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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清談之型態及其發展綜論 

紀志昌 

［摘 要］ 

本文寫作的旨趣，要在補足現今學界清談研究在「南朝」時期之分疏與論述

的不足。「南朝」，自劉宋至陳（420-589），近一百七十年時間，相較於魏至東

晉（220-420）之二百年，仍是一段不算短的歷史。唯學術史上，南朝清談一直是

被忽略或只是被附帶提過的部分，歷來的研究者，皆較少正視它是否也可以作為

一個論述主體而存在。本文嘗試從南朝史傳等相關文獻中鉤稽清談發展之型態與

面貌，研究發現，文獻中實仍存在著相當豐富的談辯資料，且大多寓有相當濃厚

的「名士化書寫」，而符合「清談」之所以為「清」的名士化界義。經由整理，

大致將南朝清談分為：一、傳統式清談之「原型」；二、講學談論式之「變型」。

「原型」者，乃以士人談論傳統三玄或相關玄、佛論題為主，是一種名士在周旋

交際之間，展露風流才性與清逸特質的言談表現。「變型」者，乃基於「原型」

中士人（僧）之從游問道的現象發展而來，而轉趨為一種結合臨機論議、躬自講

經等多面向、多層次交融的講座文化型態，若從這一部分來觀照整個「南朝清談」，

將可以看出清談文化在南朝發展的無窮張力與滲透力。 

 

關鍵詞：南朝、清談、名士化、世說新語、講座 

 

 

 

 

 

 

 

                                                 
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152  文與哲 台灣南區大學中文系策略聯盟學術論叢 

 
 

一、前論：本文研究動機、目的與取徑 

放眼學界歷來對清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魏晉」時期，對於「南朝清談」，

則多未予以重視，就算偶一提之，也僅是「魏晉清談」研究的從屬論述，亦即學

界至今尚未有專門針對「南朝清談」的全面性研究。這其實涉及對「南朝清談」

的評價與定位問題，即「南朝清談」，可不可以作為一獨立的論述范疇而存在？

關於這一方面，早期學者如青木正兒，謂南朝清談為「餘勢」；1又何啟明則言「餘

波」；2岡村繁氏甚至認為劉宋以後的清談「急遽衰退，徒剩形骸」。3較近期學者

范子燁則定位為「衰落時期」。4即或是標揭出仍有幾點可值注意的唐翼明，也以

「尾聲」、「只剩下一點回聲」視之，5那些在論述上完全輕忽而不論者就更不用

說了。 

雖然「南朝清談」在文化史上的定位似乎並不被肯定，然而可喜的是，也有

不少學者願意以較為正面的角度來看待，如板野長八在相關論述中曾以猜測的語

氣表明，清談於隋末似未必消亡的懷疑。6在描述意義上，個人認為余英時先生修

正陳寅恪先生的意見，分魏末西晉是「前期」、東晉是「中期」，南朝是「後期」，

                                                 
1 參〈清談〉，發表於《岩波講座東洋思潮》第 4 卷（1934 年），頁 1-45。 
2 參《魏晉思想與談風》（臺北：學生書局，1978 年），認為南朝清談衰竭不振，乃因佛教

發展、儒家正統地位恢復、文學漸受重視等因素，故談論內容空乏。唯為何清談必然與

儒、佛、文學等活動就不相融？似乎有過於窄化清談之虞。 
3 參〈六朝貴族文人の臆病と虛榮（──關於清談）〉，收入《日本中國學會創立五十年記

念論文集》（東京：汲古書院，1998 年 10 月），頁 299-315。 
4 參《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 年），第四章〈清談的歷史還原〉，

頁 149。他援引馬瑟氏從「黃金」到「土泥」的四期概念，將整個清談史分為：1. 萌芽

時期（147-239）2. 形成時期（240-249）3. 鼎盛時期（250-419）4. 衰落時期（420-589）。

「南朝清談」即其所謂「衰落時期」，但他卻又認為南朝清談形式上既多了「筆談」，對

象上又及於「寒士」，題材上儒、釋、道多元並進，既如此，不知用「衰落時期」予以評

價是否合宜？ 
5 參《魏晉清談》（臺北：東大出版，1992 年），頁 317。故該書第六章第六節，以摘錄南

朝各史中若干涉及清談的資料，排比於下，不再加分析與說明，以見此「尾聲」。唯連唐

氏自己在結語中亦仍提出南朝清談頗值注意的三個方向，即：清談與國學講經、清談與

儒典、清談與佛理。可見他說南朝清談很難從中找出有價值的東西仍值商榷。 
6 前揭文，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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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接受的，至少這讓整個清談史的呈現有其相對地完足性。7乃至牟潤孫能正

視此期清談作為一種文化的演變與影響。8另如林麗真亦將「清談」視為一種延續

至南朝於士人之間的一種論辯行為或文化活動。9甚至福井文雅，一反學界之普遍

論見，更邏輯地來論清談的本質並非其對象與話題，而是議論的「行為」，至隋

並未消亡，反而是合併至唐、宋的「俗講」形式中，不以外延化的思想學派來分

類清談。10  

這其實給了我們一個啟發，即文化史上的南朝，是個三教交涉，異彩紛呈的

時代，比之魏晉，實亦毫不遜色，「清談」在這中間，作為一種推進當時代文化

活動發展的元素，是否仍應有其被重新檢視的必要？  

就研究方法來說，學界對「南朝清談」評價意義的未盡客觀或認知上的局限，

除了研究主體偏重不同，某種程度亦受限於研究取材。偏重實因偏差，如觀念上

將「清談」與「玄學」等同，或將清談窄化為談玄；研究取材的受限，說穿了，

即習於依緣《世說新語》的資料，使研究對象無法開展。固然《世說》是魏晉以

來名士才性與風流品鑒的總集，反映了當時清談興盛的現象，唯各篇的記錄斷限，

大部分都止於東晉，東晉以降之南朝，就較少得見如此方便而現成的一本專記名

士言行的資料，自然在名士譜系建構的研究上，較無以為繼。但事實上，以名士

為主體所構成的門閥社會並未隨東晉的滅亡而終止，名士之精神與流風，乃至其

文化活動仍在延續著，故清談之研究若僅以《世說》為主，僅管有其方便性，卻

是否相對亦縮限了清談在整體歷史進程中發展的真相？ 

職是，筆者以為清談研究作為一個文化史的重要論題，應以拓展相關研究文

                                                 
7 相關論點，請參余英時：〈王僧虔誡子書與南朝清談考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 期

（1993 年），頁 192。 
8 參氏著：〈論魏晉以來之崇尚談辯及其影響〉，收入《注史齋叢稿》（臺灣：臺灣商務印書

館，1990 年）。該文較能啟迪後學並在學術價值上值得關注者，乃在「談辯之發展、轉

變與影響」的部分，尤其「影響」方面，如「談辯之影響經學」、「談辯之影響史學」、「談

辯之影響政治制度」幾乎皆針對南朝而發。參該書，頁 303-355。 
9 參《魏晉清談主題的研究》（臺北：花木蘭，2008 年），其謂：「魏晉清談，本是採取一種

彼此攻難、破敵立我的形式，以進行問題之討論，……不但好談能言之士多不勝數，聚

談論難的風氣也由魏一直發展到南朝。可以說是魏晉人尋思求理的常用手段，也是他們

逞才鬪智的普遍方式。」頁 219。 
10 參〈清談の概念とその解釈と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20 期（1968 年），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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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為要務。就這一方面，若板野長八、11林麗真等人的清談研究取材之廣，12可為

吾人借鑒，其論文雖只處理魏晉時期，然正喻示吾人史料中所蘊含相關研究題材

於不同時代象限上類推的可能，如此即能踵續《世說》，以完成對南朝名士清談

譜系的建構。 

至於如何踵續「世說」，在相關文獻中挑出「清談」的史料，這即需先定義

何謂「清談」？關於「清談」的定義，如唐翼明曾謂：    

 

所謂魏晉清談，指的是魏晉時代的知識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

哲理為主要內容，以講究修辭技巧的談說論辯為基本方式而進行的一種學

術社交活動。13 

 

一言以蔽之，即名士（知識分子）之間以談辯方式（修辭技巧）為主所進行的學

術（人生、社會、宇宙的哲理）社交活動。日本漢學家福井文雅則更為本質地審

視「清談」的定義，他認為清談非其對象與話題，而是議論的「行為」，而此一行

為須符合「清」的概念，簡單地說，是「以『清』為特質、以口頭表達思考的一

種形式」。14統合二家說法，筆者認為，此與「清談」一詞之主眼──「清」字有

                                                 
11 板野氏則著重對「清談」一詞名義的反省，他分別就「清談」的概念、「清談」與「清

議」、「清言」用語使用的情況作出考察，故其論證取材亦有相當的廣度。有意思的是，

《世說》反而在其運用相關論證的比例上並不太多，這很可能是板野氏重在辭彙概念的

考查，而《世說》並無直接出現「清談」二字語彙的緣故。即除了諸部正史，更參考了

僧傳與類書資料中所引與清談語詞有關之事典作出討論，這正說出，雖然板野氏沒有正

面討論「南朝清談」，但他正是把這一部分納入整體「清談」語義與概念考索的範疇中，

只是在其研究意識中沒有單獨標舉出而已。參氏文〈清談の一解釋〉，《史學雜誌》第 50

卷第 3 期（1939 年），頁 70-98。 
12 該文之學術價值，在於突破傳統「清談即談玄」的說法，將清談的主題，分為「經學上

的談題」、「史學上的談題」、「子學上的談題」、「文學藝術上的談題」、「佛學上的談題」，

在這個格局下，《易》、《老》、《莊》三玄只不過是經學、子學談題的其中之一部分而已。

至於林氏鉤勒清談研究面貌的取材，亦較不拘限於《世說新語》，而能廣泛而客觀地由

諸如正史與類書、叢書、僧傳……等中，蒐集疏理出相關資料，故其研究較能收宏博之

功，使人對當代之談題一覽無餘。 
13 參前揭書，第一章〈清談名義考辨〉，頁 17-50。 
14 福井氏以為清談的表現，無論何種時代都不過是「使人感到『清』的談話」這樣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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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誠如牟宗三先生的說法：「名士者，清逸之氣也。清則不濁，逸則不俗。」15故

論「清談」者，並非簡單地以「修辭技巧」為條件，或符合「學術社交」之狀況

即可定義，而是這些活動都需充分展現「名士」之所以為名士的「清逸」之氣。

就身分來說，「名士」承傳自東漢末年之「清流」，故其言行自流露出「清」的底

蘊；16循此演繹，名士之間論及學問的社交性言談，而能藉以充分展露此種清逸脫

俗之才性者，即可稱為「清談」。如果這是一個普遍的標準，拿來類比南朝的談論，

即有了足以判分與統類的基礎。 

更進一步說，不唯談論「三玄」，若佛教之講經說理，儒學場合之講座，涉

及議論之行為，足以充分展現出這種「清」之特質者，亦足為「清談」，此其一。

至於這當中涉及「名士」與否的身分認同問題，此往往由當世人物品鑒的形式而

呈展並加以流傳，從文獻載錄的撰述觀點上，即是一種「名士化書寫」，此固以

《世說新語》為大宗，然而相關文獻（如《高僧傳》）或史料若亦透顯出此種書

寫之傾向，自亦能視為踵續《世說》之參考，從而視此類文獻中的談論資料為「清

談」，此其二。 

以上對「清談」的定義與兩個判斷原則，即是本文勾攫「南朝清談」之標準。

                                                                                                                             
名詞，至於「清」的意思，就會因為不同的狀況而有所變化。此外還有「清論」、「清譚」

等詞存在，無論「論、談、譚、議」，都是言論的類語，只是前頭都加上一個「清」字

罷了，這些都是清議或清言的同義詞，發展到最後全被「清談」一詞所概括。前揭文，

頁 99。 
15 參氏著：《才性與玄理》（臺北：學生書局，1993 年），第三章〈魏晉名士及其玄學名理〉，

頁 68。 
16 葭森健介曾針對《三國志》、《世說新語》等文獻中所出現的「清」字，將其所呈顯或象

徵的意義作大略的歸類，共有如下：（一）關於個人的性格、生活態度方面：1. 寡欲 2.

不顧欲望而持瀟灑大方的性格與態度 3. 超越世俗的高尚性格 4. 在倫理上形成的嚴格性

格、態度 5. 清淨爽快的性格。（二）有涉「貴族」的學術文化活動的：1. 對「貴族」

學術的形容 2. 表現通曉學術之事。（三）有涉「貴族」的身分、地位、社會的行為：1. 關

於貴族的輿論 2. 關於官僚制度 3. 表現「貴族」社會地位的。（四）有關政治姿態的：

1. 表現廉潔政治 2. 指平定反亂、盜賊等「不純」勢力並從事善政的。氏文參：〈門閥

「貴族」支配及「清」的理念〉，《文史哲》1993 年第 3 期，頁 92-93。總上，筆者認為，

「清談」在這個詮釋脈絡中，乃先以符合身分上的「清」（即名士）為基礎，到風格行

事超越流俗的「清」，進而總合投射出學術活動中的「清」。「清談」之所以為「清」的

定義，即可由此脈絡來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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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南朝清談研究的真正難度，並不在判定何為「清談」，而是如何將這些錯綜糾

葛的文獻資料系統化，南朝時期由於歷朝長短不一，加以人物活動彼此於年代、

交游關係頗有交疊，故不易以政治活動上的斷限來作歷時性的劃分。故若是為了

展現出南朝清談在當代發展之特色，權借福井文雅以議論之「行為」來定義清談

本質的理路，筆者認為可依談講之「型態」來作基本區分。在此前提下，人物（包

括士群交游、家族背景）與談題及其間發展之梗概自然亦分繫其中。本論將南朝

清談之型態大致劃分為：一、傳統式清談之「原型」；二、講學談論式之「變型」。

「原型」者，基本上維持傳統魏晉清談之型態，此是南朝清談發展之基礎（底層），

即其行為之目的仍以士（僧）人間之學術社交活動為主；「變型」者，則為特定

之講經、講座式談論而寓有傳統清談之質素者，即士、僧、學子能由此展露出「清」

逸脫俗之風氣，而文獻中亦賦予其「名士化書寫」之肯定者。筆者復依當時講座

「行為」之「結構」，將此種型態權分為兩種立場來觀察：一為聽講者之「臨機

論議」（第二層），另一為講座中負責敷說主講之角色（第三層）。如此分法，

殊足以彰顯南朝清談型態之推進及其特色所在，以下則分別述之。 

二、原型：傳統式的清談 

就內容來說，此類談座以「三玄」、傳統玄論或玄、佛交涉之談題為主；形

式上大多是士人於群體或兩造雙方的談論；談論的動機與目的，除了學術之討論

交流，更維持了魏晉清談重社交的傳統，此包括東晉時期名士與僧人之相交游與

學術上所形成玄、佛交涉的傳統。此外，清談某種程度上雖有娛心遊戲的性質，

然而至南朝時，談論在周旋交際，展露才性之餘，更重論學的實質，故對「言家

口實」的熟習已有所反省與自覺，同時亦開發出新的談題。在此之前，魏晉清談

已有談論義理作品或筆論往返的情況，17這種情況在南朝亦然。 

由於士人之間的清談關係存在多重交集之糾葛，頗不易釐析，唯此正見南朝

清談文化之多方發展。而傳統式清談之特色，正在於它是一種在名士群體中所進

行的學術交流活動，故本節處理傳統式清談，以「名士群體」為主，這當中包括

                                                 
17 如裴頠的〈崇有論〉，《世說．文學》第 12 條：「裴成公作〈崇有論〉，時人攻難之，莫

能折。唯王夷甫來，如小屈。時人即以王理難裴，理還復申。」參余嘉錫：《世說新語

箋疏》（臺北：華正書局，1989 年），頁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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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承傳與士人往來所交織出的一種複雜的社會關係。又因談論尤易顯才，士人

