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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年間曹學佺在金陵詩社的 
活動與意義 

許建崑∗ 

【提要】 

  明代的詩學活動，自明太祖洪武年間起，一直是以南京為主軸。儘管成

祖遷都北京，南方文人依然保有詩文吟詠酬唱的習性。根據錢謙益《列朝詩

集小傳》的論述，弘治、正德年間，顧璘、王韋、陳鐸、徐霖，以詩文詞曲

擅場。嘉靖中期以後，又有朱曰藩、何良俊、金鑾、盛時泰、皇甫汸、黃姬

水等人為首，造成南京詩學活動昌盛。到了萬曆初年，陳芹退休後寓居南京，

復修清溪之社，與金鑾、盛時泰，促成金陵詩風再盛。然則，二十多年以後，

閩人曹學佺供職南京大理寺，與臧懋循、陳邦瞻、吳兆、吳夢暘、柳應芳、

盛時泰等人詩文酬酢，再創明代金陵詩壇活動的最高潮。 

  本文討論明代金陵詩壇活動的脈絡，並指出曹學佺來到金陵之後再創詩

社活動盛況，除了時代因素之外，必然有個人獨特的魅力。參與活動的詩人

與詩作曾經集為《金陵詩社集》，惜未能完整保存。本文依據參與活動所有

詩人的文集，考核相關的紀錄，重新勾稽詩社酬唱的現場，來掌握所有參與

活動者的資料。文末並指出曹學佺在此詩社活動如何處於領導地位，以及對

晚明詩學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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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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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明太祖洪武開國以來，定都南京；而勳臣羅列、文人薈萃，如劉基、宋

濂、高啟等人，大抵以江浙人士為多，自然成為操持文柄的核心人物。儘管明

成祖朱棣於永樂十八年（1420）遷都北京，仍將南京作為留都，中央機構保持

不變，僅官員人數稍減，而國子監和科道官員齊備  。政治上的運作以北京

機構為主，南京留下來的官員職位，分擔南方部分業務。而南京六部尚書與都

御史的官職，成為朝廷官員升遷降謫的「旋轉門」，有調節人事之作用。《明

史‧七卿年表》中甚至沒有將南京官員列表交代  。由於職位清閒，又遠離

政治中心，來到南京任官的大小官員，保有詩文吟詠酬唱的雅興。此所以錢謙

益在《列朝詩集小傳》中，稱頌「海內承平，陪京佳麗，仕宦者誇為仙都，游

譚者只為樂土  」的原因。  

二、萬曆以前的金陵詩社盛況 

（一）早期的金陵詩社 
  除了洪武年間開國勳臣在南京詩壇升坫歌賦之外，事實上不受太祖之詔隱

居市井詩酒書畫自娛的陳遇（1313-1384），反而是金陵文人的代表。永樂年

間 官 至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的 丁 璿 （ 1382-1448 ） 、 翰 林 侍 讀 學 士 張 益

（1395-1449），都屬於金陵名人。稍後，正統、景泰、天順之間，亦有倪謙

（1415-1479）、陶元素  、金潤（1405-1493）、童軒（1425-1498）、倪岳

（1444-1501），也有處士賀確、金琮歌詠其間。  

  到了成化、弘治之間，有戶科都給事中魯昂  以諫言而左遷，拂衣歸金

陵；南京戶部尚書吳文度（1441-1510），原係福建晉江人，隨父定居於此。

                                                 
   陳美林〈明代南京學術人物傳序〉，沈新林主編《明代南京學術人物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3

月），序，頁 5。又黃開華〈明政制上並設南京部院之特色〉，指出：從人事異動情形，證明中央權力在北不

在南。統計六部七卿之常設人員，北京 378 人，南京 159 人。最大差異在南京不設左侍郎、左都御史。見黃開

華《明史論集》（香港九龍：誠明出版社，1972 年 2 月），頁 1-52。 
   黃開華編有〈明南京七卿年表〉，收在《明史論集》，頁 54-210。可補《明史‧七卿年表》之不足。 
   錢謙益《列朝詩集小傳》（台北：世界書局，1961），丁集上「金陵社集諸詩人」，頁 462。 
   本文儘可能考查並注出明代重要作家生卒年，一時無法查出的，無法標明，待日後再行補充。 
   魯昂，應天府江寧人，成化廿三年（1487）進士。見《明清進士題名碑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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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副都御史陳鎬（？-1511），浙江會稽人，撰有《金陵人物志》，亦遷

居於此；廣西按察僉事邵清（1467-1546），則以忤劉瑾而返金陵  。這些官

員性情磊落，建功樹名，也淹蓋了詩文傳世之音。然而，能突破時空限制，組

成詩社，應從顧璘、王韋開始。錢謙益《列朝詩集小傳》說：  

弘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立墠；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擅場。 

