理學 Materialism  山本常朝(1659-1719)、

松宮俊仍(觀山，1686- 

1780)、中村中倧(1778- 

1851)、吉田松陰(1830- 

1859)等入此 

131.4 日本朱子學派 Chuhsi school 

131.41 惺窩學派 

 藤原惺窩(1561-1619)、

林羅山(1583-1657)、木下

順庵(1621-1698)、雨森芳

洲(1668-1755)、室鳩巢  

(1658-1734)、安東省庵

(1622-1701)、新井白石

(1657-1725)等入此 

131.12 神道學派 

 吉田兼俱(1435-1511)、

吉川惟足﹙1616-1694﹚、山

縣大貳(1725-1767)等入此 

 參見 273日本神道 

131.42 惺窩學派以外朱子學 131.2 和學 

 中村惕齋(1629-1702)、

貝原益軒(1630-1714)等入

此 

 日人稱國學 

131.22 契沖(1640-1701) 

131.23 荷田春滿(1669-1736) 

131.43 南學派(海南朱子學派) 131.24 賀茂真淵(1697-1769) 

 谷時中(1598-1649)、野

中兼三(1615-1663)、小倉

三省(1604-1654)等入此 

131.25 本居宣長(1730-1801) 

131.26 平田篤胤(1776-1843) 

131.27 其他近世和學者 

131.431 闇齋學派  伴信友(1772-1846)、佐

藤信淵(1769-1850)等入此  山崎闇齋(1618-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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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田梅巖(1685-1744)、

手島堵庵(1718-1786)、上

河淇水、中澤道二(1725- 

1803)、布施松翁(1725-   

)、柴田鳩翁(1783-1839)、

鎌田柳泓(鵬，1754-1821)

、奧田賴拔(    -1849)等

入此 

、淺見絅齋(1652-1711)

、佐藤直方(1650-1719)

、三宅尚齋(1662-1741)

等入此 

131.44 大阪朱子學派(懷德堂朱子學

派) 

 五井時軒(1641-1721)、

三宅石庵(1665-1730)、中

井竹山(1730-1804)、中井

履軒(1732-1817)、片山北

海(1723-1790)、大橋訥庵

(1816-1862)等入此 

131.58 報德教 Hotokukyo 

 二宮尊德(1787-1856)、

富田高慶(1814-1890)、福

住正兄(1824-1892)、齊藤

高行等入此 131.45 寬政以後朱子學者 

131.6 古學派 Classicism  柴野山(1736-1807)、西

山拙齋(1735-1798)、尾藤

二洲(1745-1813)、古賀精

里(1750-1817)、中村敬宇

(1832-1891)等入此 

131.61 山鹿素行(1622-1685) 

 山鹿素行晚年為兵學者

，以“山鹿派兵學”聞世，

參見 131.11 

131.5 陽明學派 Yomeigaku 131.62 堀河學派(古義學派) Kyoto 

school  中江藤樹(1608-1648)、淵

岡山(1617-1686)、熊澤蕃山

(1619-1691)、中根東里

(1694-1765)、三輪執齋

(1669-1744)、佐藤一齋

(1772-1859)、山田方谷

(1811-1882)、大鹽中齋(平八

郎，1793-1837)、林良齋

(1808-1849)、春日潛庵

(1812-1878)、池田草庵

(1812-1878)、河井繼之助

(1827-1868)等入此 

 伊藤仁齋(1627-1705)、

伊藤東涯(1670-1736)、中

江岷山(1655-1726)、青木

昆陽(1698-1769)、原雙桂

(1718-1767)、原東岳

(1726-1783)、並河天民

(1679-1718)等入此 

131.67 蘐園學派(古文辭學派) Edo 

school 

 荻生徂徠(1666-1728)、

太宰春臺(1680-1747)、服

部南郭(1683-1759)、山縣131.55 心學 Shingaku(Mo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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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1687-1753)、龜井南