之流品風采往往見於言吐，此中復可藉由士人間之人物品評，相互延譽，形構出

有跡可循的譜系承傳。職是，本節大致謹按南朝時期士人、氏族與名士群體間之

清談活動，將之前後繫聯成一清談網絡，權分五小節以論。如此，對清談的認識，

亦不致流於隨機而片段之舉例，亦隱然可見清談活動背後的社會基礎；而譜系既

明，其它清談相關研究之議題從屬其間，更有參照之方便。 

（一）王、謝、袁、伏等 

南朝傳統式的清談可以從王、謝開始說起。琅琊王氏自東晉王導以來，即以

清言義理領導名士風流，至南朝較有名者則有王惠、王球、王僧虔等，如《宋書》

〈王惠〉： 

 

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不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

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論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

理遠，瞻等慚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來秀令，

鄙宗之美也。」18 

 

史稱王惠「美容貌，頗才辯」，19同樣有才辯的謝瞻曾與羣從兄弟造王惠談論，卻

不及其「言清理遠」，自慚而退。王、謝清談，在當時有其指標性意義，因陳郡謝

氏則自東晉謝安以來，亦以若「芝蘭玉樹，生其階庭」而多出佳子弟，《宋書》

〈謝弘微〉：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靈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

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瞻等才辭辯富，弘微

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諸人雖才義豐辯，

未必皆愜眾心，至於領會機賞，言約理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20 

 

                                                 
18 ［梁］沈約：《宋書》（北京：中華書局，2003 年），卷 58，頁 1589。 
19 ［唐］姚思廉：《梁書》（北京：中華書局，2003 年），卷 20，〈劉季連〉，頁 307。 
20 《宋書》，卷 58，頁 1590-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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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謝的文義活動在當時以一種家族談聚的形式──「烏衣之遊」呈現，即或是名

士高流亦莫敢造門，或許正因如此，才有謝瞻主動找王惠談論的情況。僅管謝氏

一門文義輩出，卻未料王惠談理更勝謝瞻。究其實，瞻僅以才義豐辯擅長，理致

稍有不足，故其談才並非最為高明。反觀諸謝中最能談者，要屬謝弘微，相較於

謝瞻，弘微能在簡約中觸會問題關鍵，談中要害，這才是談辯的最高境界。王惠

之談能以「言清理遠」勝過謝瞻，殆是同樣的道理。 

說到王惠，即令人想到其從父弟王球，惠、球乃真正能與弘微於當世品鑒譜

系中相提並論者。王球曾經被何尚之譽為有「正始之風」，《南史》〈何尚之〉： 

 

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文帝所知。……。王球常云：「尚之西河

之風不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21 

 

另《宋書》本傳： 

 

王球字倩玉，琅邪臨沂人，太常惠從父弟也。父謐，司徒。球少與惠齊名。

美容止。……球公子簡貴，素不交遊，筵席虛靜，門無異客。……頗好文

義，唯與琅邪顏延之相善。22 

 

言其簡貴而頗好文義，值得注意的是本傳之末：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令明簡。」又問：「王球何如？」

答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不失，淡而不流，

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23 

 

沈約在《宋書》中將王惠、王球與謝弘微三人一起品目，從而謂弘微「簡而不失，

淡而不流」兼得二人之長，可謂最高。雖然此應是針對其才性之總體品鑒，並非

專就清談之成就，唯六朝時期名士之言語與風格實乃一體之兩面，一個人的精神

                                                 
21 ［唐］李延壽：《南史》（北京：中華書局，2003），卷 30，頁 782。 
22 《宋書》，卷 58，頁 1594。 
23 同前註，頁 1595-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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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標可由言語而見，加以三人皆為當世文義兼擅者，視之為清談之品鑒亦未嘗不

可。 

弘微之談，並無更多資料可考，唯其子謝莊或許受到他的影響，也成為當時

一流的談士。與王惠同族之王僧虔，曾在〈誡子書〉中談到當世所公認的幾位清

談典範，《南齊書》〈王僧虔〉： 

 

設令袁令命汝言《易》，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老》，端

可復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不解即輸賭矣。且論

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樂，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

也。24 

 

此論說出當時士族已以如何清談作為教誡子弟的家學要項，同時對如何拓展個人

清談活動有較深刻的反省與自覺，即對「言家口實」的重視。故從王、謝之例，

可以略窺「清談教育」在南朝氏族中已成趨勢。經由余英時先生的考證，大致可

知此一「袁令」，乃「袁粲」；「謝中書」乃「謝莊」；「張吳興」乃「張緒」。
25我們姑且將王僧虔的說法視為當世公認的一種「品目」，由此可再繫聯出士人的

清談譜系。不妨先從謝莊說起，謝莊正是弘微之子，關於謝莊如何尚談？《南史》

〈王彧〉： 

 

（彧）美風姿，為一時推謝。袁粲見之歎曰：「景文非但風流可悅，乃哺

歠亦復可觀。」……景文好言理，少與陳郡謝莊齊名。26 

 

此處又是王、謝相比。王彧（字景文）乃王惠從姪，正如弘微與王惠、王球相比；

弘微之子謝莊，亦與惠、球之子姪輩相比，這正是魏晉人物品鑒的特色，此一風

氣至南朝亦然。景文能言理，謝莊與之齊名，即意謂他們兩人在談才上可以相提

併論。 

王、謝之外，尚有袁、張。〈誡子書〉中提到的「袁令」，乃「袁粲」，與

                                                 
24 ［梁］蕭子顯：《南齊書》（北京：中華書局，2003 年），卷 33，頁 598。 
25 同前註，頁 175-176。 
26 《南史》，卷 23，頁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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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氏同樣起於陳郡陽夏，向來也同樣是清言世家。若袁粲之祖父袁豹「好學博聞，

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27又叔父袁淑亦博涉多通、縱橫

有才辯，28至於從父袁宏，《晉書》： 

 

性強正亮直，雖被溫禮遇，至於辯論，每不阿屈，故榮任不至。……謝安

常賞其機對辯速。29 

 

能文的袁宏，其實亦常辯論，且其應對之機敏，一如其文才，故謝安對他有「辯

速」的稱贊。又粲之從姪袁彖，亦為文、義兼通之流，《南齊書》本傳：「彖少

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30至於袁粲，史稱其「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隆

重，不以事務經懷」，31頗有風流習氣，其玄談，可先參《高僧傳》〈宋京師冶城

寺釋慧通〉： 

 

釋慧通，姓劉，沛國人。少而神情爽發，俊氣虛玄，止于治城寺。每麈尾

一振，輒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敬以師友之禮。……。袁粲著

〈蘧顏論〉示通，通難詰往反，著文于世。32 

 

粲曾與釋慧通談論其所自著之〈蘧顏論〉，由「著文於世」來看，二方論難往來，

應為筆戰，此屬士、僧交游型態下的談論，〈蘧顏論〉當為儒學人物典範的品評。

此外，《南史》〈儒林．伏曼容〉： 

 

（伏曼容）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理，時論以為一臺二絕。
33 

                                                 
27 《南史》，卷 26，〈袁湛〉，頁 698。 
28 《南史》：「淑字陽源，少有風氣。年數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

為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不為章句學。文采遒豔，從橫有才辯。」同前註，頁 698。 
29 ［唐］房玄齡等：《晉書》（北京：中華書局，1974 年），卷 92，〈文苑．袁宏〉，頁 2398。 
30 《南齊書》，卷 48，〈袁彖〉，頁 833。 
31 《南史》，卷 26，〈袁湛〉，頁 704。 
32 ［梁］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卷 7，頁 301。 
33 《南史》，卷 71，頁 1731。此一段為《梁書》〈伏曼容〉中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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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徽三年（後廢帝劉昱，475 年），粲徙尚書令。伏曼容為外兵郎，為袁之僚屬，

卻能因公務餘暇談與袁粲談論，而被譽為「二絕」，傳為當時美談。王僧虔〈誡子

書〉中謂袁粲能言《易》，亦有另一證，即以「二絕」的關係為基礎，從其對談

者伏曼容的專長看，《梁書》〈儒林．伏曼容〉： 

 

少篤學，善《老》、《易》，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易》中九事，

以吾觀之，晏了不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

方嵇叔夜，使吳人陸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34 

 

曼容對魏晉以來之《易》學頗有反省，尤於何晏「易學九疑」有所批評，又因其

風姿素美，故明帝以嵇康方之，甚至令人畫嵇康圖以贈，可謂褒贊備至。由是亦

可猜測袁、伏之「二絕」乃以《易》學之談論為共同之交集。 

（二）張、周、顧、孔等 

〈誡子書〉中另一位清談典範「張吳興」，應即為張緒，35因他乃當世吳郡張

氏中最有談名者，《南齊書》本傳：  

 

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之樂廣也。」……吏部

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緒善言，素望

甚重。……緒長於《周易》，言精理奧見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不解《易》

中七事，諸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36 
 

〈誡子書〉中所舉之例，乃假設「張吳興叩汝言《老》」，唯本傳中言其長於《周

易》，有趣的是，張緒同樣與伏曼容都對何晏的《易》學有所檢討、質疑與補充，

這充分符應了〈誡子書〉所認為清談之才需建立在對「言家口實」充分掌握之觀

點。從名士間的品題來看，相對於袁粲曾品王景文「風流可悅」，對張緒則更推

崇其人有「正始遺風」，關於這種風範的內涵，同傳： 

                                                 
34 《梁書》，卷 48，頁 662-663。 
35 余英時先生就此有精微之考辨，詳參前引文，頁 176-184。 
36 《南齊書》，卷 33，〈張緒〉，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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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口不言利，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見緒饑，為之辨

飡，然未嘗求也。37 

 

張緒的人格特質，符合氏族作為一種「清」流品格的承傳，即精神超越物質牢籠

的涵養，其能清言竟日卻無暇餐食即是一例。另一位曾為張緒延譽者，乃琅琊王

儉（452-489），《南史》〈張緒〉： 

 

建元元年，為中書令。緒善談玄，深見敬異。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

未有，北士可求之耳。不知陳仲弓、黃叔度能過之不？」38 

 

相較於袁粲以「正始遺風」品張緒，王儉則以漢末清流陳寔、黃憲比之，這是就

其體性之深與品格之清而言的。王儉，乃王僧虔之姪，亦頗能談，張緒成名後，

儉與緒常於公事之時談論，如《南史》〈文學．丘巨源〉： 

 

（孔）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論。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來

使人廢簿領，匠不須來，來則莫聽去。」緒數巾車詣之，每歎云：「孔廣

使吾成輕薄祭酒。」39 

 

此言王儉、張緒每因與孔廣談而廢公；「不須來」者，乃故作杜絕也。可惜史書對

孔廣之記錄有限，無法進窺其詳。「輕薄祭酒」，乃指稱因談玄而成弛務之儒也。

由上諸例可知，傳統名士於清言之際，間或亦涉及人物品評，此乃因談論最能顯

才，即士人之流品風采往往見於清言談吐。 

另曾與張緒談論者，應亦有柳世隆（442-491），《南史》〈柳元景〉： 

 

世隆字彥緒，……雖門勢子弟，獨修布衣之業。及長，好讀書，折節彈琴，

涉獵文史，音吐溫潤。……性清廉，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

當以清名遺子孫邪？」……世隆少立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

                                                 
37 同前註，頁 602。 
38 《南史》，卷 31，〈張緒〉，頁 809。 
39 《南史》，卷 72，頁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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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柳公雙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
40 

 

雖然文獻中沒有張、柳談論之直接記錄，然二人既皆擅談，張緒又頗為相知，此

視為間接記錄可也。柳氏博通文史又有音吐，清談在他晚年成為與「馬矟」、「彈

琴」相提并論的一種興趣，這充分符合傳統式清談作為一種娛心遊戲性質的活動。 

以上是張緒與當世士群間之清談譜系，就其家族關係之繫聯來看，吳郡張氏

在當時善談者仍有張敷，《宋書》〈張敷〉： 

 

敷字景胤，……性整貴，風韻端雅，好玄言，善屬文。初，父邵使與南陽

宗少文談《繫》、《象》，往復數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

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

「念相聞。」餘響久之不絕。41 

 

張敷是張緒的從伯，敷父邵與緒之祖張裕（字茂度）為兄弟，張邵曾安排張敷與

居士宗炳（375-443）談《易》，鼓勵參與多方挑戰，這其實也是一種門第訓練子

弟的方式，當然從某一方面來說，亦不失為延譽的捷徑，正如此番談辯意外地竟

使「精於言理」的宗炳理屈，可見吳郡張氏對《易》學涉解之深，此自張緒之「言

精理奧」已然。史載宗炳曾上廬山就慧遠考尋文義，42應該亦有一定功底，張敷既

能折服宗炳，此無疑能助己聲名，加以其特殊而有致的美儀與音聲，益使後進賞

慕歆羨。 

張緒之子張充，亦能清言，兼擅玄、儒，《梁書》〈張充〉： 

 

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學不盈載，多所該覽，尤明《老》、《易》，

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令譽。43 

                                                 
40 《南史》，卷 38，頁 982-985。世隆第五子柳憕亦「好玄言，通《老》、《易》」，參同卷，

頁 989。 
41 《宋書》，卷 46，頁 1395-1936。 
42 《宋書》，卷 93，〈隱逸．宗炳〉：「妙善琴書，精於言理，每游山水，往輒忘歸。……乃

下入廬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頁 2278。 
43 《梁書》，卷 21，頁 32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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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充除了與從叔張稷俱有令譽，張氏在齊、梁之世且有「四張」，《梁書》〈張

稷〉： 

 

時稱曰：「充、融、卷、稷，是為四張」。卷字令遠，稷從兄也。少以知

理著稱，能清言，仕至都官尚書，天監初卒。44 

 

除了張充外，四張乃張卷、張稷、張融。其中張稷雖無談辯紀錄，但以稷之子嵊

「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45來猜測「四張」俱能清言應無差。至於四張中最負

盛譽者莫過張融（444-497），《南齊書》本傳：  

 

融玄義無師法，而神解過人，白黑談論，鮮能抗拒。……融風止詭越，坐

常危膝，行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例同行，常稽遲不進。46 

 

融之玄義正類其舉止，不拘一格，重點在其學能兼玄、釋，其談能出入僧、俗：

僧人方面，曾在佛學講經中乘機進難，構難重疊（詳後）；士人方面，融與周顒

常「玄言相滯，彌日不解」，如《南齊書》〈周顒〉： 

 

宋明帝頗好言理，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顒音辭辯麗，

出言不窮，宮商朱紫，發口成句。汎涉百家，長於佛理。……賓友會同，

顒虛席晤語，辭韻如流，聽者忘倦。兼善《老》、《易》，與張融相遇，

輒以玄言相滯，彌日不解。……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諸生慕其

風，爭事華辯。47 

 

與張融相同，周顒在好尚《老》、《易》之外，更精解佛理，除了思辯精微，且

講究音聲之美，辭韻華麗流暢。其持論特色在善於釐析辨異，異於張融會通調和

的路數。至於周、張之辯，或許因二人都有足夠的義理能力，故往往平分秋色，

竟日難解。二人之風姿華采、思理談才甚至成為當時士子爭相效法的模範。值得

                                                 
44 《梁書》，卷 16，〈張稷〉，頁 273。 
45 《梁書》，卷 43，〈張嵊〉，頁 609。 
46 兩段引文分見《南齊書》，卷 41，〈張融〉，頁 727、729。 
47 《南齊書》，卷 41，頁 73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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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這當中似與周顒曾至國子學任教所連帶發揮一定的影響力有關，清談

影響官學教育的因素，此為南朝清談不可不留意之特點也。 

藉由張、周之辯，現則進一步談及汝南周氏及其相關士子之清言。 

周顒之子周捨（469-524），亦有「精理」，《梁書》曾載其與「工清言」的

何子朗談論：  

 

子朗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精理。48 

 

較之魏晉清談，南朝清談的特色更在於成為一種家學之承傳，王僧虔〈誡子書〉

固已是一例，吳郡張氏有「四張」亦為一例，汝南周氏亦為同樣情況，如《南史》

〈儒林．顧越〉： 

 

越幼明慧，有口辯，勵精學業，不捨晝夜。弱冠游學都下，通儒碩學，必

造門質疑，討論無倦。……。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見重，名知人，一見

越，便相歎異，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為之談，由是聲譽日重。49 

 