江山妍淑，士女清華，才俊翕集，風流弘長。嘉靖中年，朱子价、何元朗 

為寓公；金在衡、盛仲交為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流為旅人；相與授 

簡分題，徵歌選勝。秦淮一曲，煙水競相風華；桃葉諸姬，梅柳茲其妍翠。 

此金陵之初盛也  。 

  顧璘（1476-1545）字華玉，長洲人，寓居上元。弘治九年（1496）進士，

授廣平知縣，累官至南京刑部尚書。有詩名。王韋，字欽佩，上元人。弘治十

八年進士，選庶吉士，授南京吏部主事，擢河南提學副使，加太僕少卿致仕。

除了他們兩人之外，還有同里陳沂，號稱「金陵三俊」。陳沂（1469-1538），

字魯南。正德十二年（1517）始成進士。由庶吉士歷編修、侍講，亦以太僕卿

致仕。再加上寶應朱應登（1477-1526），弘治十二年進士，歷至雲南布政司

右參政，合稱「四大家」  。至於陳大聲，本名陳鐸（1488?～1521?），下

邳人，家居金陵。正德間以世襲官指揮。工於詩詞、繪畫，又精通音律，善彈

琵琶，時稱「樂王」  。徐子仁，即徐霖（1462-1538），吳縣人，徒居金陵。

善詩畫，通音律  。一時之間，金陵地區詩文酬酢、笙歌不歇，始於顧璘  。 
  嘉靖中葉，則有朱曰藩、何良俊、金鑾、盛時泰、皇甫汸、黃姬水、陳鶴、

張獻翼等人集會結社。朱曰藩（1501-1561），字子价，寶應人，嘉靖二十三

年（1544）進士，授烏程縣令，陞南京刑部主事、改兵部，再改禮部，歷員外

郎中，出為九江知府。著有《山帶閣集》。何良俊（1506-1573），字元朗，

松江華亭人，嘉靖中貢生，授南京翰林院孔目。退職後，仍卜居金陵十年，以

                                                 
   以上人物俱見顧起元〈金陵名賢六十詠〉，《嬾真草堂集》，台北：文海，1970 年影明刊本。本文依據國家圖

書館（前中央圖書館）所編《明人傳記資料索引》、清潘介祉纂輯《明詩人小傳稿》（台北：中央圖書館，1976）

考訂。 
   錢謙益《列朝詩集小傳》，丁集上，頁 462。 
   張廷玉《明史》（台北：鼎文書局翻印中華書局新校本，1975）卷 286，〈文苑傳〉二，頁 7355。 
   黃姿榕〈明代散曲家陳鐸之概述〉，《中正學報》第九期，頁 115。 
   古董收藏網徐霖專題，http://special.antique.artxun.com/23059/baike/，2013 年 6 月。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編》（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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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好金石古文書畫詞曲  ，卒年七十。金鑾(1494-1587)，字在衡，隴西人，

僑居金陵，散曲家，著有《徙倚軒稿》。盛時泰(1529-1578)，字仲交，上元人，

早有詩名。萬曆元年始成貢生，著《大城山堂集》。皇甫汸（1497-1582），

字子循，長洲人，嘉靖八年（1529）進士，授工部主事，歷員外郎、南京吏部

郎中等職，遷大名通判，官至雲南按察僉事。著有《司勛集》、《慶歷集》。

與沖、淳、濂三兄弟，合稱吳中「四甫」，均有詩文名。黃姬水（1509-1574），

字淳父，吳縣人，詩人省曾之子。工詩畫，著《白下集》等作。  
  根據錢謙益的紀載，嘉靖三十七、八年（1558-1559）之間，朱曰藩任職

南京時，皇甫汸在吏部，何良俊在南京翰林院，布衣詩人金鑾、金大輿、黃姬

水、盛時泰等人參與詩社之外，尚有詩書畫、雜劇兼擅僑居於金陵的陳鶴、張

獻翼參與  。陳鶴（1516-1560），字九皋，浙江山陰人。張獻翼（？-1604），

字幼于，長洲人，鳳翼、燕翼之弟。可知嘉靖年間金陵地區由朝廷基層官員發

起，結合地方耆老、英碩，以及僑居於此的詩人、書畫家、戲曲家等雅會，成

為風尚。  

（二）萬曆初期的金陵詩社 
  到了隆慶、萬曆之間，安南國王後裔定居於上元的陳芹，自湖南寧鄉知縣

解任之後，得到金鑾、盛時泰的鼓吹，復修清溪詩社。根據朱孟震《停雲小志》

記載了兩次社集盛況，參加的人員有：  

歲辛未，費參軍懋謙約余為詩會其上，於是地主則（陳）明府（芹），次則

唐太學資賢、姚典客淛、胡民部世祥、華廣文復初、鍾參軍倬、黃參軍喬棟、 

周山人才甫、盛貢士時泰、任參軍夢榛，先後游而未入會者則張太學獻翼、 

金山人鑾、黃山人孔昭、梅文學鼎祚、莫山人公選、王山人寅、黃進士雲  

龍、夏山人曰瑚、紀亳州振東、陳將軍經翰、汪山人顯節、汪文學貫道、 

道會、沈太史懋學、程文學應魁、周文學時復。癸酉復為續會，則吳文學 

子玉、魏廣文學禮、莫貢士是龍、邵太學應魁、張文學文柱，每月為集， 

遇景命題，即席分韵，同心投分，樂志忘形，間事校評，期臻雅道。前會 

錄詩若干刻之，命曰青溪社稿。許石城先生敘其首。續會錄詩若干，吳瑞 

谷敘之。--後方民部沆、葉山人之芳入焉  ---- 

                                                 
   無名氏〈南京翰林院孔目何公良俊傳〉，收入焦竑《國朝獻徵錄》，卷 23，頁 28。 
   以上諸人小傳見錢謙益：《列朝詩集小傳》丁集上，（上海：上海古籍，1983 年 10 月），頁 450-459。 
   收在《河上楮談》卷三，《朱秉器全集等四種》，北京：書目文獻，影萬曆年間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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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未、癸酉，即為隆慶五年（1571）、萬曆初年（1573）。以朱孟震的紀