溟(1743-1814)、龜井昭陽

(1773-1836)、市野迷菴

(1765-1826)、藤澤東畡

(1792-1865)等入此 

131.68 古注學派 

 岡白駒(龍洲，1692- 

1767)、岩垣彥明(龍溪，

1741-1808)、村上勤、永富

鳳(獨嘯庵，1732- 1766)、

片山世璠(兼山，1730- 

1782)、細井德民(平洲，

1728-1801) 等入此 

131.69 折衷學派 Eclecticism 

 井上金峨(1732-1784)、

山本北山(1745-1812)、皆

川淇園(1734-1807)、豐島

幹(豐州，1737-1814)、東

條弘(一堂，1778-1857)、

日尾瑜(荊山 1789-1859)、

朝川鼎(善庵，1781-1849) 

等入此 

131.7 考證學派 School of textual 

criticism 

 大田元貞(錦城，1765- 

1825)、山井鼎(1681-1728)、

豬飼彥博(敬所，1761-1845)

、廣瀨淡窗(1782-1856)等入

此 

131.8 水戶學 Mito school 

 安積澹泊(1656-1737)、藤

田幽谷(名一正，1774-1826)

、會澤安(正志齋，1782-1863)

、藤田東湖(1806-1855)等入

此 

131.89 其他獨立學者 

三浦梅園(1723-1789)、富

永仲基(1715-1746)、安藤

昌益(1703-1762)、山片蟠

桃(1748-1821)、帆足萬里

(1778-1852) 等入此 

131.9 現代哲學家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131.91 佛教哲學家 

 中村元(1912-1999)、鈴

木大拙(1870-1966) 、井上

圓了(1859-1919) 等入此 

 日本佛教諸宗入 226.8 

131.92 西洋哲學家 

 西周(1829-1897)、大西

祝(1864-1900)、田中王堂 

(喜一，1867-1932)、阿部

次郎(1883-1959)、桑木嚴

翼(1874-1946)、波多野精

一(1877-1950)、高橋里美

(1886-1964) 等入此 

131.93 倫理學哲學家 

 井上哲次郎(1855-1944)

、和辻哲郎(1889-1960)、

金子武藏(1905-   )、大島

康正(1917-    )等入此 

131.94 京都學派哲學家 

 西田幾多郎(1870-1945)

、田邊元(1885-1962)、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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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三十郎(1871-1951)、三

木清(1897-1945)、谷川徹

三(1895-1989)、高坂正顯

(1900-1969)、西谷啟治

(1900-1990)、高山岩男

(1905-   )等入此 

131.95 唯物論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永田廣志(1904-1946)、

戶坂潤(1900-1945)、 出隆

(1882-1980)、柳田謙十郎

(1883-1983)等入此 

131.96 其他著名思想家 

 中江兆民(1847-1901)、

西村茂樹(1828-1902) 、內

村鑑三(1861-1930) 等入此 

132 韓國哲學 Korean 

philosophy 

132.3 中古 

 薛聰(約 655-740)、崔致遠

(857-    ) 等入此 

132.4 高麗時代 

132.41 高麗初期時代 

 崔彥撝(868-944)、崔承

老(927-989)、崔沖(984- 

1068)、金富軾(1075-1151) 

等入此 

132.42 高麗中末期時代 

 安   (裕，1243-1306)、

白頤正(1260-1340)、禹倬

(1263-1342)、權溥(1262- 

1346)、崔瀣(1287- 1340)

、李齊賢(1287-1367)、崔

文度(1291-1345)、李榖

(1298-1351)、李穡(號牧隱

，1328-1396)、鄭夢周

(1337-1392)、鄭道傳

(1342-1398)、李崇仁

(1347-1392)、權近(1352- 

1409)、吉再(1353-1419) 等

入此 

132.5 李朝時代 

 按哲學家名排列 

 但得按派別再分之，如下： 

132.51 初期儒家思想 

 金宗植(佔畢齋，1431- 

1504)、金宏弼(寒暄堂)、

鄭汝昌(一蠹，1450-1504)