顧越（493-569）至都下遊學，因其學業之精，復有口辯，故招引名儒碩學「造門」

談論，周捨命兄子弘正（496-574）、弘直與游亦為一例。此屬士子之間的游談，

有濃厚的社交性質。不過此適如張邵鼓勵張敷與宗炳談論一樣，周捨盼望家族子

弟能在學界能充分有發表、磨練自我的機會，故命二子與顧越「厚為之談」，以

收砥礪之效。《南史》本傳： 

 

弘正字思行。……年十歲，通《老子》、《周易》。捨每與談論，輒異之，

曰：「觀汝清理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50 

 

周捨於家中每與弘正談論，即發現他的天分，並預知未來將青出於藍。此一如何

子朗「早有才思」、顧越之「幼明慧」，弘正亦僅十歲即通玄學，聰穎早慧似乎

                                                 
48 《梁書》，卷 50，〈文學下．何思澄〉，頁 714。 
49 《南史》，卷 71，頁 1752。 
50 同前註，頁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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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時世家子弟常有之現象。此外，當時門第之父兄、子弟皆常有相聚談義的情

況，此乃傳統式清談之特色。 

由此進而談論吳郡顧氏與其它吳地士人清談之史跡。 

承前，除了顧越，顧氏能探者尚有顧歡，歡曾與張融之舅表兄弟孔珪（447-501）

談論「四本」，如《南史》本傳：  

 

會稽孔珪嘗登嶺尋歡，共談四本。歡曰：「蘭石危而密，宣國安而疏，士

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異。何

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夫中理唯一，豈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

故也。」於是著〈三名論〉以正之。尚書劉澄、臨川王常侍朱廣之，並立

論難，與之往復；而廣之才理尤精詣也。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唐人也，善

清言。51 

 

「四本」乃魏晉名論，至南朝同樣受士人重視，此正是王僧虔〈誡子書〉中曾提

到的「言家口實」之一。52顧歡的對談者孔珪，素「事道精篤」、「頗解星文，好

術數」；顧歡自身亦「好黃老，通解陰陽書，為數術多效驗」，二人既均好道術，

學術共通，故頗相契。文獻中所呈現顧歡談論的重點，雖未明朗，但可確定的是

他對傳統離、合、同、異之四家觀點皆不能認同，故批評其「昧其本而競談其末」，

意在求得其「中」，強調「中理唯一」。至於要如何統合四本以求得其「中」，

進而以此為「本」，文獻中顯然並沒有更多的說明。《南齊書》本傳： 

 

……歡口不辯，善於著筆。著〈三名論〉，甚工，鍾會〈四本〉之流也。

又注王弼《易》二《繫》，學者傳之。53 

 

〈三名論〉應該是他與孔珪「共談四本」後的心得。此外，歡又曾注王弼《易》

與二《繫》，故其玄理或有得於王弼，這可從〈三名論〉所流露出的「崇本」（同

昧其本而競談其末）、「理一」（中理唯一）思維而略窺其端。該論一出，引發

                                                 
51 《南史》，卷 75，〈隱逸上．顧歡〉，頁 1875。 
52 《南齊書》，卷 33，〈王僧虔〉：「且論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

樂〉，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頁 598。 
53 《南齊書》，卷 94，頁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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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澄、朱廣之的迴響，與之「並立論難，與之往覆」，此一往覆，有可能是「口

辯」，亦有可能是「筆戰」，若由「歡口不辯」來看，筆論往覆的可能性較高。

從這些士人的論辯關係看來，我們還可以發現，南朝時期吳地氏族（如朱、張、顧

等；陸修靜、陸倕見下）相與游處談論的活躍。 

另一則與顧歡談論有關的資料，則見《南史》〈隱逸下．徐伯珍〉：  

 

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葉、甘蕉及地上學書。……徵士沈

儼造膝談論，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詶答，甚有條

理，儒者宗之。54 

 

沈儼曾與徐伯珍談論，而徐氏亦曾接受顧歡針對《尚書》滯義之難問。徐氏乃吳

地寒士，除了道術，亦「究明經、史」，學兼玄、釋。顧、徐二人之談論以《尚書》

滯義為題材，在當時少見。擿義，乃挑出難解段落提出質疑也；「詶答」，即應答。

從其解經論義「甚有條理」來看，無論沈、徐之辯，或顧、徐之辯，皆說出較之

魏晉，清談在南朝更有顯明的論學目的，且這種清談論學之風也同時在寒庶之間

流行。 

當世寒士擅談者，尚有明僧胤，《南齊書》〈高逸．明僧紹〉：「僧紹長兄

僧胤，能玄言。」55僧紹自身曾著〈正二教論〉，乃站在護法立場針對顧歡〈夷夏

論〉作出辯正，該文今收入《弘明集》。道、佛之間的論辯，在南齊已顯題化為

「夷夏論爭」，正像顧、孔因清談而寫下的〈三名論〉一樣，相關文字也很可能

是實際道、佛二方交互談辯的記錄。當時之道、佛論辯，如《高僧傳》〈齊京師

天保寺釋道盛〉：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而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兼通《周

易》。……迺著〈述交論〉及〈生死本無源論〉等……丹陽尹沈文季素奉

黃老，排嫉能仁。迺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沙簡僧尼，由盛綱領有功，

                                                 
54 《南史》，卷 76，頁 1889。 
55 《南齊書》，卷 54，頁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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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得寧寢。後文季故於天保設會，令陸修靜與盛論議。盛既理有所長，又

詞氣俊發，嘲謔往還，言無暫擾。靜意不獲申，恧焉而退。56 

 

此場論議，乃排嫉釋家的道徒吳興沈文季（442-499）所主導，57他安排陸修靜

（406-477）與釋道盛於京師天保寺辯論。其結果是，面對道徒的攻難、嘲謔，道

盛非但不為所動，尚且「詞氣俊發」，充分申理。 

道、佛交諍，互有勝負，陸修靜雖屈於道盛，卻也曾在其它的場合展露過優

勢，如梁．馬樞（522-581）所編的《道學傳．陸修靜傳》曾記載： 

 

天子乃命司徒建安王、尚書令袁粲設廣讌之禮，……。時玄言之士，飛辯

《河注》；碩學沙門，抗論鋒出。掎角李釋，競相詰難。先生標理約辭，

解紛挫銳。58 

 

此處記載了宋明帝（439-472）時陸修靜參與辯論活動的情形，該場宴集乃當時明

帝之弟──建安王兼司徒的劉休仁（443-471）與袁粲所規劃。從「飛辯河註」、「掎

角李釋」來看，可以猜測是場論辯或許是道士與佛徒針對《老子河上公注》的討

論，這當中可能涉及道、佛之間對《老》學的理解──尤其是「道家」與「道教」、

玄學與宗教之間的釐析辨異。與前面的游宴相較，這次的「廣讌之禮」，似乎不同

於其它的清談場，除了有文義相會的交際性質，因涉及佛、道之辯，頗有濃厚的

競賽、較量的意謂。 

吳地道徒善談者亦有錢塘道士杜京產（438-499）之子杜栖，《南齊書》〈孝

義．杜栖〉：  

 

                                                 
56 《高僧傳》，卷 8，頁 307-308。 
57 考沈文季為吳興吳康人，同族善談者尚有沈懷文，《南史》，卷 34，〈沈懷文〉：「懷文少

好玄理，善為文章。」頁 887-888。與沈客卿，《南史》，卷 77，〈恩倖〉：「美風采，善談

論，博涉羣書，……。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

卿斟酌裁斷，理雖有不經，而眾莫能屈，事多施行。」頁 1940。 
58 收入［唐］王懸河：《三洞珠囊》，卷 2，〈敕追召道士品〉，參《正統道藏》（京都：中文

出版社，1986 年），冊 21，頁 1828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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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徵士京產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

言論，栖常在側。……栖出京師，從儒士劉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

名儒貴遊多敬待之。59 

 

史謂杜氏「世傳五斗米道，至京產及子栖」，如 杜京產即「頗涉文義，專修黃老」，
60故杜氏之學思型態，應與顧、孔相當，皆有奉道的背景。此外，張、周皆曾與杜

氏友善，如京產即曾與張融談論，杜栖則以「善清言」而受到周顒的賞識。由此

可見僅管南朝道、佛交諍激烈，但仍不乏不同信仰取向之文士能同遊相友，這說

明他們之間的談論，賞譽交流過於學派門戶間的爭執，如《南史》〈孔珪〉： 

 

珪風韻清疏，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

遠、廬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不樂世務。61 

 

孔、張本為親家，孔珪與張融，一者奉道，一者「門世恭佛」，從士人的游處型

態來看，道、佛同調之處，到底皆有其遁世不樂俗務的情趣，某種程度是清逸之

氣的相通。孔珪能與廬江何氏往來，亦在此氛圍底下。 

廬江何氏亦為清言世家，以下即轉就何氏以論。 

（三）何、顏、劉（彭城）等 

《南史》〈何尚之〉： 

 

（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

論……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德璋為築室焉。……招攜勝

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62 

 

早自東晉何充（292-346）始，何氏即有奉法、清言之傳統。何充五世而後，至南

朝何點、何胤、何戢，因皆尚棲遁，故世稱「何氏三高」。其中何點，頗喜與沙門

                                                 
59 《南齊書》，卷 55，頁 965-966。 
60 《南齊書》，卷 54，〈高逸．杜京產〉，頁 942。 
61 《南史》，卷 49，頁 1215。 
62 《南史》，卷 30，頁 78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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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游「清言」，賦詠以自適，此乃東晉以降士僧游處的常態。談到何點，史籍中有

一場頗為特殊的清談，《南史》〈何尚之〉： 

 

永元中，崔慧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慧景性好佛義，

先慕交點，點不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裂裙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說，

不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63 

 

永元二年（500），崔慧景（438-500） 起兵反東昏侯（蕭寶卷，483-501），齊軍

望風畏逃，京城人心荒懼，崔於圍城時，以兵勢威逼何點出城與其談講佛義，地

點就在何點祖父何尚之（382-460）檀施所造的法輪寺。64何點被迫出城，乃欲利

用崔氏慕交其人的心態而與其談辯。關於崔慧景，《南齊書》本傳：  

 

性好談義，兼解佛理，頓法輪寺，對客高談。65 

 

崔亦為好清談之流。頓，「屯」也，止舍。因何點之故，崔氏軍隊暫屯止於法輪

寺，或因而緩解了圍城之急，唯事平後，何點遂亦不被東昏諒解，《南史》： 

 

慧景平後，東昏大怒，欲誅之。王瑩為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

「點若不誘賊共講，未必可量，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66 

 

雖然崔慧景之亂已平定，但東昏侯仍因何點竟能於國危之際與敵對談而大怒不

已，欲罪誅之，後經蕭暢與嬖臣茹法珍居中協調而得免。有意思的是，在戰爭逼

迫到連建康城中皆已「人間無薪」的緊急情勢下，敵對的二方竟還能相約對談，

由此可見崔氏威逼之張狂，然而何點之通脫，未嘗不是因勢利導，用以疏緩乃至

瓦解對方警備，故茹、蕭對其有「乃應得封」之陳請。崔氏逼談何點，聊以滿足

                                                 
63 同前註，頁 789。 
64 《高僧傳》，卷 11，明律〈齊鐘山靈曜寺釋志道〉：「何尚之欽德致禮。請居所造法輪寺。」

頁 435。另《南史》，卷 30，列傳第 20〈何點〉：「點門世信佛，……後點在法輪寺，子

良就見之，……。」頁 788。足見法輪寺已成何氏活動場所。 
65 《南齊書》，卷 51，頁 876。 
66 同前註，頁 789。 



 

南朝清談之型態及其發展綜論 171 

 
 

其附庸貴游之風雅，此亦見何點之清談，早成時人歆羨之標的。 

點弟何胤亦為隱士，《南史》〈何尚之〉： 

 

居若邪山雲門寺。……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禮敬，月中常命駕式閭，談論

終日。67 

 

胤之為人輕薄不羈，晚乃折節好學，居東山處講學。衡陽王元簡（齊高祖第四弟

蕭暢之子），每登門拜謁，與之談論終日。至於何胤、蕭元簡亦曾同僧人釋曇斐從

游相友，《高僧傳》〈梁剡法華臺釋曇斐〉： 

 

斐神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

藉，辭辯高華。席上之風，見重當代。梁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廬江何胤，

皆遠挹徽猷，招延講說。吳國張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

焉。68  

 

曇斐內典、外學兼通，不唯學思獨步，乃至神情、談吐、辭辯等風采，俱吸引張、

周等名士相與共結為「知音之狎」，此仍屬士、僧之間清言交游的型態。 

至於何胤從兄何戢亦「素好談玄，注《莊子消搖篇》傳於世。」69戢父何偃，

則曾被目為「正始中人」，此見王微與偃書： 

 

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不倍王、

樂。70 

 

這似乎是為何氏之玄思與談才作出了最佳的註腳。值得注意的是「何氏三高」尚

玄門風其來有自，他們都是何尚之的孫子。《宋書》〈雷次宗〉： 

 

時國子學未立，上留心蓺術，使丹陽尹何尚之立玄學。71 

                                                 
67 同前註，頁 791。 
68 《高僧傳》，卷 8，頁 341-342。 
69 《宋書》，卷 59，〈何偃〉，頁 1609。 
70 《宋書》，卷 62，〈王微〉，頁 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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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十五年（438），宋文帝（407-453）立「玄、史、文、儒」四學館，請何尚之

主持「玄學」館。可見何氏於「玄學」有其一定的功底，進而能以此傅授士子，

何戢能注《莊》，殆亦受家學氛圍影響。 

以下即由何尚之進論其清談關係。《宋書》本傳： 

 

 （何尚之）愛尚文義，老而不休，與太常顏延之論議往返，傳於世。72 

 

此處的「文義」，即文章與義理也。何尚之與顏延之（384-456），常論議往來，唯

此可能為設論體或書信之往覆，故能「傳於世」，可視為清談之另一種表現形式。

二人俱為劉宋時期尚玄、崇佛之學者，並喜交結僧人。以顏氏為例，《高僧傳》〈宋

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時顏延之著〈離識觀〉及〈論檢〉。帝命嚴辯其同異，往復終日，帝笑曰：

「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論〉及〈老子略注〉等。73 

 

顏延之著〈離識觀〉與〈論檢〉二論成，宋文帝命慧嚴與之談論，二人往復終日，

不分軒輊。其間之精采，被文帝譽為「無愧支、許」，即以前代支遁、許詢之美談

典範作目，正可見當世談辯優勝處猶為魏晉清談之延續也。 

如前所言，顏、何二人亦同對佛學感興趣，《高僧傳》〈宋淮南中寺釋曇無

成〉： 

 

釋曇無成，……。履業清正，神悟絕倫，未及具戒，便精往復。聞什公在

關，負笈從之。……與顏延之、何尚之共論實相，往復彌晨。成迺著〈實

相論〉，又著〈明漸論〉。74 

 

顏、何曾同釋曇無成辯析「實相」，釋曇無成在與二人談論後，復著論以申述之，

可見談辯乃促成著論之主要動機，此與顏延之先著論而後談辯，可謂一體之兩面。

                                                                                                                             
71 《宋書》，卷 93，頁 2293。 
72 《宋書》，卷 66，〈何尚之〉，頁 1738。 
73 《高僧傳》，卷 7，頁 262。 
74 同前註，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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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氏參與當代佛學之清言論理，尚見《高僧傳》〈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觀既妙善佛理，探究老莊，……瑯琊王僧達、廬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欸，

結賞塵外。……著〈辯宗論〉、〈論頓漸悟義〉及〈十喻序贊〉諸經序等，

皆傳於世。75 

 

此乃何尚之、王僧達（423-458）與慧觀交結故事。慧觀乃「什門十哲」之一，《高

僧傳》謂：「精難則觀、肇第一」，76足見慧觀與僧肇都是羅什門下善於精辯論難者。

何、王與之從游清言之餘，復結為世外之交，所談論之主題，則顯然與當世流行

的「頓、漸之辨」有關。 

至於慧觀與王僧達的關係，《南史》〈王弘〉： 

 

（王僧達）少好學，善屬文，為太子舍人。……。義慶聞之，令周旋沙門

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論文義，慧觀酬答不暇，深相稱美。77 

 