錄可知，兩次的詩社活動以費懋謙、陳芹與他三人為核心。費懋謙字民益，江

西鉛山人。祖父寀（1483-1548），禮部尚書致仕，懋謙得以蔭入為南京都察

院經歷。好作詩畫  。朱孟震（1529-1593）字秉器，江西新淦人。隆慶二年（1568）

進士，授受南京刑部主事，因此來到此地。後出為重慶知府  。最初的社員尚

有九人：戶部主事胡世祥、鴻臚寺典客姚淛、縣學教官華復初、太學生唐資賢、

貢士盛時泰，山人周才甫六人，再加上費懋謙的參軍同袍任夢榛、鍾倬、黃喬

棟等三人。可以知道費懋謙對早期詩社活動具有號召力。 

  初期參加活動稍後入社的人員，計有十六人：前亳州知州紀振東、都指揮

陳經翰、太學生黃雲龍（萬曆二年進士）、太學生張獻翼、舉人沈懋學  ，

另有官府幕僚人員梅鼎祚、汪貫道、汪道會、程應魁、周時復，山人金鑾、黃

孔昭、莫公選、王寅、汪顯節、夏曰瑚。  

  萬曆初年的活動，有新成員加入。幕僚吳玉子、張文柱、教官魏學禮、貢

士莫是龍、太學生邵應魁等五人加入。晚期又有前南京尚寶卿許穀、出版家吳

瑞谷、戶部主事方沆，山人葉之芳與社。  

  就所知的三十七名社員觀察，現職官員三人，離休官員三人，軍職五人，

文職八人，教職二人，備試學生（含太學生、舉人、貢士）七人，山人九人。

可見地方基層官員、文武僚屬、國子監生，以及山人，是詩社組構的主要成員。 

三、曹學佺參與金陵詩社活動的考查 

  曹學佺在萬曆二十七年（1599）己亥，於戶部主事任內中察典，調為南京

添注大理左寺正  。來自福建侯官縣年僅廿六歲的年輕人，優遊於南京前後

長達十年，也為金陵詩壇帶來新的氣象。  

 

                                                 
   同治《鉛山縣志》（台北：成文，1989 年據同治 12 年刻本影印），卷 16。 
   同治《新淦縣志》（台北：成文，1989 年據同治 12 年活字版影印），卷 8。 
   沈懋學（1539-1582）字君典，號少林，又號白雲山樵，直隸宣城人。隆慶元年（1567）舉人，萬曆 
   曹孟善〈明殉節榮祿大夫太子太保禮部尚書雁澤先府君行述〉（以下簡稱「行述」）云：「戊戌新建張公被逐

歸，踉蹌走出通灣一物不備，門人故吏莫敢往視。宮保公適為倉曹，追送舟次，爲備輿馬糗糧甚悉。---未幾，

臺省以銜公不已，遷怒于宮保公，指摘丁酉（1957）科分考所取場卷危險怪不經，調南京添注大理寺左寺正。」

（見《曹學佺集》下冊附錄，南京：江蘇古籍，2003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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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學佺初入南京的交誼考述  
  曹學佺（1575-1646），生於萬曆二年（1574）閏十二月十五日  。十八

歲時通過縣試，成為府學生；同年道試、郡試，均獲榜首，被稱為小三元  。

秋天又中舉人，赴京參加進士科考，借住同鄉龔光祿官邸中。雖然沒有考上，

卻讓他贏得光祿公的喜愛，將女兒嫁給他  。萬曆廿三年（1595）曹學佺以

二甲第五十名登科。四年後，曹學佺左遷南京任上。官邸在雞籠山南麓，與國

子監生宿舍相連。而辦公的大理寺則座落城北太平門外  ，鍾山之西北，玄

武湖之畔。距離住家約兩公里之遙。由於大理寺轄錢、穀、法律之查核，以及

若干重大刑案，較刑部業務清閒許多，因此與同僚陳邦瞻、陳宗愈詩文唱和甚

多  。陳邦瞻（1557-1623），字德遠，江西高安人。萬曆廿六年進士，授南

京大理評事  。陳宗愈，字省堂，又字抑之，廣東新會人。萬曆十七年進士，

歷官南京大理寺，後至廣西左江道按察司副使  。  

  與其他部門的官員來往，尚有龍膺、茅國縉、祝世祿。龍膺（1560-1622），

初字君善，改字君御，湖廣武陵人，是兵部左侍郎汪道昆的女婿。萬曆八年

（1580）進士，除徽州推官，謫遷南京戶部郎中。出為山西僉事，轉為甘肅參

政，改南京太常寺卿。學佺有詩〈喜龍君御至自臨洮〉、〈歲暮集龍君御諸子

邸中，因送汪仲嘉得何字〉、〈送龍君御還武陵〉  ，可知龍膺此時正從甘

肅之職調入南京。  

  茅國縉（1555-1607），字薦卿，號二岑，浙江歸安人，坤仲子。萬曆十

一年（1583）進士，歷南京兵部主事、工部郎中。學佺有詩〈茅薦卿招集秦淮

                                                 
   換算陽曆，則為西曆 1575 年 1 月 26 日。 
   見《石倉全集‧聽泉集》，頁 42，日本內閣文庫本藏明刊本。 
   行述〉云：「壬辰會試未第歸，始娶鼎元龔女。」誤，應為龔用卿（1500-1563）之孫女。〈祭妻弟龔瑤圃文〉，

云：「余岳父光祿公有男子八人、女子五人，俱長成----初，王父司成公（用卿）艱子，而光祿公繼之，有子

女如是多也，可以慰司成於九原。」《六一集‧碑銘》，頁 24。 
   刑部、大理寺，均須拘提人犯，審訊案情，故不設於皇城之內，而設於城北太平門外。從地圖上觀察，仍在南

京故宮的中軸線北端。 
   〈陳大理集序〉云：「己亥歲，予左遷南大理，棘下有二君子稱詩。其一為高安陳德遠，一則新會陳抑之也。……

南棘在玄武湖之左而鍾山之陰也，余與抑之、德遠二三君子，日夕稱詩者。」《石倉文集》卷 1，頁 63。 
   《明史》卷 242，頁 1。又〈陳大理集序〉云：「己亥歲，予左遷南大理，棘下有二君子稱詩。其一為高安陳

