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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魏晉名士葛洪的《抱朴子‧外篇》作為辯論思維分析的文本，葛

洪的《抱朴子‧外篇》專論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反對貴古賤今，主張治

亂世應用重刑，提倡嚴刑峻法，匡時佐世，對儒、墨、名、法諸家兼收並



蓄，尊君為天，頗具個人主義之色彩。當時葛洪為保守派思想，其說極為

尊君之見解，於《抱朴子‧外篇》中表露無遺，可窺見其心。其言談雖與

清談名理派相似但實不相同，清談之人生觀為適性為主，或至於放縱情

慾，而葛洪則以排斥情慾為本，因此反對魏晉以來玄學清談，不滿於魏晉

清談，主張文章、德行並重，立言當有助於教化，堅持儒家的綱常思想，

因思維不同因此開始與當代清談名士辯論的源起。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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