僧達亦琅琊王氏，當世名臣王弘（379-432）之子。慧觀之識僧達，乃經由劉義慶

（403-444）的引介，由於僧達聰敏早慧，其先得蒙文帝劉義隆召見，又復因「應

對閑敏」，故帝「妻以臨川義慶女」。義慶自身亦好文義，為宗室之表，78自然知道

這位女婿的才華，故特為慧觀引之。 

此外，何尚之對「頓、漸之辨」的興趣，除了與慧觀的談論外，亦見《高僧

傳》〈齊京師靈根寺釋法瑗〉：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毘之後。……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迺

敕下都，使頓悟之旨，重申宋代。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

言永絕。今日復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79  

                                                 
75 同前註，頁 264-265。 
76 同前註，頁 264。 
77 《南史》，卷 21，頁 573。 
78 《南史》，卷 13，〈宋宗室及諸王上〉：「性簡素，寡嗜慾，愛好文義，文辭雖不多，足為

宗室之表。歷任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頁 359。 
79 《高僧傳》，卷 8，頁 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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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瑗因能夠述生公（355-434）頓悟義，故為文帝所得，何氏在此過程中或代為訪

覓，也正以其有玄智，故能識得法瑗論旨。在此亦順帶提及劉宋皇氏的清言。值

得注意的是，劉宋皇族本以軍功起家，較無術學，唯至文帝時「頗愛文義，游玄

翫采，未能息卷」，80學術文化修養開始有了明顯的變化，於是便有宗室義慶、義

真之好文義，宋明帝「頗好言理」的情況。81唯這一切卻可追溯至宋武帝劉裕

（363-422），也就是說，即或是曾自謂「我本無術學」的劉裕，也有清談的記錄，

如《宋書》〈鄭鮮之〉： 

  

高祖少事戎旅，不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流，時或言論，人皆依違之，

不敢難也。鮮之難必切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理屈，然後置之。高

祖或有時慚恧，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

言論，諸賢多見寬容，唯鄭不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

為「格佞」。82 

 

劉裕雖為武夫，卻頗慕風流，時與士人談論，卻每被禮讓，只有鄭鮮之（364-427）

多加切難，不稍寬容，亦不予台階下，故有「格佞」之稱。此段文獻更深層的涵

意，乃劉裕開啟了劉宋帝室欲尋求其氏族「雅化」的意圖，而「清談」無寧是「雅

化」的最佳捷徑。 

此外，劉裕亦曾資助名儒設學談講，《南史》〈顏延之〉： 

 

雁門周續之隱廬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都下，開館以居之。武帝親

幸，朝彥畢至。延之宮官列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

辯，延之每以簡要連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理暢，莫不稱善。83 

 

同事可復參《宋書》〈隱逸．周續之〉： 

 

                                                 
80 《宋書》，卷 95，〈索虜〉，頁 2341。 
81 明帝好文義，能言玄理之例參《南齊書》，卷 41，〈周顒〉：「宋明帝頗好言（玄）理 ，

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頁 730。 
82 《宋書》，卷 64，頁 1696。 
83 《南史》，卷 34，列傳第 24，頁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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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踐阼，復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為開館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降幸，

并見諸生，問續之《禮記》「慠不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

三義，辨析精奧，稱為該通。續之素患風痹，不復堪講，乃移病鍾山。84 

 

劉裕為周續之開館，目的在招集生徒，形同「學館」。在定位上，卻非正式「官

學」，85顏、周之辯，反極似傳統清談，之所以如此判斷，乃因周續之的《禮記》

講座顯然並非獨自講說，而是由顏延之上席與之對難，從而形成一種主客往覆的

辨析攻守之勢，周續之雖「雅尚辭辯」，但面對顏延之「連挫」進難，似有所不

敵。隨即二人立場互換，交相覆疏，顏氏亦是以「言約理暢」勝出。故此則資料，

姑且可視為傳統「清談」對南朝講座產生影響之開端。 

（四）蕭、范、劉（南陽）、殷等 

作為當時有名的氏族，齊、梁時期另有蘭陵蕭氏，其貴游談義活動所繫聯而

出的名士交游網絡亦頗可觀，先從南齊永明時期竟陵王蕭子良（460-494）談起。

史謂：「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陵王西邸」。僅就「談義」而論，同一

集團中亦有蕭琛（476-512）、范縝（450-510）、陸倕、蕭衍（464-549）等，《梁

書》： 

 

縝字子真，……既長，博通經術，尤精《三禮》。性質直，好危言高論，

不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86 

 

范、蕭為表兄弟，二人從游相善，清談論理時，琛雖以口辯著名，卻每欽佩范縝

「簡詣」。「簡詣」者，以約言而能達旨也。又范縝常「危言高論」，見解獨到

而令人驚異，故不為士友所安，最具體之例，即其與竟陵王的談論。史稱縝「嘗

侍竟陵王蕭子良，子良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良問若無因果，何有富貴

賤貧？縝即以樹花闢人生，花隨風而墮，落處不同，並無依準，故人生際遇係偶

然也，以此破因果，子良竟不能屈。這段記錄是關於有佛無佛，或者可以說「因

                                                 
84 《宋書》，卷 93，列傳第 53，頁 2281。 
85 南朝官學，要到劉宋文帝元嘉十九年（442）設置國子學，才算正式成立。 
86 《梁書》，卷 48，頁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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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自然」（偶然）之辨；而其後所著〈神滅論〉則以刀利代薪火之喻，說

明「形質而神用」，故身死神滅。87該論以賓主往覆詰辯之形式書寫，曾被學者視

為「一篇最精彩典型的清談文字」；88論成，朝野喧嘩，梁武帝曾敕令大僧正釋法

雲並以曹思文、沈約等朝貴為代表的士人聯合駁議，蕭琛隨即亦著〈難神滅論〉

以駁之，從其稱該論乃「辯摧眾口，日服千人」來看，范縝在當時確曾以一敵眾。

總此，皆說明其「簡詣」，即若理勝，自然本末瞭然，意旨明晰，不煩曲盡鉤深。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場空前的「筆戰」，無寧是以一場突破時、空局限而存在的

另一種清談論辯形式。 

至於蕭琛之談其實還有得而說，《梁書》本傳： 

 

琛少而朗悟，有縱橫才辯。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年少，未為

儉所識，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樂遊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

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89 

 

琛之出名，乃緣於當初曾主動去找領吏部兼丹陽尹的王儉談論。儉與蕭琛對談，

大悅而知其才，遂受賞識。可見談辯一直是魏晉以來的識人之途、士子晉身的方

便之階。與人談語，既可展露才情，「推銷」自我，從而增加能見度，尤以貴游

的場合為然。 

回到竟陵王蕭子良的脈絡。蕭氏父子除了宮廷貴游，亦頗禮遇在地有名望之

士，並與之游談，如劉虯，《南史》本傳： 

 

武帝之臨荊州，唯與虬談。虬見之遴之亨，帝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

亨當以功名著。」90 

 

此是竟陵之父齊武帝蕭賾（440-493）至荊州，主動找虯對談之事。史載虯「精信

                                                 
87 范縝與蕭子良的對話，及〈神滅論〉之原文，參其《梁書》本傳所引，同前註，頁 665-666。 
88 唐翼明謂：「然此文是一篇最精彩最典型的清談文字，文中一問一答至三十一番。如果

要研究清談之說理論辯過程，本文無疑是最有價值的參考資料之一。」參氏著：《魏晉

清談》，第六章〈清談的重振與衰落〉，頁 325。 
89 《梁書》，卷 26，〈蕭琛〉，頁 396。 
90 《南史》，卷 50，〈劉虬〉，頁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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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氏，衣粗布，禮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91曾述道生之〈善不受報〉、

〈頓悟成佛〉義。虬子之亨，字嘉會，史稱其「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對」。92

虬孫三達（之遴子）亦能清言，時已入梁，梁武帝子蕭繹（508-554）即曾風聞其

夙慧而召其談論，《南史》〈劉虬〉： 

 

數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說義屬詩，

皆有理致。年十二，聽江陵令賀革講禮還，仍覆述，不遺一句。年十八卒。
93 

 

三達數歲即能清言，故以童稚之齡即受邀參與蕭繹的貴游場合。繹經由談論，試

其才學，果見其文、義「皆有理致」，惜乎英年早逝，此等事若在《世說》可入

〈夙慧〉。 

不唯蕭繹，繹兄蕭綱（503-551）亦好交游談論，《南史》〈隱逸下．陶弘景〉： 

 

後簡文臨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見，與談論數日而去，

簡文甚敬異之。94 

 

此為天監十二年（513），時任晉安王的蕭綱出任南徐州刺史時事。南朝時期道徒

談論雖不較僧人為盛，但亦非絕無，從前面的論述看來，即有孔珪、顧歡、杜栖、

陸修靜等皆參與清談，此處則為陶弘景（456-536）。綱弟繹曾於《金樓子》書曰：

「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理

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95思忖其意，殆認為三者乃其心目中分別代表當時

釋、道、儒中清談義理之最佳者。 

時亦有蕭衍弟蕭偉（476-533），《梁書》本傳：  

 

                                                 
91 同前註，頁 1249。 
92 同前註，頁 1252。 
93 同前註。此段《梁書》〈劉之遴〉傳無記載，倒是《南史》能盡其詳。 
94 《南史》，卷 76，頁 1897。 
95 此段引文今《金樓子》未見，參《南史》，卷 34，〈周朗〉所引，頁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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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不及。由是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

莫不畢至。……晚年崇信佛理，尤精玄學，著〈二旨義〉，別為新通。又

製〈性情〉、〈幾神〉等論，其義，僧寵及周捨、殷鈞、陸倕並名精解，

而不能屈。96 

 

蕭偉，素即好學尚賢，既信佛理，又精玄學，並能自鑄新說。其〈二旨義〉，是

否即類似「二諦」的討論，不得而知；至於〈性情〉、〈幾神〉，則曾被拿到談

座上探討而無人能駁，為當世名學眼中的「精解」。從另一角度觀察，蕭偉招引

四方游士，儼然亦已自成一談論之貴游集團。其中汝南周捨固不待言；若「殷鈞」

（484-532），實亦屬清言世家，史稱其為「仲堪五世孫」、「恬靜簡交游，好學

有思理」，其父殷叡則「有口辯」，97並與同族之殷臻俱有時譽，《南史》〈殷景

仁〉：  

 

（殷淳）子臻字後同，幼有名行，袁粲、褚彥回並賞異之。每造二公之席，

輒清言畢景。98 

 

臻曾為袁粲所賞，一如張緒與王景文之例；而其與袁、褚之談論畢日，99一如周、

張清談的「彌日不解」，都說出了南朝士人對談論的投入與專注。 

至於曾與蕭偉談論的陸倕，亦曾是竟陵八友之一。倕之孫輩陸瑜、陸琛，亦

尚談論，《陳書》〈文學．陸瑜〉： 

 

                                                 
96 《梁書》，卷 22，〈太祖五王．南平王偉〉，頁 348。 
97 《南史》，卷 60，〈殷鈞〉，頁 1488。 
98 《南史》，卷 27，頁 740。 
99 褚淵亦為風流有才的談者，《南齊書》，卷 23，〈褚淵〉：「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

淵美容儀，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淵涉獵談議，善彈琵琶。」頁 429。又

其晚輩褚玠：「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不尚淫靡。」參《南史》，卷

28，〈褚裕之〉，頁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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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字幹玉。……嘗受《莊》、《老》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論》於僧滔

法師，竝通大致。……，語玄析理，披文摘句，未嘗不聞者心伏，聽者解

頤，會意相得，……太子愛琛才辯，深禮遇之。100 

 

陸瑜受學於周弘正、僧淘，此外亦學究子史，可謂通博三教。陸氏玄談的特點在

於「批文摘句」，言之有據，故易於使人會意，此反映出當時清談的另一種崇尚

博學的重要特質。瑜、琛之時已入陳，他們同時都受到當時太子陳叔寶（553-604）

的賞識。 

至於蕭氏其它之清談（如蕭衍等），其實以講學談論式為多，詳見下節。 

三、變型：講學談論式 

此一型態實為傳統式清談之變型，乃以儒、釋學術講座為主，唯本課題既繫

以「清談」，所探討者應聚焦於以「名士」為主體的談辯活動，純粹的佛教譯講，

若當中無清晰的「名士化」元素，暫捨棄之。故「原型」與「變型」之同，皆有

「名士化」因素，只是談論目的與型態有差，即它並非是單純個人或少數士人之

間的社交性談論，而是人數夥眾且更為公開的學術講座。 

「講學談論式」是南朝談辯之大宗，學術推廣之目的濃厚，此緣於當世儒、

釋教化的普遍需要，唯仍舊保有傳統清談名士談論時之才辯、機智、風度等質素，

故視之為魏晉清談在南朝的衍化實不為過也。 

南朝時期「講學談論式」之論辯活動，依「行為」之「結構」，可分析為二

個層次：一、講座中之臨機論議；二、主講教授。本節即權分由此兩種立場來觀

察。關於「臨機論議」，其實源自佛教「譯講同施」的傳統，101卻進而與清談之

風合流。站在拋難的一方而言，已是在公開場合主動挑問，形成論辯，這種學術

討論有其即興特質；至於士人能躬自講說或負責應答，自然是義理精熟者方堪擔

當的職任了。質言之，當時的講座，乃是拋難者、主講者互動的關係，本未能遽

                                                 
100 ［唐］姚思廉：《陳書》（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卷 34，頁 463-464。 
101 王文顏謂：「姚秦、北涼、東晉等朝代，不論關中、河西、江左，普遍盛行譯講同施的

風氣，……譯場之中時常有論辨的現象，……在坐聽受的信徒如果覺得譯經大師所譯的

內容不清楚，或是義理不妥，能夠當面質詢，要求譯經大師回答問題。」參《佛典漢譯

之研究》（臺北：天華出版，1984 年），第三章〈譯場制度與譯場組織〉，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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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唯當時「主講教授」尚有一種 「法師」、「都講」二人對揚式型態，亦有敕

令進議，即主動點人起來問答的情況，故不全都是與聽眾之隨機討論。但總的來

看，南朝時期「臨機論議」的型態尤多，也最精彩。102 

再者，許多臨機拋難者，實亦有資格堪當主講，而主講人因緣際會亦可能在

其它場合以聽眾的角色出現，加以其活動周邊，隨時可能產生士人（僧）之間的

交際活動，即傳統清談（底層）之情況。故整個講經活動，其前後是一個「複合」

而多層次的行為結構，這種型態，發展至蕭梁時期的貴游講座，乃更臻於成熟。 

本節先就講座中的「臨機論議」作出統整，次論「官學中的談論」，最後以

南朝清談講論之集大成──「梁、陳宮庭之貴游講座」作歸結。 

（一）南朝談座中的「臨機論議」 

此類型態，乃在固有講座設置的前提下，接受聽講人的自由提問，東晉以降，

以佛學講座為多，唯當時儒學講座也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就內容看，因為是講

經，所以談題包羅較廣；就形式上，基本上屬「一人主講」式，但因隨時會接受

廣大聽眾的論難挑戰，故不如說是一種「一對多」的模式。所謂「臨機」者，乃

因在座聽講者可自由提問，故所促成的兩造論辯非經事先安排，先舉東晉時期為

例，如《世說》〈文學〉第 45 條：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精（情）漸歸支，意甚不忿，遂遁跡剡下。遣弟

子出都，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林講，比

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數十番，云：「舊此中不可復通。」弟

                                                 
102 值得注意的是，南朝史料中「講學談論式」涉及「法師」與「都講」的記錄並不多，清

一色都是「臨機論議」之型態，筆者猜測，這可能是因為「都講」的性質本即只是從旁

輔助法師而已，講座之主眼仍是「法師」之主講。如《高僧傳》曾提到僧導故事：「僧

叡見而奇之，問曰：『君無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都講。』叡曰：「君

方當為萬人法主，豈肯對揚小師乎。」參卷 7，〈宋壽春石礀寺釋僧導〉，頁 280-281。

僧叡認為以僧導出眾之資質，當「都講」不能顯才。另真正有能力的法師，如釋僧慧，

傳載其「性強記，不煩都講。」前引書，卷 8，頁 321。都顯示「都講」在南朝講經活

動中為「小用」，而並不被重視。加以佛教「都講」之制本為常態，既已成制度，多落

入格套，即不見得會有太過出色的表現，故許多講座中真正精采的論辯活動，反而是落

在無法預知的「臨機論議」上。這無形中就影響了文獻記錄時的書寫動向。也就是說，

大部分「臨機論議」的前提其實應該都有「都講」的存在，只是沒有被特別寫出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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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林公遂屈。厲聲曰：「君