德遠，一則新會陳抑之也。……南棘在玄武湖之左而鍾山之陰也，余與抑之、德遠二三君子，日夕稱詩者。」

《石倉文集》卷 1，頁 63。 
   萬曆《新會縣志》：陳宗愈，明萬曆十七年（1589）己丑焦竑榜進士，曾任福建南靖縣知縣，有政聲。官至廣

西左江道副使。《南靖縣志》有傳。 
   《金陵初稿》頁 16、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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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閣〉  。其弟茅維（1575-1645 或 1652），字孝若。學佺曾在北京相識，有

詩〈答茅孝若二首〉、〈初得孝若書有過別秣陵之約既聞其徑趨真州買舟北上

率成絕句送之〉  。  

  祝世祿(1539-1610)，字延之，號無功，江西德興人。萬曆十七年（1589）

進士，授休寧知縣，廿三年（1595）改南科給事中，陞尚寶司卿。學佺有〈三

月晦日祝無功招集雨花台以病不赴〉詩  。  

  同年友范允臨途經南京，學佺熱情接待。范允臨（1558-1641）字長倩，

吳縣人，籍在松江華亭，仲淹後裔。萬曆廿三年（1595）進士，除兵部主事，

改工部，歷郎中。以按察僉事提學雲南。遷福建布政使參議。書法與董其昌齊

名。學佺有〈端陽莫愁湖送范長倩北上〉、〈送范長倩之蕪關〉二詩送行  。

稍後幾年，也是重要的詩社社員。 

  萬曆廿八年（1600）元旦，曹學佺鍾山謁陵之後，邀友沈野、柳應芳、胡

潛、善權上人等人春遊攝山棲霞寺、靈谷寺、雞鳴寺、清涼寺、天界寺、燕子

磯、牛首山等地。沈野（？-1607），字從先，直隸吳縣人。應邀來金陵，讓

學佺喜出望外。有詩〈與沈從先到雞鳴寺〉、〈新燕答沈從先作〉、〈天界寺

看玉蘭喜沈從先至〉、〈從先不善飲強為索酒每以不飲嘲予予轉嘲之〉；徐熥

（ 1561-1599 ） 的 卒 耗  傳 來 ， 〈 與 從 先 夜 坐 遂 傷 惟 和 〉  。 柳 應 芳

（1549-1614），字陳父，安徽宣城人，僑居金陵。喜作詩，每出行吟，俯首

沉思，觸人肩面不自覺。個性內向，寡交誼。只與曹學佺、林古度少數人來往

 。胡潛，字仲修，安徽歙縣人。僑居杭州，偶爾來往金陵等地。善詼諧，

喜交遊。學佺另有〈送胡仲脩〉詩  。善權上人，生平未詳。  

                                                 
   《湖州府志》卷 72，頁 1373；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台北：中央圖書館，1986 年），頁 133。 

 詩見《金陵初稿》頁 13。 
   茅維明萬曆四四年（1617）舉人。能詩，工雜劇，與同郡臧懋循、吳稼竳、吳夢陽並稱「四子」。有《十賚堂》。

見《明史》卷 287〈茅坤傳〉附。生卒年考定，見北京師範大學王瑜瑜〈晚明戲曲作家茅維生平考辨二題〉，

《瀋陽大學學報》2009 年 第 1 期，頁 64-68。詩見《金陵初稿》頁 20。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祿〉，《明儒學案》(北京：中華書局，2008)，《泰州學案四》卷 35，頁 4848。 
   潘介祉《名詩人小傳稿》（台北：中央圖書館，1986 年），頁 140。詩見《金陵初稿》頁 15、23。 
   徐熥字惟和，福建閩縣人， 兄。萬曆十六年（1588）舉人。與其弟 在福州鰲峰坊建紅雨樓、綠玉齋、南損

樓等藏書樓。著有《幔亭集》等。見陳慶元〈徐熥與幔亭集〉，《徐熥集》（揚州：廣陵書社，2005），序文，

頁 1-36。 
   《金陵初稿》頁 3、6、13、25、27。〈祭沈母文〉：「余不佞丁酉（1597）歲訪從先于廬之其貧----庚子（1600）

赴余約之金陵----是年與予入閩遊武夷諸山水---」《石倉文集》卷 2，頁 58。 
   陳田《明詩紀事》庚集卷 26；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 15。 
   《金陵初稿》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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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時 ， 在 金 陵 詩 文 戲 曲 活 動 中 有 個 靈 魂 人 物 是 臧 懋 循 。 臧 懋 循