、金馹孫(濯纓，1464-1498)

、趙光祖(靜庵，1482-1519)

、金湜(沙西)、奇遵(服齋)

、金練(自庵)、金安國(慕

齋)、金正國(思齋)等入此 

132.52 朱子學派(性理學)Chuhsiism 

 徐敬德(花潭)、李彥迪  

(晦齋)、曹植(南溟)、李恆

(一齋)、金麟厚(河西)、奇

大升(高峰)、成渾(牛溪)、

宋翼弼(龜峰)等入此 

132.53 退溪派(東人派、嶺南學派) 
王尚 

 理氣二元論(理發氣隨說

)、主理論(唯理論)者 

 李滉(退溪，1501-1570)

、趙穆(月山)、曹好益(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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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7 陽明學派 山)、金誠一(鶴峰)、權好

文(松岩)、柳成龍(西涯，

1542-1607)、柳雲龍(謙菴)

、李玄逸(葛庵)、李載(密

庵)、李象靖(大山)、柳致

明(定齋)、李震相(漢州)、

郭鍾賜(俛宇)、奇正鎮(蘆

沙)、李恆光(華西)、柳重

教(省齋)等入此 

 崔鳴吉(遲川，1586- 

1547)、張維(谿谷，1587- 

1638)、梁得中(德村，1665- 

1742)、鄭齊斗(霞谷，1649- 

1736)、朴殷植(1859-1925)

、鄭寅普(1892-   )等入此 

132.58 實學派 

 許筠(1569-1618)、李啐

光(芝峰，1563-1628)、金

堉(潛谷，1580-1658)、柳

馨遠(磻溪，1622-1673)、

李翼(星湖，1681-1763)、

安鼎福(順菴)、申景濬(旅

庵)、丁若鏞(茶山，1762- 

1836)、朴趾源(燕岩，1737- 

1805)、洪大容(湛軒，1731- 

1783)、李德懋(雅亭、炯庵

)、朴齊家(楚亭、貞蕤，

1750-1805)、朴世堂(西溪)

、韓百謙(久菴)、柳得恭   

(惠風)、洪良浩(耳溪)、徐

有渠(楓石)、李重煥(清潭)

等入此 

132.54 栗谷派(西人派、畿湖學派) 

 理氣合理論(氣發理乘說

)、主氣論(唯氣論) 

 李珥(粟谷，1536-1584)

、宋時烈(尤菴)、宋浚吉   

(同春)、鄭曄(守夢)、權尚

夏(遂菴、寒水齋)、任聖周

(鹿門)、任靖周(雲湖)、任

魯(穎西)、任憲晦(鼓山)等

入此 

132.55 折衷派 

 退溪派及粟谷之折衷論

者入此 

 金昌協(農巖)、林泳(滄

溪)、趙聖期(拙修)、金昌

翕(三淵)、金元行(渼湖)、

吳熙常(老洲)、鄭宗魯(立

齋)、田愚(艮齋)等入此 

132.59 東學派 

 崔濟愚(1824-1864)、崔

時亨(1827-1898)、孫秉熙

(1861-1922) 等入此 132.56 禮學派 

132.6 日本統治時期  鄭述(寒岡)、金長生(沙

溪)、金集(慎獨齋)、鄭經

世(愚伏)、俞(市南)、朴

世采(南溪、玄石)等入此 

132.7 現代 

133 猶太哲學 Jewish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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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阿拉伯哲學 Arabian 

philosophy 

 吠陀意譯為“明論”，乃聖

者受神啟示所誦出之頌歌和

祈禱文，是印度最古之經典，

分為四部： 

134.23 尼古馬克斯(Nikomackus of 

Gerasa) 