何足復受人寄載！」103  

 

對照《高僧傳》，得知問難者乃于法開弟子法威，法威正值道林講經講到某品時才

抵達，正是要讓他措手不及。在難方而言，到底還是有一定的刻意與造作，至少

經過了事前的沙盤推衍，但從主講人的立場來看，這種臨機進難正是其事前所無

法預料到的，支遁就好像被設計一樣，這裡仍可嗅得到一種以言談作為「遊戲的

興味」。比起傳統的清談，這樣的論辯方式更具備挑戰性。畢竟聽眾之流品紛雜，

高手往往就隱藏在人群中，主講人既無從掌握，只有倚靠平常的學養，才能多方

應付突然其來的各種問題。又如《高僧傳》〈宋京師莊嚴寺釋曇斌〉： 

 

釋曇斌，……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

時心競之徒，苦相讎校，斌既辭愜理詣，終莫能屈。104 

 

就講者而言，有時並不一定知道聽眾的背景；但就聽者而言，有許多是如法威之

例，有備而來，刻意逞辯爭勝，此即「心競」之徒。正因如此，講者的言辭、條

理、應變風度都是考驗。尤其談題若足具爭議性，則更易引發激辯，當世的「頓、

漸之辨」即是一例。類似的例子又如道猷，《高僧傳》〈宋京師新安寺釋道猷〉：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廬山。……宋文問慧觀：「頓悟之

義，誰復習之？」答云：「生公弟子道猷。」即敕臨川郡發遣出京。既至，

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令猷申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

思參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機稱快。105 

 

自道生立頓悟成佛義，挑起當時學界頓、漸之辯，連文帝都感興趣。唯因生公卒

後，微言難覓，於是經由慧觀的引薦，尋得能紹述其學的道猷至宮中開講。是場

講座因義僧雲集，多方逞辯爭競，挑難不斷，道猷卻能以其積學深厚的思維與玄

                                                 
103 前引書，頁 229-230。 
104 《高僧傳》，卷 7，頁 290-291。 
105 同前註，頁 29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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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正本清源，挫銳解紛。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講座的主辦人宋文帝，也曾親講

頓悟義，如《高僧傳》〈宋京師龍光寺竺道生〉： 

 

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若使逝者可興，豈

為諸君所屈。」106 

 

文帝本已服膺道生頓悟義，唯不知是否因義理稍差，故其講說，屈於僧弼等人的

嚴厲詰問。就型態上來看，巨弼之送難，似當為臨機論議。 

愈有名的講者，即有可能接受愈多的挑戰，如釋智稱，《廣弘明集》〈南齊

安樂寺律師釋智稱碑並序〉： 

 

時法筵廣置，髦士如林，主譽既馳，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

師應變如響，若不留聽，囿辯者土崩，負強者折角，莫不遷延徙靡，亡本

失支。觀聽之流，稱為盛集，法師性本剛克而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

無忤色，虛己博約，咸竭厥才。107 

 

智稱名譽既廣，自亦成為談客特別設定以挑戰的標的，只見甫一「發題」，即已詰

難鋒起，唯其亦應變敏捷，言之有物，若未留意聽其分析，則將不知如何重新組

織命題，續以應答，甚至立場瓦解。尤其難得的是，面對多方而激烈的詰辯，智

稱皆能「悅以待問」，其器度之恢宏，態度之謙虛，猶令時人景仰。實智稱年輕時，

自身正是以善問而聞名，如《高僧傳》〈齊京師安樂寺釋智稱〉： 

 

後東下江陵，從隱具二師更受禪律。值義嘉遘亂，乃移卜居京師，遇穎公

於興皇講律。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不驚嗟。定林法獻於

講席相值，聞其往復清玄，仍携止山寺。108 

 

智稱曾於建康興皇寺聽法穎講律，同是學習禪律的他當眾提出質詢，其言辭雖含

                                                 
106 同前註，頁 257。 
107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臺北：新文豐，1986 年），卷 23，頁 339b。 
108 《高僧傳》，卷 11，〈齊京師安樂寺釋智稱〉，頁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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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卻深中肯綮，意蘊深遠，令當下聽講之人，無不驚異，從而受到定林寺法獻

的賞識。 

在當時有許多名不見經傳的聽者，往往因藉機拋難，駁倒講者，而驚動四座，

一問成名，如《高僧傳》〈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什公。……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

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識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弊，

貌有風塵，堂內既迮，坐驢韉於戶外。高座出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

便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曰：「高

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數番，皆是先達思力所不逮，高座無以抗其

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論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

祇洹寺。109 

 

這一段描述，頗具戲劇性：僧苞本為一位默默無名的小僧，卻在一次重要的講座

中，意外成為眾人囑目的焦點，衣服蔽陋的他，擠不進講堂，只好坐在門外驢子

的鞍韉上。高座適發題完，即提問，雙方隨展開機趣的問答。由於僧苞的問題是

前人沒想過的，導致高座皆無以應，只好自退講席。此見當時講座容許恣意發問，

幾無限制。僧苞因乘間進難而有超人意表的表現，倒頭來成為王公名流結交的對

象，此「第二層」之臨機論議，又能引出「底層」之清談（歎其才思，請與交言）

也。這說出臨機論議的吸引處，在於打破觀聽者的心理預期，極易展露士人即興

之才與清逸脫俗之氣。 

職是，非唯僧人，即或當時義理稍有程度的名士亦然，如周弘正早年亦曾因

臨機進難而致名，《南史》本傳： 

 

弘正醜而不陋，吃而能談，俳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理，為當世所宗。

藏法師於開善寺講說，門徒數百，弘正年少，未知名，著紅褌，錦絞髻，

踞門而聽，眾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

覘知，大相賞狎。110 

                                                 
109 《高僧傳》，卷 7，頁 271。 
110 《南史》，卷 34，〈周弘正〉，頁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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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正年少時，曾經去開善寺聽智藏法師講說，穿紅褲，以錦帶結髻，蹲坐門前聽

講，一副幼稚相，大家既不認識他，也都輕視他，只是不驅趕。沒想到他乘機問

難，受到整場矚目。如同僧苞之例，這當中無疑就產生一種觀聽者心態上的落差，

由於出人意表，往往帶給人更多的賞歎與驚異的感受。又如王斌，《南史》〈陸

慧曉〉： 

 

時有王斌者，不知何許人。著〈四聲論〉行於時。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

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而不修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

實論》，無復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不能平，乃罵

曰：「那得此道人，祿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敍

勳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不為動。而撫機問難，辭理清舉，四座皆屬

目。後還俗，以詩樂自樂，人莫能名之。111 

 

與僧苞、周弘正相似，王斌起初不為人所識，亦不被看好，復穿著弊陋，開講前

因找不到座位，竟然就一股腦兒地坐在僧正慧超旁邊的空位上。慧超因嫌惡之，

一度命人驅趕，但他卻不為所動。直到講論開始，即因善於臨機問難、辭理清舉

而四座囑目。又如張緒，《南史》本傳： 

 

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不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

以近之。……緒吐納風流，聽者皆忘飢疲，見者肅然如在宗廟。112 

 

被袁粲譽為有「正始遺風」的張緒曾參與《維摩》經講座之討論，緒時發言進難，

齊武帝蕭賾因座位太遠，欲聽而不得，或許因張緒正在論議，無法即時令其移位，

故竟動到了主講人僧達的腦筋，而逕與其易位。可見張緒的風采言談吸引人的程

度。至於緒於此番講座之論議，想必亦屬臨機性質，唯不同者乃緒時已知名，此

是其與周弘正、王斌事例之不同處。 

善提問者，日後若有機會自登講筵，其對問題意識自易較有省覺，從而剖析

明瞭，游刃有餘，智稱固為一例，釋弘充、釋慧隆亦皆然，《高僧傳》〈齊京師

                                                 
111 《南史》，卷 48，頁 1197。 
112 《南史》，卷 31，〈張緒〉，頁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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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宮寺釋弘充〉： 

 

釋弘充，……善能問難，先達多為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互起，充既思

入玄微，口辯天逸，通疑釋滯，無所間然。每講《法華》《十地》，聽者

盈堂。113 

 

《高僧傳》〈齊京師何園寺釋慧隆〉： 

 

隆既思徹詮表，善於清論，乘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開講《成

實》，……凡先舊諸義，盤滯之處，隆更顯發開張，使昭然可了，乃立實

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隆公蕭散森，若霜下之松竹。」114 

 

由上諸例，可知「善能問難」似乎已是一個學者練習思辨重要的特質，會問問題，

正表示思考充分。職是，光從問難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才辯、思理與機智，善問

難者，待其自講時，自明瞭問題關鍵，而益易釋滯解疑。對照我們此處對講座的

談辯模式來說，有「第三層」能力的講說者，多亦具「第二層」之能力，而「第

二層」論辯若佳，則「第三層」亦無問題。故亦曾有在座中論議，講得比主講人

好，而「引眾別講」之例。如《續高僧傳》〈周益州謝鎮寺釋寶海〉： 

 

釋寶海，姓龔，巴西閬中人，少出家，有遠志，承楊都佛法崇盛，便決誓

下峽。既至金陵，依雲法師聽習《成實》，旁經諸席，亟發清譽，乃引眾

別講，徒屬兼多。115 

 

寶海曾至法雲法師《成實》講座旁聽。「亟發清譽」者，乃指其於座中論議，普

獲好評與認同。是否因為法雲的義理並不完全能讓眾人愜懷稱心，所以索性引眾

自講。寶雲以一個遠到的外地僧侶，卻能從號稱「梁代三大家」之一的法雲講座

中，搶走了一批聽眾，正可見其實力。 

                                                 
113 《高僧傳》，卷 8，頁 308。 
114 同前註，頁 326-327。 
115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 9，收入《大正藏》（臺北：新文豐，1983 年），第 50

冊，頁 49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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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並不是所有談座中的對揚往來都是臨機進難式的，佛教講經中本已有

「都講」作為抑揚法師，但誠如前論，「都講」在南朝講經活動中為「小用」，只

是起著輔佐主講之作用，加以多落入格套，即不見得會有太過出色的表現，大多

在講經場合精采的論辯，清一色多是即興論難。不過除此之外，正像先前張緒的

例子，與會者中可能也有預先請來，或事先即已認識的人，如《續高僧傳》〈陳楊

都宣武寺釋洪偃〉： 

 

偃風神頴秀，弱齡悟道。……乃開筵聚眾，闡揚《成實》，舉厝閑雅，詞

吐抑揚，後學舊齒，稽疑了義。……。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年

非宿老，座第甚遠，抗言高論，精理入神，帝賞嘆久之，莫不矚目。116  

 

這當中的辯難有兩重，一是預先安排的討論人（延德肆問）；另為座中的臨時發

問者，釋洪偃則屬後者，因不是預請，故「座第甚遠」，需要「抗言高論」。又

如《高僧傳》〈齊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不堪多領，乃命慧令答之。融以

慧年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理，酬酢往還，綽有餘裕。117 

 

從脈絡看來，張融對道猛主講《成實》的講座似乎有備而來，由於其構難重重，

令對方無以招架，只好當場指定慧令來替他解圍。張融本來看輕慧令，但沒想到

被慧令趁機點中要害（乘機挫銳），既言之成理，又連有勝義。慧令的論議也許並

非事先預備，正因如此，張融才會如此輕忽。這是聽眾跟聽眾之間的對辯，也有

幾分隨機的性質。   

誠如前例，提問人之所以思理精微，因為他們自己也常常是主講人，甚至偶

會旁涉不同性質的講座，如《陳書》〈孫瑒〉：  

 

                                                 
116 《續高僧傳》，卷 7，頁 476b-c。 
117 《高僧傳》，卷 8，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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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少倜儻，好謀略，博涉經史，尤便書翰……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

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時興皇寺朗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

時有抗論，法侶莫不傾心。118 

 

孫瑒不但自設講肆，也是法朗法師（507-581）座中的常客，只不過孫瑒自己的講

座是以「玄」、「儒」等外典為主。他以外典名講的身分，去旁聽釋典的講座，這

當中所激發出三教交涉論辯的火花，自是可以想見，所反映的是當時學術博通互

涉的情形。即因學術立場不同，所提之問題必非如「都講」能事先安排。 

南朝時學術討論的風氣相當多元而自由，即或僧人亦常講外典，《高僧傳》

〈齊京師靈根寺釋法瑗〉： 

 

（釋法瑗）論議之隙，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

因辭山出邑，綱維寺網。刺史王景文往侯，正值講《喪服》，問論數番，

稱善而退。119 

 

僧人談外典，此自東晉慧遠時已然。法瑗曾講《喪服》，時任江州刺史的王景文

前來拜訪，故即興與之問論數番。120與先前諸例相比，景文與法瑗之談辯，顯然

不是事先安排，即或景文自己也不是為談辯而來。景文者，即與謝莊齊名之王彧

也。 

相對於僧人講外典，俗家士人亦可開佛學講座，而由僧人隨機進難，王景文

即亦嘗自講佛理，《高僧傳》〈齊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時王彧辯三相義，大聚學僧。慧時年十七，

便發問數番，言語玄微，詮牒有次，眾咸奇之。121 

 

                                                 
118 《陳書》，卷 25，頁 321。 
119 《高僧傳》，卷 8，頁 312-313。 
120 由此可知即或儒講亦可「辨名析理」，誠如牟潤孫謂：「何以玄學家講名教多討論喪服？

潤孫以為講服制可以推理，可以論名分，可以講比例，為經學上論辯佳題。」參氏著：

〈論魏晉以來之崇尚談辯及其影響〉，參前揭書，頁 330。 
121 《高僧傳》，卷 8，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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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善問，亦善講。名士開講，本頗具號召力，唯遇見言語玄微的少年道慧，反

讓眾人轉移了焦點。 

此外，不唯佛學，儒學講座亦容許聽講者隨機進難，如周捨，《梁書》本傳： 

 

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祏招包講，捨造坐，累折包，

辭理遒逸，由是名為口辯。 122 

 

江祏為南歸而有儒學的吳包設講座，周捨造坐聽講，屢提問以屈折之。值得注意

的是，此是南人向北人提出挑戰，結果是南人較勝。 

此外，主講者須有被人論難不倒的能耐，否則就得讓席，如《高僧傳》〈齊

京師中寺釋法安〉： 

 

王僧虔出鎮湘州，攜共同行。後南適番禺，正值攸（彼）公講《涅槃》，

安問論數番，攸心愧讓席。123 

 

王僧虔曾與法安同行至番禺，正當某僧開講《涅槃》，法安臨機進難，辯論數回，

此僧最後卻因不敵而讓出講座。這種情況對講者而言，當然是相當沒臉面的事，

故為了避免被問倒，甚至也有人預先想好「題庫」，《續高僧傳》〈梁楊都莊嚴寺

沙門寺僧旻〉： 

 

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旻

於末席論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復神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放塵尾

而歎曰：「老子受業於彭城，精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為難窟，每恨不

逢勍敵，必欲研盡。自至金陵累年，始見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

答。」及晚上講，裁復數交，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坐曰，後生可畏，

斯言信矣！124 

 

                                                 
122 《梁書》，卷 25，〈周捨〉，頁 375。 
123 《高僧傳》，卷 8，頁 329。 
124 《續高僧傳》，卷 5，頁 4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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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子良曾請僧柔、僧次講論《成實》，僧旻在座問難屢起，連次公都難於應答。旻

先居「末席」，一如前引僧苞、周弘正之例，均不被看重，卻因伺機善問而一舉成

名。「五聚」者，乃「成實五聚」，即將《成實論》依諸品所歸，編成五個部分。

僧次特地預擬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共十五題，作成題庫（難窟），連同答案，往來

共「十五番」。其歷年講經，所遇提問無數，幾皆無過於此，故有「每恨不逢勍敵」

之歎，但沒想到僧旻的出現，卻讓他無以招架，只好重新思考，允諾晚講再答。

僧旻即是後來梁代「成論大乘師」的三大法師之一，其實在少年時期已經展露了

聰慧的析理能力，《續高僧傳》同傳： 

 