（1550-1620），字晉叔，號顧諸山人，浙江長興人。萬曆八年（1580）進士，

次年出任荊州府學教授。萬曆十年（1582），為應天府鄉試同考官，調任胡廣

夷陵知縣。十一年任命為南京國子監博士。兩年之後因案罷官，也就定居在鍾

山西麓，地近曹學佺的官署。他與同郡茅維、吳稼竳、吳夢暘並稱「吳興四子」。

出版過《元曲選》。曹學佺隨同友人去拜訪臧懋循的希林閣。有詩〈集臧晉叔

希林閣寓目鍾山〉  。  

  三月，曹學佺招梅守箕、柳應芳、臧懋循、陳仲溱、魏實秀、陳延之、王

嗣經、汪宗姬、僧孤松、梅蕃祚、顧大猷等人宴集雞鳴山，眺玄武湖，撰詩甚

夥  。  

  梅守箕，字季豹，安徽宣城人，縣諸生。鼎祚之從父。與程可中、何白、

潘之恒結社，有《梅季豹居諸集》。學佺有詩〈梅季豹約過齋中及至巳頹然矣

悲憤填胸刺時感事聊作數言慰勞良苦〉。過世的時候，也為他寫墓誌銘  。

他的姪梅蕃祚，字子馬，以上舍人官寧鄉主簿，遷滋陽縣丞。著有《涉江草》、

《王程草》，也參加詩社的活動  。 

  陳仲溱（1555-?），字惟秦，學佺侯官同鄉詩人，有《陳仲溱詩集》  。

魏實秀，字穎超，湖廣京山人，李維禎的妹夫。增廣生，後入太學，留在南京

當幕僚。書法二王，與董其昌、陳繼儒、趙宦光等名家並馳。著有《漱石軒詩

集》。學佺另有〈集魏穎超少府十破齋賦得琴〉，離開金陵前有〈別魏少府穎

超〉  。王嗣經，字曰常，江西上饒人。故姓璩。身魁梧，多笑言，吟詩不

輟。面圓而紫色，人戲呼為蟹臍，王笑而應之。有《秋吟》八章，一時傳之  。

汪宗姬（1560-？）字師文，一字肇邰，直隸歙縣人。戲曲家。汪道昆族人，

揚州鹽商之子。幼曾客居廣陵，後為太學生。往來于金陵、蘇杭一帶，與汪道

                                                 
   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 130；《金陵初稿》頁 7。 
   曹學佺有詩〈金陵覽古〉10 首、〈僦居雜述〉20 首、〈集雞籠山望玄武湖〉、〈重集雞籠山賦得臺城懷古〉，

《金陵初稿》頁 7-11；梅守箕亦有詩〈曹能始招集雞鳴山同柳陳父臧晉叔陳惟秦魏穎超陳延之王曰常汪肇部僧

孤松子馬顧所建〉，《居諸二集》卷 3。〈劉元定雨中携具雨花臺下招飮前同曹能始後同臧晉叔諸君俱以雨阻

不至〉，《居諸二集》卷 6。 
   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 154；詩在《金陵初稿》頁 15；墓誌銘在《石倉文集》卷 2 頁 46。 
   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 155。 
   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 250。 
   丁宿章《湖北詩征傳略》卷 26，清光緒七年丁氏徑北草堂刻本。詩見《金陵初稿》頁 14、32。 
   錢謙益《列朝詩集小傳》丁集卷 7；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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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梅鼎祚、龍膺、顧起元善  。顧大猷，字所建，揚州江都人，夏國公顧

成之裔孫。蔭補為振遠侯勳衛，以病歸，折節讀書，喜交遊  。顧大猷與閔

齡有交誼，則學佺所題〈閔壽卿黃和叔偕隱九曲卷〉  ，極可能來自於此。

陳延之、僧孤松，生平未詳。  

  四月，曹學佺邀請吳兆、梅守箕、程可中宴集官署後湖，分韻撰寫荷花詩。 

學佺有詩〈後湖看荷花共用水香二韻〉；同題者尚有吳兆、梅守箕、程可中，

程尚有此次社集的序文  。吳兆，字非熊，直隸新安人。喜為傳其詞曲，游

少年場，推為集帥。萬曆中，游金陵，留連曲中，與鄭應民做白練裙雜劇，嘲

馬湘蘭。後改弦為歌詩，模仿初唐，作《秦淮鬥草編》  。程可中，字仲權，

直隸休寧人。著《漢上集》  。  

  曹學佺邀集楊時芳等人去拜訪通濟門外的隱士張正蒙；到國子監生呂叔與

家園與避暑其間的同學盛鳴世相會；去探望借宿王德載家中的吳文潛；與吳叔

嘉酬答；參加曹明斗的宴集；也去登國子監生湯之相的樓閣；甚至還贈詩利瑪

竇。楊時芳（1546-1619），字中行，自號眠雲子，湖廣武陵人。萬曆初年登

副榜貢生，補湖廣江陵教諭  。張正蒙，字子明，江寧人。臨曾灣之河結廬，

柴門晝閉。帶索拾穗，未嘗俯仰於人。年逾九十，猶能行走、善飯。有今體詩

幾萬首，僅刻什一，顧起元為序  。呂叔與，國子監生，金陵治庭園  。學

佺有〈呂叔與園亭訪盛太古〉 51  。盛鳴世，字太古，鳳陽人，國子監生。能

詩，不苟作，善弈棋，與葉向高友善，早年寄居葉氏府邸。後遊歷金陵，先後

入青溪詩社、金陵社等詩社 52  。吳文潛字元翰，福建莆田人。布衣詩人。棄

                                                 
   見百度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20060.htm ，20121101 查檢。 
   明 顧 大 猷 撰 《 鎭 遠 先 獻 紀 》 二 十 四 卷 ， 天 啓 二 年 自 序 刊 本 16 册 。 京 大 人 文 研 東 方 藏 書 。 見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kansekitenkyo/FA019705/0122031_000981.htm。 
   汪慶元〈閔齡詩歌初探〉云：閔齡（？-1608）字壽卿，歙縣人。棄家學道於金山，後遊茅山、武夷山。文中

引 述 屠 隆 《 閔 壽 卿 隱 居 金 山 詩 集 序 》 ， 言 1599 年 在 顧 所 建 家 與 閔 齡 相 識 。 見 書 評 網 ，

http://www.booksforest.com/thread-67916-1-1.html，2010-1-24。 
   詩見《金陵初稿》頁 7；《吳非熊集》頁 1；梅季豹《居諸二集》頁 8，《程仲權集》頁 7。 
   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 161。 
   朱彝尊《明詩綜》(北京：中華書局，2007 年 3 月)卷 64，第 6 冊，頁 3205。 
   見鼎城史志網，http://www.cddcsz.com/news.asp?Lid=38，20070924。 
   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 156。 
   鄧原岳有詩〈雨後同張函一進士、汪仲修孝廉呂叔與盛太古太學彭興祖山人集城西寺〉。《西樓全集》卷 5，