137.21 黎俱吠陀(Rig-Veda) 134.3 中世摩爾哲學家 
 同:讚頌明論 134.32 亞法拉比(Alfarabi，   -950) 

137.22 沙摩吠陀(Sama-Veda) 134.33 亞根德(Alkindi，    -961) 

 同:歌詠明論 134.34 亞微瑟那(Avicenna，980-1037) 

137.23 夜珠吠陀(Yajur-Veda) 134.35 亞芬帕斯(Avenpace，

ca.11th-1138)  同:祭祀明論 

137.24 阿達婆吠陀(Atharva-Veda)  原名:伊本拔吉連(Ibn 

Badja)  同:禳災明論 

137.3 梵書(Brahmana) 134.36 亞吠羅(Averroes，1126-1198) 

 同:淨行書、婆羅門書 134.37 亞勃百色(Abubacer) 

137.4 優婆尼沙曇(Upanishad) 
135 波斯哲學 Persian 

philosophy 
 同:奧義書 

137.8 印度哲學正統各派 

 中東各國哲學入 136  即婆羅門教六派哲學，承認

或維護吠陀的權威為其哲學

宗旨；反之，懷疑或反對吠陀

權威的哲學派別則為非正統

派。六派哲學如下： 

136 中東各國哲學 

137 印度哲學 India philosophy 

137.1 印度哲學泛論 

137.12 知識論 137.81 彌曼差派(Mimansa) 

 認識論入此  彌曼差，意為思維審議、

審查考究 137.13 本體論 

 存有論、存有學入此 137.82 吠檀多派(Vedanta) 

137.14 宇宙論  吠檀多，意為吠陀教義的

究竟目的 137.15 修行解脫論 

137.17 因明論  又稱後彌曼差派(Uttara 

Mimansa)  古印度邏輯學入此 

 佛教邏輯學入 222.96  婆陀羅耶那

(Badarayana)為始祖 137.2 吠陀(V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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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圖書分類法(討論稿) 92年 12月 13-7 

 書例:吠檀多經，亦名梵

經(Brahma Sutra) 

137.822 商羯羅(Sankaracharya) 

 八世紀人，婆羅門教的

中興祖師，古奧義書的注

釋家，主張絕對一元論

(Advaita) 

137.823 羅摩努闍(Ramanujacharya) 

 十二世紀人，吠檀多經

的注釋家，主張有限二元

論(Visistadvaita) 

137.824 二元論派 

 如：.825-.828 

137.825 摩達婆(Madhvacharya) 

 十三世紀人，古奧義書

的注釋家，主張二元論

(Dvaita) 

137.826 Bhedabheda 

 梵和我、世界是異和同

關係 

137.827 尼跋迦(Nimbarka) 

 主張二元不二論

(Draitadvaita-vada) 

137.828 婆羅跋(Vallabhacharya) 

 十五世紀人，古奧義書

的注釋家，主張局限一元

論(Suddha-advaita)  

137.83 僧佉派 (Samkhya) 

 意為計數，引申為思索 

又稱數論派 

 迦毘羅(Kapila)為始祖 

137.84 瑜伽派 (Yoga) 

 意為結合、相應 

 鉢顛闍梨(Patanjali)為

始祖 

 書例: 瑜伽經 

137.85 吠世師迦派 (Vaisesika) 

 意為殊勝 

 又稱勝論派 

 迦那陀(Kanada)為始祖 

137.86 尼耶也派(Nyaya) 

 意為引導到一結論的標

準，也稱為思辯學，又稱正

理派， 足目(Akasapada)為

始祖 

 書例:日尼耶也經 

137.9 印度哲學非正統派 

137.91  順世派(Lokayata) 

 主張唯物論 

137.92 耆那教(Jainism) 

 與佛教的思想類似，並主

張苦行 

【137.93  佛教(Buddhism)】 

 宜入 228.1印度佛教 

138 東南亞各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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