尚書令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聯環，言皆摧敵。125 

 

僧宗曾受王儉之請講《涅槃經》，僧旻在座中往覆詰問，皆中要害，王儉由此目其

才智更甚竺道生。當時口辯無敵，一問而成名者，多類此例。值得注意者，僧旻

受到的是俗家士人的賞識，王儉，素有「造次必於儒教」之稱，這意味僧人講經

論議的口才，往往被放在世教品鑒的格局中審視。 

此外，亦有士人講說外典，由僧人乘間進難之例，如《南史》〈隱逸下．庾

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弱歲受學於南陽劉虬，強記敏識，出於羣輩。玄經釋典，

靡不該悉……梁鄱陽忠烈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游處，令講《老子》。

遠近名僧，咸來赴集，論難鋒起，異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

聞。……荊陝學徒因請承先講《老子》，湘東王親命駕臨聽，論議終日，

留連月餘，乃還山。126 

 

承先也是學通玄、釋的學者，他曾受鄱陽忠烈王（蕭恢，476-526）之邀講說《老

子》，聽講者卻多為僧人，過程中也是攻難屢起，甚至有「異端」競相挑戰，唯

承先皆能「徐相酬答」，體現名士風度，所析義理亦頗有新意。另一次的《老子》

講座則是應當地學徒之請，正當講時，湘東王蕭繹造訪臨聽，並與之議論終日。

                                                 
125 同前註，頁 462a。 
126 《南史》，卷 76，頁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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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尚是特意前來，然而也有如前所提，在拜訪時偶遇講席而隨機論議之例，如《南

史》〈賀瑒〉：  

 

湘東王幼年臨郡，彭城到溉為行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

侶滿筵，既聞上佐忽來，莫不傾動。琛說經無輟，曾不降意。溉下車，欣

然就席，便申問難，往復從容，義理該贍。溉嘆曰：「通儒碩學，復見賀

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了不酬答，神用頹然。127 

 

賀琛於鄉私學開講，蕭繹無預期地蒞臨拜訪，造成不小的騷動，唯琛不為所動，

續講不輟，時繹任會稽太守，128到溉為其輕車長史，行府郡事。溉在下車後，出

奇不意地「欣然就席，便申問難」，史稱溉「舉動風華，善於應答」，129面對這

突如其來的挑戰，賀琛亦從容以對，與其往覆論難，且能充分申論，一無困窘。

到溉嘆賞之餘，臨走前尚不忘向對方放話「尋當相屈」，感覺上像是要再來「踢

館」似地，唯琛毫不相應，「神用頹然」，琛之雅量，頗有魏晉名士之風。 

總而言之，臨機論議之談辯型態既富涵即興特質，頗能造就許多出人意表地

機智問答，它是拋難者顯才成名的契機，更考驗著主講人平素才學的準備與臨場

應變的表現，就某種程度而言，這似乎正是傳統清談彰顯名士才情、思辨、風度

的應用場域。 

（二）官學中的談辯 

上節所談到的「臨機論議」型，乃南朝講座議論活動中極為重要的一面，唯

從事例來看，似乎仍以佛教講經為多，玄、儒講座則偶見，且多以私家為主。本

節則將焦點轉為官學場合。就型態而言，南朝官學中的論辯偶亦有在講座中臨機

論議，但相較之下，更多的是經過「安排」的講論，所謂「安排」者，為談論雙

方已先經由指定，此猶如前謂劉裕安排顏延之與周續之在學館對談一樣，只不過

當時尚無正式之國子學。國子學正式成立之後，最特殊經由「安排」所產生論辯

                                                 
127 同前註，頁 1509。 
128 湘東王蕭繹出任會稽太守在天監十八年（519），時繹方十二歲，相關考證參吳光興：《蕭

綱蕭繹年譜》（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年）。因繹出訪賀琛時年歲方小，故

由其長史到溉發問，是很合理的事。 
129 《南史》，卷 25，〈到彥之〉，頁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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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態，乃「策試」之答辯，當然也有國子博士在授課時安排國子生辯論，此適

如今日之討論課；此外，更另有帝王為解答官學中的學術疑難而親開講座之例，

這時候論議的產生，則是「敕令」論議，讓在場的國子生勇於發表個人意見，與

皇帝對話。諸如此類，不能不說都是「清談」之變型。 

官學中的臨機論議，如謝舉，《梁書》〈謝舉〉： 

 

幼好學，能清言，……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理及釋氏義。為晉陵郡時，

常與義僧遞講經論……。先是，北渡人盧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

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屢折廣，辭理通邁，廣深歎服，仍以所

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焉。130 

 

此乃北人講學，南人乘間進難之例，一如前面所引的吳包、周捨之辯。舉乃謝莊

之孫，謝氏向為兼通玄、釋的文義世家，至舉則常與義學僧輪流遞講經論。盧廣

是北來儒士中，「言論清雅」而最不類北人者，然即或其以「國子博士」之尊，

講說擅長的「儒術」，也屢被謝舉的論議所折服，即無論辭藻、析理，舉皆較勝

一籌。這也許是因謝舉以其主講之功力，拿來在別人的談座中「拋難」，所有的

哲思精義都轉為提問的方式展現，豈有易敵之理？廣既自覺不如，則讓出象徵講

座權威的「麈尾」，以示「讓席」。 

另國子學中經過「安排」的談辯，亦有「策試」之問答。策試者，為國子學

中之考試，分筆試與口試，131但南朝似乎更重口試問答，因有隨機性質，需當下

應對，故較之筆試更能測出士子臨機應變之口才與風度，名士子弟之早慧夙成，

多由此可見。且此情況以蕭梁時期最盛，甚至還有策問時使考生仿講經昇座之例，
132總之皆可看出談辯文化多重影響的軌跡。 

                                                 
130 《梁書》，卷 37，〈謝舉〉，頁 529。 
131 筆試者如《宋書》，卷 5，〈文帝〉：「（廿三年）九月己卯，車駕幸國子學，策試諸生，

答問凡五十九人。冬十月戊子，詔曰：『庠序興立累載，冑子肄業有成。近親策試，覩

濟濟之美，緬想洙、泗，永懷在昔。諸生答問，多可採覽。教授之官，並宜沾賚。』賜

帛各有差。」頁 94。此處之「答問」若為口試，即文帝應當場勉勵，而不至於等到隔

月後嘉獎，並從「覩其濟濟之美」、「多可採覽」可見文帝看的是考生的卷子。 
132 牟潤孫認為儒講「升座」之形式乃受到佛家講經之影響，其謂：「漢時儒家講經求如釋

氏之問答辯難，升高座，發題義者，讀兩漢書儒林傳蓋未之見，即三國魏晉之經師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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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齊永明年間，國子學有了較為正規的策試，《南齊書》〈文惠太子〉： 

 

五年冬，太子臨國學，親臨策試諸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曲禮》云

『無不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禮，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

將不為昧？」儉曰：「鄭玄云『禮主於敬』，便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

「若如來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不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不

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異，誠以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

據。《禮》云：『不勝喪比於不慈不孝』，此則其義。」……太子問金紫

光祿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立身之本，尊卑所以竝同。」……竟

陵王子良曰：「禮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不

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太子又以此義問諸學生，

謝幾卿等十一人，竝以筆對。133 

 

以上一段對話，保留了相當珍貴的談論記錄，雖然不是正規的清談場合，然

而我們卻可從中觀察當時國子學中談辯與策試的整個過程，即諸生所誦習之「口

實」（經典、義疏）在「策試」場合運用的情況。文惠太子蕭長懋（458-493）親

臨策試，不是先問諸學子，而是先問當時傅授者如王儉、張緒、竟陵王蕭子良等，

其用意乃在藉由先與諸師問答，為諸生示範，以激發其「筆對」論議之高致。談

論的焦點，大抵在《禮》學中「禮敬」與「尊卑」交涉的原理。此種議論型態之

所以與「清談」接近，一方面就參與人物來看，有當世最負盛名的清談名講（如

張緒）；從談論內容與方法來看，雖是論《禮》，卻不拘泥於章句訓詁之鑽研，

乃是特就《禮》學精神作出原理性的探討，間或運用「辨名析理」之方式，諸如

「忠惠可以一名，孝慈不須別稱」、「敬雖立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共同

斯稱」、「言與事符」……等，推原「禮敬」作為立身之本，舉為總名，以統尊

卑。加以各人論辯往覆，言簡意賅，而頗有「清通簡要」之致，此亦接近傳統「清

談」之特色。 

相較於「筆對」，齊世策試取士，談辯往往是更重要的一種方式，《梁書》

〈文學下．謝幾卿〉： 

                                                                                                                             
之」、「南北朝時，儒家講經，講者必升座，同於釋氏」，分參前引書，頁 268、277。 

133 同前註，頁 3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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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神童。……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臨策試，謂

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理，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

事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不死矣。」134 

 

文惠太子在當時似乎是國學的負責人，他請祭酒王儉策試謝幾卿，訪之以經義。

過程中謝氏「隨事辯對」，言辭流利，故頗得太子稱賞。藉由策試之論辯，突顯

出應試者出自名門清望的學養。 

至梁世，以談辯作為策試士子的形式仍舊，《南史》〈文學．岑之敬〉： 

 

十六，……，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例止明經，若顏、閔之

流，乃應高第。」梁武帝省其策，曰：「何妨我復有顏、閔邪。」因召入

面試。令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

親自論難。之敬剖釋從橫，左右莫不嗟服。135 

 

時梁武帝蕭衍親定經學講義，稱為「制旨義」，作為方便策試士子的標準答案。從

策試成績看，「高第」乃在「明經」之上，136此言御史對岑之敬「高第」的成績採

較保守態度，欲依例授予明經。然而武帝看了他的卷子，卻覺得多一位高第亦無

不可，在此情況下，安排面試再加考核。有意思的是，這個面試的過程，竟然也

弄得像正式的講經說法一樣，考生岑之敬「升講座」，猶如主講也；朱异則執經唱

誦經文；至於武帝，則在朱唱經後，親自問難。果然之敬剖析釋義，無不得理，

令人佩服。有趣的是，國子生登高座，皇帝自己倒成了論難者的角色，這有點違

反尊卑觀念，理想的情況是皇帝在上詢問，之敬為考生，豈不在下答覆即可？只

能說這裡反映了一種現象，乃一旦置於談說論義的境界，即無分階級上下，一律

                                                 
134 《梁書》，卷 50，頁 708。 
135 《南史》，卷 72，頁 1788。 
136 張旭華謂：「從策試成績看，有甲科、高第、明經、清茂、推第等名目。一般說來，甲

科只授皇室胄子，故梁世明經射策甲科者唯蕭大臨、蕭大連、蕭孝儼三例，實為對王侯

子弟的一種榮寵。甲科之下，則以策試擢為高第者為優。……可見梁時策試得第多為明

經，要取得高第並非易事。」，詳參氏文：〈蕭梁經學生策試入仕制度考述〉，《史學月刊》

1994 年第 6 期，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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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若有所分，僅是談吐與才學之別，此乃「清談」精神之延續。 

時宗室子弟在學，亦有答策之例，《南史》： 

 

亮弟暎字文明，年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年，詔諸生答策，宗室則否。

帝知暎聰解，特令問策，又口對，並見奇。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里駒

也。」137 

 

梁時國子生皆應策試，不久武帝即詔宗室子弟可以免試（宗室則否）。唯蕭暎因

「聰解」而特為武帝問策，結果其應答頗有奇致而受贊賞。士子之早慧，往往成

為言談試探的對象，畢竟是否為天才，一問即知，若果善對，益助其夙成之譽。

考蕭暎乃始興王蕭憺第四子，曾參與昭明太子蕭統（501-531）「二諦義」談座的

討論，《廣弘明集》中有其論議文字。138蕭暎之弟曄，「字通明，美姿容，善談

吐」，139兄弟二人皆有善談之才。 

當時早慧夙成者，亦有周弘正，《南史》本傳： 

 

弘正字思行。……年十歲，通《老子》、《周易》。……十五，召補國子

生，仍於國學講《易》，諸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

日淺不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豈俟策試？」140 

 

弘正年十五，尚為國子生即能行講授之事，故其論議廣為諸生傳習。前論曾提及

弘正叔父周捨曾鼓勵其與顧越交遊，「厚為之談」，周捨自己亦常與談論。由此

可知天才的養成，某一部分仍緣於優良家風的傳承與陶冶。此處弘正入學未及一

年，即欲應試，而為學司所不許，博士到洽卻特準其免試。 

梁、陳之際，國學中的天才士子屢出，周弘正已為一例，此外尚有袁憲，《陳

書》本傳： 

 

                                                 
137 《南史》，卷 52，〈梁宗室下〉，頁 1302。 
138 參《廣弘明集》，卷 21，〈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二諦義旨（往反四番）〉，頁 302b。 
139 《南史》，卷 52，頁 1303。 
140 《南史》，卷 34，〈周弘正〉，頁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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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有雅量。梁武帝脩建

庠序，別開五館，其一館在憲宅西，憲常招引諸生，與之談論，每有新議，

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141 

 

南朝國子學往往成為士子演練談辯的場合，諸生多於此藉以切磋研習，從游問道，

而這種學習風氣，儼然已成清談文化發展的一部分。當世名士，多於國子學時期

即已展露頭角，如袁憲與諸生在國學中游談，屢發新意，表現不同凡俗，隨後的

一段也描述得相當細膩： 

 

憲時年十四，被召為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愛其神彩。

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不？」君正

曰：「經義猶淺，未敢令試。」居數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

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之麈尾，令憲樹義。時謝岐、

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

遞起義端，深極理致，憲與往復數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

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眾滿堂，觀者重沓，而憲神色自若，辯論有餘。

弘正請起數難，終不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吳郡，此郎已堪見代

為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行賄賂，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豈能

用錢為兒買第耶？」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

流。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虜

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不解義，至於風神器局，去

賢子遠矣。」尋舉高第。142 

 

此亦為以談辯策試之例。「正言」，即《孔子正言章句》，為大同八年（542）武

帝蕭衍撰，用以作為士子修習之標準本；「正言生」者，自然是此科目的修習生。

從脈絡看來，當時負責教授者乃博士周弘正。故事描述某日正要上課開講，弘正

卻先令袁憲「樹義」，同時請程度較好的謝、何二生與之往覆對辯。過程中作老

師的從旁煽風點火，要二生不要客氣，盡量發問。袁憲面對一波波艱深義理的挑

                                                 
141 《陳書》，卷 24，〈袁憲〉，頁 311-312。 
142 同前註，頁 312。 



 

196  文與哲 台灣南區大學中文系策略聯盟學術論叢 

 
 

戰，卻能「酬對閑敏」，神色自若，綽有餘裕。及至弘正親自問難，仍無法使其

屈服。此番辯論之精采處，在於當事人並無事先準備，尤其袁父本還以其年少，

學力尚淺，未敢承諾應試，然而卻無預期地被帶到講堂上，在「學眾滿堂」的觀

聽者面前展現其論難不倒的辯才。周弘正如此作為，似乎是為了印證自己對憲「已

堪見代為博士」的識鑒之明，他對學眾宣告：「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耶」，

亦正反映了這種想法。即或如此，袁憲似未得意，仍循正常之途應試，且不循私

買賄。面對考官諸多「劇難」的考驗，憲仍「隨問抗答，剖析如流」，故至終順

利地通過了策試，且在應考官的品目中，留下了最佳「風神器局」的印象。 

袁憲策試之例，實凝集了諸多魏晉玄風的元素（如雅量、夙慧、識鑒、品藻

等），其個中之書寫舖陳，皆為營造出主角人物可堪歎賞的器識與天才。在這種

「名士化」書寫的格局底下，即或是官學中策試之談辯，亦十足有「清談」之本

色。 

相對於袁憲的談辯以器局、風采勝，在當時的國子生中，才辯義理出色者，

則猶有張譏，《陳書》本傳： 

 

譏幼聰俊，有思理，年十四，通《孝經》、《論語》。篤好玄言，受學于

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為先輩推伏。梁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梁武

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勑令論議，諸儒

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令溫雅。梁武帝甚異之，賜裙襦

絹等。143 

 