明崇禎元年鄧慶案刻本。 
 51   詩見《金陵初稿》頁 14；盛鳴世亦有詩〈避暑呂叔與園亭因贈〉。 
 52   錢謙益《列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1983)丁集，盛太學鳴世，頁 603；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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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道，薙髮為僧 53  。學佺有詩〈王德載墻東別業訪吳元翰因眺鍾山是周顒

舊隱處〉、〈聞吳元翰削髮寄之〉 54  。吳叔嘉，湖廣下雉縣人，布衣詩人。

與吳國倫、汪道昆均有來往 55  。曹明斗，字公遠，江蘇義興。以任子起家，

曾任右府都事，遷中府，歷任南京戶部員外郎，後遷楚雄知府，未赴任而卒。

學佺作有〈席上遇曹公遠為言張公洞之勝秋時擬遊賦此〉 56  。湯之相，字惟

尹，湖廣廣濟人。南京國子監生，萬曆廿九年（1601）始轉任助教，後升為南

京刑部門南司主事。學佺有〈湯惟尹樓上看晴雪〉一詩 57  。利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號西泰，天主教耶穌會義大利籍神父。萬曆十一年（1583）

入境廣東肇慶，停留韶州、南昌等地。萬曆廿七年（1599）進南京，結識葉向

高、李贄、徐光啟等人。1600 年再前往北京，次年抵達。學佺有詩〈贈利瑪

瑙（竇）〉 58  。  

  南京成為官員、學生、商人、方外，以及詩人、書畫、曲藝等藝術家進出

的軸心，自然有許多送往迎來的活動。短短的一年半時間，學佺送過梅蕃祚、

胡潛、范允臨、何宇度、范汭、黃習遠、吳子野。何宇度，字仁仲，江西德安

人，遷仲子，任職於南京通政司，後出為夔州別駕。學佺有詩〈送何仁仲別駕

夔州〉 59  。范汭，字東生，浙江烏程人。國子監生，祭酒范應期（1527-1594）

之侄。有《范東生集》。輯有《全唐詩》千餘卷。學佺有詩〈送范東生〉 60  。

黃習遠，字伯傳，吳縣人。布衣詩人。詩集《蕭蕭齋稿》，由茅元儀代為刪定。

與吳兆、范汭（東生）、吳凝父等為同調者。曹學佺有詩〈送黃伯傳歸洞庭〉

61  。吳子野，浙江璉水人。布衣詩人，出入茅國縉門下，與梅守箕、黃汝亨

等人亦有遊處。著有《楚遊草》。 

                                                 
 53   錢謙益《列朝詩集小傳》丁集上，頁 464；《福建通志》卷 213，頁 3922；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 250。 
 54   《金陵初稿》頁 14、25。 
 55   吳叔嘉資料，得自於何白〈吊王元美大司寇，茲將西還，下雉吳叔嘉集吳越詞客四十二人，會餞於虎邱，座中

分韻，分體贈別。予分體得七言排律，分韻得八齊〉，《汲古堂集》；佘翔〈冬至汪伯玉招集大函館，同屠長

卿、徐茂吳、吳少君、龍君御、吳叔嘉、汪仲淹、仲嘉、潘景升暨悅公得燈字〉，《薜荔園詩集》。學佺詩見

《金陵初稿》頁 24。 
 56   葉向高〈明故中順大夫楚雄府知府明斗曹公墓誌銘〉；詩見《金陵初稿》頁 14、25。 
 57   小傳見黃佐《南雍志》，1931 年增修本；詩見《金陵初稿》頁 16。 
 58   《利瑪竇中國書札》，芸娸譯（北京：宗教文化，2006），18-22。學佺詩見《金陵初稿》頁 19，自註云：大

西洋人。稱「利瑪瑙」，想係以閩南譯音。 
 59   《金陵初稿》頁 26。 
 60   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 161；詩見《金陵初稿》頁 22。 
 61   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 159；詩見《金陵初稿》頁 14、25。洞庭係太湖洞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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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年深秋，告假一年，返鄉遷葬母親墳墓，因與三叔汝載、好友沈野等人，