張譏亦為國子正言生，受學於周弘正，與袁憲在國子學的表現十分類似，皆因有

出人意表的議論而受人注目。武帝曾親講《易》學，這一次的開講，或許是針對

弘正與張譏等曾就相關疑難向其請益而來的，144武帝既已作解，則當然也想聽聽

                                                 
143 《陳書》，卷 33，〈儒林．張譏〉，頁 443。 
144 《陳書》，卷 24，列傳第 18〈周弘正〉：「累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立士林館，弘正居以

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啟梁武帝周易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曰：「臣聞《易》

稱立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見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神，

豈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至若爻畫之苞於六經，文辭之窮於兩繫，名儒劇談以

歷載，鴻生抵掌以終年，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見其涘。自制旨降談，裁成《易》道，

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詵詵，不無傳業。但〈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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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生的回饋與反應，故敕令論議。時袁憲、張譏諸生俱在場，當眾人觀望猶豫，

莫敢先出時，唯張譏率先發言，且與主講之武帝諮審往覆。是段情節中，其實「名

士化」的元素同樣非常充分，所突顯出的是張譏「整容而進」的捷對與雅量，於

此同時，人物高低的對比亦自然呈現，此即張譏之才華、膽識與器局較之袁憲猶

有過之。 

在實際歷史上，張譏恐怕是記錄中唯一能在談辯場上使周弘正屈服的人物，

《陳書》本傳： 

 

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易》題，弘正第四弟弘

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論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理。譏乃

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理，雖知兄弟急難，四公不得有助。」

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為不可？」舉座以為笑樂。弘正嘗謂人曰：「吾

每登座，見張譏在席，使人懍然。」145 

 

周弘正曾在國學中講論《周易》，張譏青出於藍，其論議竟能屈折其師，致使弘

正之弟急為助其申難，唯譏不許旁聽者聲援，此似乎回到傳統清談，二人對辯時，

旁人只能觀聽的原則，146殆是先經安排，故非同於「臨機論議」，正如前述弘正

安排袁憲與何、謝二生論辯之例。大抵國子學中的討論，似較有一定的矩度。但

無論如何，在論學上挑戰權威，甚至超越老師的說法，正代表學風的活潑與開放

性。不過張譏對於自身義理之突破確亦別具用心，如《續高僧傳》〈隋西京禪定

道場釋曇遷〉： 

                                                                                                                             
〈坤〉之蘊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不涯庸淺，輕率短陋，

謹與受業諸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啟，伏願

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此疏乃

由弘正與其弟子張譏等代表受業諸生上啟，係特針就仍有疑義的〈乾〉、〈坤〉並〈二繫〉

等五十條再向其武帝請益。足見南朝講學論議，能剖判析疑者，自在當時形成漸漸形成

士人共同尊奉的說法，而這些經說，藉由國子學講學的形式得已流布，梁武帝之「制旨

義」乃此一趨勢的反映。 
145 前引書，頁 444。 
146 唐翼明謂：「二人論辯式的第二種，雖然有其他聽眾在場，但並不參與論辯，這似乎是

一種約定俗成的規則。」氏書中亦舉幾處《世說》之例以證，詳參前揭書，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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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國子博士張機（譏），每申盡禮請法，餘景時論《莊》《易》，竊傳

其義，用訓庠序。147 

 

此言曇遷從北地來江南避難時，張譏曾極度禮敬，同時向他請益，偶爾與之談論

《莊》、《易》。張譏曾暗中將從曇遷身上學到的義理，拿到國學中講授，猜測

這或許是張譏之談論得以精進之由，故即或有「梁末玄宗之冠」稱號的其師周弘

正，亦為之「懍然」。 

總上，我們發現當時國子學頗以「談辯」作為講授與策試的主要方式，這不

能不說是受了清談的影響，甚至其本身即是清談文化的衍展。當然就談辯型態而

論，不同於寺宇講經或私家講學屢有廣大觀聽者之「隨機進難」，國子學因生員

較有控管，亦有制定講義，課堂論辯或策試多經安排，似乎在形式上較為依循一

定矩度。唯國子生仍藉此有彼此觀摩、交游之機會，在論辯較量中造就活潑與開

放的學風，從中並頗見魏晉以來之識鑒選才，重視士子夙慧、風采器局等之文化

風習。 

（三）南朝清談講論之集大成──梁、陳宮庭之貴游講座 

南朝學術講論甚夥，除官學、私講、寺宇講經，另有一種宮廷的貴游講座，

此種型態雖於宋、齊時期，已顯其端，148唯若說能夠從形式上兼攝躬自講論、臨

機論議、士（僧）交游式清談的型態，並從論學談題上廣涉玄、儒、釋，在目的

上兼有娛樂與教育，而成為一種綜合型態者，則非梁、陳時期莫屬，這反映了當

時文化發展所呈現出的一種兼容並蓄的張力。 

蕭梁名士貴游之講論乃以梁武帝蕭衍為首，蕭統、蕭綱、蕭繹等相續以繼，

《顏氏家訓》〈勉學篇〉曾評： 

 

直取其清談雅論，剖玄析微，賓主往復，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

洎於梁世，茲風復闡，莊、老、周易，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論。

周弘正奉贊大猷，化行都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荊間，復

                                                 
147 《續高僧傳》，卷 18，頁 572a。 
148 如宋文帝雖曾述生公頓悟義，然其時宮廷中貴游學術之談講氛圍尚未成熟；齊世竟陵王

蕭子良雖開西邸，延請僧人講經，卻亦無能躬自講論，故西邸的談講型態亦僅只於前二

層，但這卻成為蕭梁學術進一步成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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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

以講自釋。149 

 

可見顏之推眼中的清談雅論，乃是一種講學式談論，寓有推廣學術的教育目的，

論辯既在以求勝義諦為目的，進一步自是藉此廣為弘揚，這是魏晉清談在南朝的

進一步發展。顏氏認為這種玄談型態在梁世蕭衍父子的推波助瀾下，蔚成南朝時

代的文化風尚。 

關於蕭衍，本亦竟陵八友出身，這位學涉三教的帝王，蕭繹的《金樓子》曾

經形容：「探賾索隱，窮理盡性，究覽墳籍，神悟知機」、「所以馳騁古今，備

該內外，辨解連環，論精堅白。」150其談講活動甚多，可與前論互見，此則列舉

基於「第三層」而能統攝前二層者，如《南史》〈儒林．顧越〉： 

 

越徧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異義。特善《莊》、《老》，尤長論難，……

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老子》，僕射徐勉舉越論義，越抗首而請，音響若

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為中軍宣城王記室參軍，尋除五經博

士，仍令侍宣城王講。151 

 

此為《老》學講座，地點在華林園之重雲殿。華林園，本為齊、梁諸帝宴集之地，

爾後武帝為事佛而於此構重雲殿，152乃成其法集所在。在此經常舉行佛事的地方，

邀請當時的國子博士徐勉與五經博士顧越，以講說《老子》，亦頗有三教合同之

意謂。也許是討論沒有那麼熱絡，所以當梁武帝蕭衍自講《老子》到一個段落，

就由僕射徐勉臨時點名顧越論義。就蕭衍躬自講論來說，自為「第三層」，但舉

越論義，似乎也不是事前安排好的，若是臨時指定，某種程度上亦有「隨機」模

                                                 
149 參王利器：《顏氏家訓集解》（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卷 3，頁 187。 
150 許逸民校箋：《金樓子校箋》（北京：中華書局，2011 年），卷 1，〈興王篇〉，頁 207。 
151 《南史》，卷 71，頁 1753。 
152 陸雲〈御講波若經序〉：「華林園者，蓋江左以來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年將二百，

世屬威夷，主多奢僣，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林，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

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女，共靈囿於庶人，重以華園毀折，悟一切之無常；寶臺假

合，資十力而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廣弘明集》，卷

19，頁 27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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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此又有類「第二層」。徐勉此舉，固然乃希望促成、鼓勵講座中的談辯，卻

因此成就了顧越臨機應變的才學與容止。 

蕭衍亦曾自講佛法，諸如《般若經》、《三慧經》（由《般若》分出）、 《涅

槃經》等，其講說因緣文獻中所錄多矣，153此謹以講《涅槃》為例，《續高僧傳》

〈周益州謝鎮寺釋寶海〉： 

 

于時梁高重法，自講《涅槃》，命海論佛性義，便昇論榻，雖往返言晤，

而執鍮石香爐。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爐非鍮不執。」海應聲曰：「陛

下位居宸極，帽簪非纛不戴。」帝大悅，眾咸驚歎。154 

 

從文獻內容看來，蕭衍在京親講《涅槃經》，該講座應分好幾個子題，「佛性義」

便是其中之一。講說一段落後，便命寶海登講，請其就「佛性義」闡發義理。此

似為臨時指定，二人以下的妙言往返，互為賓主，即是在此番情境下。與傳統清

談講論之主講手持麈尾不同的是，寶海始終拿著鍮石香爐講說（鍮，色澤似金之

礦石也），155是以受到蕭衍的揶揄，此處載錄頗不失「排調」的興味。同傳後： 

 

武陵王紀作鎮井絡，敬愛無已，每就海宿，清談玄理，乃忘晝夜。156 

 

寶海還至蜀地，武陵王益州刺史蕭紀（蕭衍第八子，508-553）亦敬愛無已，每與

清談，則盤桓不能去。此則又屬於「底層」士僧交游的清談活動。 

蕭衍諸子的貴游講座，首見於蕭統，《梁書》〈昭明太子〉： 

 

                                                 
153 詳參《廣弘明集》，卷 19「法義篇」中所錄簡文帝蕭綱啟請御講，與武帝蕭衍敕答往來

之文，此外另有陸雲〈御講般若經序〉、蕭子顯〈御講摩訶般若經序〉、法彪〈發般若經

題論義〉等文。頁 274b-285a。 
154 《續高僧傳》，卷 9，頁 492b-c。 
155 當時在僧團中執爐講說者亦不乏其例，唯記錄中較多為唱導僧，如釋曇光「迴心習唱製

造懺文，每執爐處眾，輒道俗傾仰。」參《高僧傳》，卷 13，唱導〈宋靈味寺釋曇光〉，

頁 514，另慧皎亦嘗論唱導師曰：「爾時導師則擎爐慷慨，含吐抑揚，辯出不窮，言應

無盡。」同卷，頁 521。 
156 《續高僧傳》，卷 9，頁 49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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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說；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眾經。乃於宮內別立慧

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論不絕。太子自立二諦、法身義，並

有新意。157 

 

此應是天監十四年（515）左右時事，蕭統於慧義殿與士僧針對「二諦」、「法身」

義之談講論辯，相關內容，今收錄在《廣弘明集》中。參與談辯的宗室中，蕭綱

時仍為晉安王，此外復有羅平候蕭正立、衡山候蕭恭、始興王第四男蕭暎、第五

男蕭曄兄弟、吳平王世子蕭勵、程鄉候蕭祇。除了蕭綱外，其中較有名者繼為暎、

曄兄弟，如曄「美姿容，善談吐」，暎則因策試善對，而被梁武帝見賞，論已見

前。因蕭統早逝，故其法集活動記錄不多，「二諦」、「法身」義的講論，為主

要代表。 

統弟蕭綱亦好講論，《南史》〈何敬容〉：  

 

是年，簡文頻於玄圃自講《老》《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

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亂，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

宮復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158 

 

晉時之「清談亡國」論至梁世復起，士子藉此以批評當時談玄之風，此處尤指簡

文於東宮「玄圃」的談講活動。159史稱蕭綱「讀書十行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羣

言，善談玄理。」160關於玄圃中之講學，除了談講三玄，亦講《五經》，蕭衍曾

撰《五經講疏》，蕭綱則以之為講本於玄圃園奉述，161這實已為一種為了弘學而

設之「講座」，且有現成之講疏作為談者「口實」，唯較之「官學」，雖近似又

不全同，因宮中之講論除了傅授太子，亦有一定的貴游成分，加以魏晉南北朝，

                                                 
157 《梁書》，卷 8，頁 166。 
158 《南史》，卷 30，頁 799。 
159 「玄圃」，始建於南齊永明年間，梁代改建，有山水雅致，為東宮屬園。昭明太子蕭統

以此處為邀集名士雅聚之所，當時講學猶在「慧義殿」，蕭統病歿，蕭綱繼任太子，玄

圃才有更多的講學活動。 
160 《南史》，卷 8，〈簡文帝〉，頁 232。 
161 《梁書》，卷 4，〈簡文帝〉：「高祖所製《五經講疏》，嘗於玄圃奉述，聽者傾朝野。」

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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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宮組織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無疑成為具有獨立性的特殊勢力集團，162東宮的

講學，自有其於場合上與官學互通卻又獨立之處。 

蕭綱在繼任太子後，所接引之賓客頗多，知名者如太原王元規（516-589）、

清河張正見、張譏、東海徐摛等。《陳書》〈王元規〉：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元規少好學，……簡文之在東宮，引

為賓客，每令講論，甚見優禮。163 

 

元規曾於大通元年（527），策試《春秋》，舉高第，此是蕭綱引為賓客的因緣，元

規至此即經常成為當時東宮講座上的貴賓。 

至於清河張正見，則屬夙慧型，年十三即深受簡文賞愛，並曾因此而受邀參

與講論，《陳書》本傳： 

 

張正見字見賾，清河東武城人也。……正見幼好學，有清才。……。簡文

雅尚學業，每自昇座說經，正見嘗預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

雅，四座咸屬目焉。164 

 

簡文昇座，不知所說何經，此「第三層」型態也；而張正見在講座過程中「請決

疑議」，屬隨機發問，則是「第二層」。正見的提問顯得從容溫雅，非如一般「心

競」者之逞辯切難，或倉惶談吐，以其年少廁身名士群中而有此風度，殊為難得，

故得到四座的矚目。 

至如張譏，亦清河人，與張正見類似，史稱其「幼聰俊，有思理」、「通《孝

經》、《論語》，篤好玄言」，《南史》本傳： 

 

簡文在東宮，出士林館，發《孝經》題，譏論義往復，甚見嗟賞。及侯景

寇逆，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老》、《莊》。臺城陷，

譏崎嶇避難，卒不事景。165 

                                                 
162 此參高明士意見，氏著：《中國教育史》（臺北：臺大出版中心，2004 年），第四講「帝

王學」，頁 89-90。 
163 《陳書》，卷 33，頁 448-449。 
164 《陳書》，卷 34，〈文學．張正見〉，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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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大同七年（541），於建康城西立士林館，與國學併立，館成即為新的談講中心。

譏時任士林館學士，自是每有講集，簡文必遣使以召。此則記事乃簡文發題開講

《孝經》，屬「第三層」，張譏之拋難論義，則為「第二層」。值得注意的是，

即或是《孝經》題，其論義亦可辨析往覆，可見非唯「三玄」有精理可說。至於

「發題」者，則是受到佛教講經之影響，166故是次開講實亦結合了多重的元素。

其後侯景之亂，攻陷建康，蕭綱卻猶仍與其太子（蕭大器，524-551）耽溺於談論，

甚至簡文被廢，哀太子在遇害前，仍在講說《老子》，167此坐實了何敬容所謂清

談亡國之預言。 

與蕭綱從游之談士中，另有徐摛亦為名士，為梁末談論能手，史謂其「辯論

縱橫，無人答抗」，《陳書》〈儒林．戚衮〉：  

 

梁簡文在東宮，召衮講論。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

令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諸人懾氣，

皆失次序。衮時騁義，摛與往復，衮精采自若，對答如流，簡文深加歎賞。
168 

 

這場宴集場合，乃由蕭綱主導，經過了程序上的刻意安排，而成為複合式的論辯：

首場先由「道學」學者相互質難，屬於「前辯論」的階段；後由徐摛綜述其間之

論點優劣，過程中仍與在座學者持續多方地激烈辯論（劇談），以求勝義諦。說

明白了，蕭綱欲以「道學」的優勝者（或勝義）來復與「儒學」的代表辯論，這

是其「置宴集玄儒之士」的終極目的。結果是，徐摛僅管馳騁道學界，諸人難以

答抗，但他的優勢卻不能駁倒戚袞，戚能與他往覆數番，更襯顯出其應答與思辯

的水準，這無疑說出他正是唯一可以與徐摛相比擬的對手。總之，這一場宮中宴

集的大辯論，似乎是一種融合清談、講座的兼攝型態，且看似論學，卻多了點競

                                                                                                                             
165 《南史》，卷 71，〈儒林．張譏〉，頁 1750。 
166 參牟潤孫之說，前引書，頁 277-279。 
167 此事參《南史》，卷 54，〈梁簡文帝諸子〉：「大寶二年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