一路旅遊，返回福建侯官。這是曹學佺在南京任官的第一階段，時間約一年半。

從交誼的詩作看來，官員 6 人，退職官員 3 人，幕僚 2 人，國子監生 4 人，布

衣詩人 12 人。從地域觀察，僑居金陵的官員、布衣約 5-7 人，他們提供了社

集的場所。而這些參與詩社活動的成員，來自於南京近郊的吳縣、淮揚；新安、

歙縣一帶；浙江歸安、烏程一帶；也有少數來自江西、福建、湖廣。顯然這些

嫻熟於詩文曲藝書畫的人，除了湖廣之外，幾乎全屬於南直隸、浙、贛、閩等

人士。  

（二）曹學佺辛丑以後進出南京的詩社活動考述 
  萬曆廿九年辛丑（1601），學佺呼朋引伴遊歷福建各地，到了八月，才準

備返回南京任上。在座社友亦將星散 62  。次年，又遊太湖，歷杭州、紹興等

地，與馮夢禎、屠隆相識。冬天歸閩。又次年癸卯（1603），由侯官同鄉趙世

顯發起的芝社 63  、福州司理阮自華發起的凌霄台大社，甚至邀請屠隆為主賓。

曹學佺以才俊晚輩廁身其中，嶄露頭角 64  。  

  甲辰年（1604）元月十五夜，曹學佺宴請屠隆、阮自華（堅之）、吳兆、

洪汝含、徐［火勃］社集於烏石山淩霄台 65  。稍後，於法海寺送屠隆歸返寧

波。三月五日寒食節，則離家返金陵。途中遊江西匡廬等地，與朱謀瑋（鬱儀）

宗侯 66  、梅慶生（子庾）、吳兆、喻宣仲（應夔）、林古度遨遊。這段時間

                                                 
 62   有詩〈八月朔日王元直招集南樓送陳汝翔之東粵，王玉生之清漳，沈從先還姑蘇，徐興公之建溪，陳惟秦之聊

城，蔣子才之廣陵，余返白下〉，《玉華》頁 33；陳薦夫亦有詩記之，《水明樓》卷 6。學佺分別為陳幼孺、

陳宏己、林貞起、袁無競、趙世顯、吳子修等六人，撰寫別詩十三首，《苕上篇》頁 1-3。 
 63   趙世顯，字仁甫，福建侯官人。萬曆十一年進士，除池州推官，左遷梁山知縣，二十七年仍轉回池州通判，以

母老不赴，返鄉而為福建詩壇盟主。徐 〈萍合社草序〉：「芝山故自有社，先輩鄧汝高、趙仁甫、徐惟和諸

公倡酬，若而人咸有定數。」《紅雨樓集》；清人郭柏蒼稱徐 「初與趙世顯、鄧原岳、謝肇淛、王宇、陳价

夫、陳薦夫結社芝山」，《全閩明詩傳》卷 40。謝肇淛〈桑溪楔飲序〉云：「福州行春門外三里許，桑溪之水

出焉……萬曆癸卯春，趙仁甫偕同社諸子，題名石上。」，《小草齋文集》卷 5。與會者尚有：王玉生、王元

直、王宇（永啟）、王毓德（粹夫）、林光宇（子真）、商家梅（孟和）、高景倩（敬和）、袁敬烈（無競）、

馬欻（季聲）、徐渤（興公）、康彥揚（季鷹）、陳价夫（伯孺）、陳薦夫（幼孺）、陳仲溱（惟秦）、黃應

恩（伯龍）、鄭登明（思闇）、謝肇淛（在杭）等人，與趙世顯、曹學佺，共 19 人。 
 64   錢謙益云：「阮堅之司理晉安，以癸卯中秋大會詞人於烏石山之淩霄台，名士宴集者七十餘人，而長卿為祭酒。」，

《列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屠儀部隆〉。謝紹申〈岩岩詩序〉云：「岩岩者，阮司理集淩霄台作也。時如社

可百人，而東海屠隆、莆田佘翔、清樟鄭懷魁、閩趙世顯、林世吉、曹學佺為之長。」，《謝耳伯集》卷 1。 
 65   學佺有詩〈邀屠緯真阮堅之諸子集烏石山亭〉，《春別篇》頁 3；徐渤亦有詩〈甲辰元夜曹能始招同屠緯真阮

堅之吳非熊洪汝含集烏石山〉，《鼇峰集》卷 11。 
 66   朱謀瑋[土韋]，字鬱儀，拱概孫，封鎮國中尉。萬曆 20 年管理石城王府事。（《明史并附論六種》（台北：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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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詩作收在《春別篇》、《豫章篇》、《江上篇》，共有 233 首。 

  秋天返抵金陵，社友聚集在葉遵（循父）園接風。閏九月看菊，冶城看雪，

詩人酬酢者眾，是段極有詩意的時間。次年乙巳春天，與王思任（季重）、焦

竑（弱侯）往來，也為同僚陳邦瞻、張履正（我先），洪寬、陸長康等人送行。

乙巳初夏，妻龔氏病亡 67  。適逢在現職六年考滿，赴吏部考核，右侍郎葉向

高邀遊。重陽節仍與謝肇淛 68  、柳應芳、臧懋循、俞安期、吳嗣仙、梅蕃祚、

陸長康、方子公、姚旅（園客）、汪肇邰、程彥之、諸念修、吳兆、洪寬、林

古度、王彥倫、吳明遠集清涼臺轉烏龍潭，舉行詩會，並送吳園時、方沆還閩，

尹恒屈還蜀，也歡迎汪道會（仲嘉）自新安來，謝廷諒（友可）自北京歸來，

曾大奇（端甫）自江西泰和來，同坐者共 23 人 69  。  

  萬曆卅四年丙午（1607）元月與吳兆（非熊）、吳德符、胡潛（仲修）、

徐［火勃］（興公）、林古度遊杭州西湖 70  ，三月在姑蘇與吳兆、俞安期、

王嗣經、黃習遠（伯傳）、沈野遊。此趟旅行，共集詩 68 首，題作《武林稿》。

五月端午，則與吳夢暘（允兆）、臧懋循、謝廷諒（友可）、湯之相（惟尹）、

馬強叔、王野（太古）、梅蕃祚（子馬）、吳稼竳（翁晉）、吳皋倩（國倫之

子）、王思任、洪寬、林懋（子丘）、林古度、吳明遠、葉尹德諸人則集會秦

淮水閣 71  ，並送張萱（孟奇）歸東粵。  

  返回南京後，陞南京戶部四川司郎中。徐［火勃］將唐朝歐陽詹文集、黃

滔文集攜來金陵，謀求出版，請葉向高、曹學佺幫忙。為了增加地域訴求，因

                                                                                                                                      
文翻印中華新校本，1980 年 1 月），卷 117 頁 3597，《明人傳記資料索引》（台北：中央圖書館編輯，1965，

以下簡稱央）頁 147） 
 67   學佺〈林子真詩序〉：「子真死將有半年，……不佞旋有內子之變，踞月哀痛，甫定，乃復為之序……乙巳孟

夏朔日書。」《石倉文集》卷 1，頁 49。 
 68   謝肇淛（567-1624）字在杭，號武林，福建長樂人。萬曆 20 年進士，除湖州府推官。改東昌司理。33 年擢南