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老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不變，徐曰：『久知

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不能見殺。』乃指繫帳竿下繩，

命取絞之而絕。時年二十八。」頁 1337。 
168 《陳書》，卷 33，頁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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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的趣味。 

非唯在東宮的簡文，即或是皇室成員身處地方，也常召聚學士，舉辦類似的

講座，《陳書》〈馬樞〉：  

 

梁邵陵王綸為南徐州刺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

令樞講《維摩》、《老子》、《周易》，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

欲極觀優劣，乃謂眾曰：「與馬學士論義，必使屈伏，不得空立主客。」

於是數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流別，轉變

無窮，論者拱默聽受而已。169 

 

蕭綸（507-551），乃梁武帝第六子，此為其同日發多題之事，有如今日學術研討

會有不同場次，即除綸自講《大品》，亦令馬樞同時講《維摩》、《老子》與《周

易》。時僧俗觀聽者有兩千之多，場面可謂盛大。重點是蕭綸主動鼓吹聽者「不

得空立主客」，以破除主講人權威為目標，這顯然即是「隨機進難」風氣影響下

的結果。儘管在其鼓勵下，數家學者遞相拋問，但馬樞義解之脈絡分明，既逐一

解析，又能活用變化，反倒因而止息了爭論。 

至於蕭衍七子蕭繹（508-554），亦好清談論理，其傳統式清談諸事已詳前節。

又《梁書》〈元帝〉： 

 

世祖聰悟俊朗，天才英發。……既長好學，博總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為

論，才辯敏速，冠絕一時。170 

 

可見繹素即好學聰穎而文義兼具，尤「才辯敏速」，其曾於自著《金樓子》曰： 

 

上謂人曰余義如荀粲，武如孫策。余經侍副君講，時季秋也。……。余后

為江州刺史，副君賜報曰：「京師有語曰：『議論當如湘東王……。』」
171 

                                                 
169 《陳書》，卷 19，頁 264。 
170 《梁書》，卷 5，頁 135。 
171 參該書卷 6，〈雜記篇〉，頁 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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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衍曾謂其「義如荀粲」，至於「余經侍副君講」一段，乃敘其參與當時皇太子

蕭綱東宮盛集的情形，爾後出任江州，蕭綱以書信告知京城盛傳其善論議的美名，

故繹特書寫之，似頗得意。蕭繹即位為元帝後，講論之習不曾稍減，如將周弘正

從建康接至江陵，「梁末玄談之冠」殆於此發揮至極。 

繹親登講座之事見《南史》〈元帝〉： 

 

秋九月辛卯，帝於龍光殿述老子義，……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梁王

蕭詧率眾會之……。丙子，續講，百僚戎服以聽。172 

 

承聖三年（553）九月，繹講《老子》，卻適逢蕭詧（519-562）聯合西魏來攻，故

內外戒嚴，暫時停講，後誤以為無事，又續進講，唯「百僚戎服以聽」。由此可見，

國危之際，繫家國存亡於一身的他尚耽迷於玄講而不拔。 

陳朝之宮庭講座，一如梁世，猶盛不衰。陳宗室的貴游談講之習，乃以後主

在東宮時期為盛，其所延名士有徐陵（507-583）、徐孝克（527-599）、王元規

（516-589）、張譏等。如徐陵，《南史》本傳： 

 

光宅寺慧雲法師每嗟陵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老》

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少而崇信釋教，經論多所釋解。

後主在東宮，令陵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

坐莫能與抗。173 

 

此講座由後主邀集徐陵至東宮主講《大品經》，屬第三層，於此同時，座中義學

名僧拋難商較，則又為「臨機論議」型態（第二層）。徐陵因義理精熟，故四座

皆無法令其理屈。與前述王景文、張融、蕭衍類似的是，徐陵亦以俗家身分講解

佛經，卻由出家眾拋難論議，這顯示出當時之佛學講經，顯然已經脫離了早期由

僧人主導經義之宣講，而士人於下聽受的講經傳統，除了士人義學之精進外，只

能說這種跡象顯示了相較於純宗教性的義解需求，士人某種程度更專注於智思的

拓展與思辨論理的興趣，此正是清談文化的潛在影響。另一方面，早期的徐陵因

                                                 
172 另蕭繹子方諸（?-552），亦善談玄，參《南史》，卷 8，〈元帝〉，頁 241-242。 
173 《南史》，卷 62，頁 1522-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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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慧而成為僧人眼中的顏回，既而學通玄、儒，復涉子、史，乃至熟讀釋家之說，

此亦一如陸瑜、馬樞，能博通三教之學，這種現象則又是當世清談重視「口實」

風氣發展下的必然結果。 

論到博通，陵弟孝克亦然，《陳書》〈徐陵〉： 

 

孝克，陵之第三弟也。少為《周易》生，有口辯，能談玄理。……後東遊，

居于錢塘之佳義里，與諸僧討論釋典，遂通《三論》。每日二時講，旦講

佛經，晚講《禮》傳，道俗受業者數百人……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列，

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北面致敬。 174 

 

孝克除了能談玄理，亦「遍通五經，博覽史籍」，徙居錢塘後，則與諸僧討論釋

典，佛理日益精進，乃至能夠獨立開講，且儒、釋輪講。天嘉六年（565），復擔

任國子博士兼國子祭酒；至德中，則被禮請入宮講授《孝經》。 

此外，陳宮庭中之名講尚有太原王元規，《陳書》本傳：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元規少好學，……簡文之在東宮，引

為賓客，每令講論，甚見優禮。175 

 

元規於梁時，因好學善談，已屢被簡文帝引為賓客，入陳後，復被後主禮請擔任

學士兼國子祭酒，故有多次講說論義的機會，又同傳： 

 

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

規將講，乃啟請執經，時論榮之。176 

 

新安王伯固曾向太子陳請成為王元規之受業弟子（啟請執經），時人以元規能擔

任新安王師傅而引以為榮。至於伯固乃陳文帝（522-566）第五子，就輩分而言，

乃廢帝陳伯宗（554-570）之弟，與後主陳叔寶為堂兄弟關係，關於其才性，《南史》： 

                                                 
174 《陳書》，卷 26，頁 337-338。 
175 《陳書》，卷 33，〈儒林．王元規〉，頁 448-449。 
176  《南史》，卷 71，頁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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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王伯固字牢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龜胸，目通睛揚白，形狀眇小，

而俊辯善言論。……十年，為國子祭酒。頗知玄理，而墯業無所通；至於

擿句問難，往往有奇意。177 

 

伯固也是能言善辯之流，亦曾任國子祭酒，「俊辯善言論」、「頗知玄理」，從其「擿

句問難，往往有奇意」來看，他的問題意識新穎，可惜為學徒恃才性，較不事精

進（墯業無所通）。 

至於梁世即已顯名的張譏，入陳時儼然已成為當時玄宗之首，《陳書》： 

 

後主在東宮，集官僚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

雖復多士如林，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178 

 

陳後主嘗於眾授予張譏一隻玉柄麈尾，象徵其為當時公認的講座權威，又同傳： 

 

仍令於溫文殿講《莊》、《老》，高宗幸宮臨聽，賜御所服衣一襲。179 

 

此則為譏於宮廷中之講座，陳宣帝（530-582）臨聽後則以己衣賞賜之，以示優寵。

而後： 

 

後主嗣位，領南平王府諮議參軍、東宮學士。尋遷國子博士，學士如故。

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林下，勑召譏豎義。時索麈尾未

至，後主勑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即是張

譏後事」。180 

 

後主嗣位，張譏猶任東宮學士，持續在當時宮庭貴游學術圈中發揮影響力。某次

後主同率群臣至開善寺游，行至松林下，臨時起意要張譏即興開講，因無預備麈

                                                 
177  《南史》，卷 65，〈陳宗室諸王〉，頁 1580。  
178 《陳書》，卷 33，〈儒林．張譏〉，頁 444。 
179 同前註，頁 444。 
18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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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只好以松枝暫代。類此乘興而起之談，頗有魏晉風流之餘韻，且似乎又回到

了傳統清談的型態，然而這背後所積澱的歷史意蘊顯然已更為多重而深厚。 

總觀梁、陳宮庭之貴游談講，基本上幾乎是以東宮之學術發展為主軸，進而

不時與官學有所交疊，此可由出入宮庭之談士多兼有學士、國子博士的身分而得

見。在此前提下，其相關講座教學又頗有貴游之氛圍，宗室子弟或於此躬自講論，

或與諸臣名士論議切磋，是以造就了一種涵攝貴游清談、講座教學乃至臨機論議

等之綜合型態。就內容而言，則廣包儒、釋、玄之講題；就目的而論，乃寓「教」

於「樂」，故以此為南朝清談型態之集大成，實亦不為過也。 

四、結論 

以上，已將南朝清談之型態及其發展作出疏理。在比例上，傳統清談之「原

型」，較之講學談論式之「變型」為少，此似乎可以作為解讀學界為何普遍認為

清談在南朝趨向衰微論點之所由，即學者少從清談文化的衍變來看其於歷史中的

發展（如講學談論的型態）。如果把這一部分算進去，反倒可以證明「南朝清談」

無窮的張力與滲透力。宏觀本文，似乎也可以略窺這種衍變大致的歷史發展軌跡：

即傳統式清談（原型）的例子多分布在劉宋至齊，而講座式談論（變型）則是自

齊、梁後而大盛。雖然如此，講座式的談論依然結合著傳統清談「名士化」的因

素，而轉趨為一種多面向、多層次交融的文化型態。 

「名士化」的因素，其實是我們認定「變型」仍不失有清談影子的一個重要

基礎，此即士（僧）人身上在談講時所流露出的一種屬於「清」的品格與特質。

「清」者，清逸也，能給人超凡脫俗的感受，就身分來說，此自名士者屬之，故

無論是傳統式清談或講座上的論議，我們都可以看到此種士人精神  的承傳譜

系。最有名之例，即王僧虔的〈誡子書〉，當中提及以如何清談作為教誡子弟的

家學要項，清談被視之以「談業」，成為一種有意經營的氏族家學文化。在南朝

中諸如：王、謝、袁、伏，乃至周、張、顧、孔、何、顏、蕭、殷、范、劉……

等，均有明顯的「談業」承傳，而這些氏族又與歷朝貴游集團中的文義活動、講

學活動相涉，有著錯縱複雜的關係，此乃以「名士」為主體所作的繫聯，至於「名

士化」之僧人，則亦不計其數。 

就「清」作為一種超世邁俗的學行特質而言，反映在講者的辯給捷對之才，

並其於重重詰難下所體現某種對義理立場持定不移的風度與雅量上。就「第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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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即是駁難不倒，綽有餘裕，甚至令「攻者喪師」。最高境界就是在重重砲

火中仍能「虛己博約」或「曾無忤色」、「機變如神」；就「第二層」來說，則

以能「乘間進難」、「撫機問難」、「乘機挫銳」，乃至「切難聯環」，以屈折

高座為最高目標，如此則能「亟發清譽」，一問成名天下知。這種加意於談座上

突顯講學者才性與風度的「名士化書寫」，除了《世說新語》，在南朝普遍呈現

在相關文獻如《高僧傳》、《續高僧傳》中，乃至連正史亦多所點染，是以更讓

我們有理由將南朝之學術講座納入「清談」研究的考察範疇。 

承上，從論辯的境界來看，傳統清談最佳者乃注重「言約理要」、「言理清

遠」、「簡詣」，並且要兼顧「音辭辯麗」、「發口成句」或「辭韻如流」的口

條能力。這種「理」「辭」並重，似乎是所有類型談論的基本條件，只不過在南

朝時，更著重聲調與內容、意旨配搭的修飾講究。並且與魏晉清談稍稍不同的是，

南朝談論更留意「口實」養成的能力，並且相當注重個人的積學博通的素養，畢

竟博學多聞可以豐富談資、加強論證。故名談者不只僅通三玄，更或有涉子、史，

旁通儒、釋的學問，方得以使其義理「清轉無窮」。而談理能力的養成，要在先

能「豎義」，即綜述某經典或議題之義旨精要，與之相對重要的則是臨機進難；

「機」者，即機要也，能在適當時機中切入問題的關鍵與要害，則顯示出論者對

相關義理之措心程度與問題意識之所在。 

就談題來看，南朝談座在傳統魏晉清談講究《易》、《老》、《莊》三玄的

基礎上，更有多元化的發展，除了原有與「三玄」、「才性四本」論等相關之名

題外，更有《孝經》、《禮記》、《禮》經之「喪服義」、《論語》，甚至《尚

書》滯義都可討論。蕭梁時期更有武帝所定之「制旨義」，如《孔子正言》、《五

經講疏》等，作為國學中之講授本。至於佛理談題方面，最多則是「成實論」、

「頓漸論」、「三相義」、「二諦義」、「法身義」；經典則有《小品》、《涅

槃》、《維摩》、《法華》、《十地》、《大品》等。亦有談論士人自己的義學

作品，如顏延之的〈離識觀〉、〈論檢〉；蕭偉的玄學〈二旨義〉、〈性情〉、

〈幾神〉；或談論後撰寫的義學作品，如顧歡〈三名論〉、釋曇無成〈實相論〉、

〈明漸論〉等；也有筆論往返如袁粲〈蘧顏論〉等；或可能是口論與筆戰文字相

互影響之文字，如「夷夏論爭」（道、佛之爭）、「形神生滅論爭」……等。值

得注意的是，在口談、筆論的風氣交涉下，為了因應講座上各種可能發生的提問

論難，「難窟」（題庫）的準備應時而起，又為了系統性義解與講授的需要，義

疏之學的寫作也同時產生，這些現象似乎都與講座上的談辯風氣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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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南朝清談論題之廣，除了延伸到了官學講說、宗教講經場合，更

有儒、釋、道三教之間的交涉論辯，亦有相當活絡的學術流通度與延展度，此如

僧人之講外學，士人之講內典等，學術不再獨專。但無論南朝之「傳統型清談」

或「講學談論」，實皆植基於「三玄」之學的思辨與傳統「口實」的涵養。故實

際上說來，當時少有醇儒，即或儒學講經，亦能「妙玄言，善談吐」，頗涉析理

與機辯，佛學講經則更不必言。至於形式上，主講人沿襲玄、佛清談時之手執麈

尾，在南朝已儀式化為講座權威之象徵，同時佛講之昇「高座」、「發題」（豎

義）、「譯講同施」（臨機論議）的傳統，亦進而與清談之風合流。職是以觀，

當時之「清談」，無論在內容與形式上，某種程度其實都可以說是經歷了多重文

化之交涉與融會的洗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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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and General Development of 
Qingtan in Southern Dynasties 

Chi, Chih-ch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supplement the gap of modern academic studies on Qingtan in 

“Southern Dynasties”. From Liu Sung to Chen (420-589), it lasted for nearly 170 years 

in “Southern Dynasties”. In comparison to two hundred years from Wei to Eastern Jin 

(220-420), the history is not short. However, in academic history, Qingtan in Southern 

Dynasties has been neglected or slightly mentioned. Past researchers rarely treated it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for researc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dicate the types and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of Qingtan 

from literatures of Southern Dynasti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in literatures, there 

are rich philosophical data of Qingtan and mostly are significant “writing of famous 

scholars’ style”. It matches the meaning of “famous scholars’ style” of “Qing” in 

“Qingtan”.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the researcher generalizes divides Qingtan in 

Southern Dynasties into “prototype” of traditional Qingta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lectures and discussion. “Prototype” mainly discusses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to 

demonstrate literary pursuits of scholars in the interaction. “Transformation” is the 

composite lecture based on “prototype” and combining discussion of study and texts of 

Buddhism and impromptu debates of scholars (or monks). From this perspective, 

regarding “Qingtan of Southern Dynasties”, this study realizes the infinite power and 

infiltration of development of Qingtan culture at the time.  

 

Keywords: Southern Dynasties, Qingtan, famous scholars’ style, Shi Shuo Xin Yu,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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