京刑部山西司主事，次年轉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歷官廣西左布政使。陳慶元〈謝肇淛與小草齋集〉，《謝肇

淛集》（南京：江蘇古籍，2003），序文，頁 1-40。 
 69   謝肇淛有詩〈乙巳九日清涼臺征會登高遂至烏龍潭，吳園時、方子及還閩，尹恒屈還蜀，汪仲嘉自新都至，謝

友可自燕至，曾端甫自豫章至，同坐者柳陳父、臧晉叔、曹能始、俞羨長、吳嗣仙、梅子馬、陸長康、方子公、

姚園客、汪肇部、程彥之、諸德祖、吳非熊、洪仲韋、林茂之、王彥倫、吳明遠共二十有三人分得深字〉。《小

草齋集》卷 16，頁 7。 
 70   吳夢暘亦有〈丙午春日，偕吳休仲、曹能始，由寺後山徑覓漁舟，渡孤山小憩梅花嶼，張德愚攜具泛湖，遇胡

仲修、吳非熊、林茂之，招集縱飲，夜歸，其得詩四首〉，《射堂詩鈔》卷 7。 
 71   徐興公詩〈端陽日同吳允兆、臧晉叔、謝友可、湯惟尹、馬強叔、王太古、梅子馬、吳翁晉、吳皋倩、王季重、

曹能始、洪仲韋、林子丘、林茂之、吳明遠、葉尹德集秦淮水閣，送張孟奇奉使歸羅浮分得令字〉，《鼇峰集》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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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將福建同省在南京做官的官員列名為「校梓姓氏」，以葉向高領銜，正職官

員就有 20 人，舉人、監生 9 人，處士 4 人，合計 33 人 72  。  

  萬曆卅五年丁未（1607）元月，學佺與柳應芳（陳父）、李鼎 73  、吳兆、

喻應益、林古度、鄭琰（翰卿），以及三叔汝載分題寫詩 74  。夏日，與焦竑、

張以恆、喻應益相約吉祥寺看梅，又與臧懋循、謝肇淛、徐[火勃]、吳皋倩、

梅蕃祚、林古度於秦淮泛舟賦詩 75  。暮秋，與焦竑、吳夢暘、吳稼竳、俞安

期、朱文寧等 5 人泛舟城南；與彭正休、方伯文、滕唯遠、汪道會、胡宗仁、

林古度登木末亭，憩永興寺；又與韓敬（求仲）、喻應夔、李虎臣、柯謀伯、

唐然仲、林古度過虛野王孫亭 76  。重陽節，又與洪子厓水部、茅平仲、汪道

會、俞安期、陳從訓、柳應芳、胡宗仁、吳稼竳、王野、吳兆、潘之恒、諸念

修、管仙客、洪寬等 14 人泛舟城南 77  。  

  《金陵集》所收甲辰至丁未四年之中的詩作。萬曆卅六年戊申(1608)上元

夜仍邀集董應舉（崇相）、陳勳（元愷）、鄭琰（翰卿）、林古度作紙燈詩。

鄉人陳薦夫（幼孺）來，邀集梅慶生、林古度、三叔汝載同賦。或與同鄉董應

舉夜坐；或集烏龍潭送郭汝承孝廉返閩；送范汭（東生）之荊州；或立冬日仍

集葉淳父齋頭送客之鳩茲 78  。倉促間，奉命調任四川右參政。只留下〈被命

蜀藩留別少宰宛陵趙公六韻〉等數首詩，匆忙上路，於次年三月抵達任所。這

段時間的作品多半散逸，一直到天啟六年（1626）自廣西獲罪返鄉時，才整理

了 70 首詩，附在《更生篇》之下篇出版。  

                                                 
 72   徐興公《歐陽詹集》將福建同省在南京做官的官員列名「校梓姓氏」，以吏部右侍郎福清葉向高領銜，以下有

戶部各司郎中鄧鑣、游於廣、楊百朋、曹學佺，各司主事胡明佐、董應舉、陳勳、林應翔、莊毓慶，禮部司務

李允懋，兵部主事陳圭，刑部各司主事秦鍾震、謝肇淛，照磨藤萬里，工部主事朱一鶚，大理寺評事陳基虞，

應天府通判蘇宇庶，鴻臚寺序般許天慶，前軍督府經歷裴汝寧，順德府推官王錫侯；舉人許天敘，監生薛瑞清、

鄭正傳、薛廷寀、葉惇彥、董養斌、林鍾相、連鈺、連端雲，處士徐[火勃]、林古度、郭天中、洪寬。 
 73   李鼎字長卿，江西南昌人。有《李長卿集》，門人中牟張民表校，萬曆 40 年李氏家刊本。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成果入口網，http://digitalarchives.tw/。 
 74   學佺有〈立春日柳陳父吳非熊喻叔虞林茂之家叔女載同賦七言律分得微字〉、〈上元夜李長卿吳非熊喻叔虞林

茂之鄭翰卿家叔女載同詠夾紗燈屏分得明字〉，《金陵》卷下中，頁 1、2。 
 75   學佺有〈焦弱侯張以恆喻叔虞同到吉祥寺看梅〉、〈夏日秦淮泛舟臧晉叔謝在杭徐興公吳皋倩梅子馬林茂之限

刻成詩〉，《金陵集》中下，頁 4、7。 
 76   學佺有詩〈暮秋同焦弱侯吳允兆吳翁晉俞羨長朱文寧泛舟城南〉、〈暮秋同彭正休方伯文滕唯遠汪仲嘉胡彭舉

林茂之登木末亭晩憩永興寺〉、〈暮秋同韓求仲喻宣仲李虎臣柯謀伯唐然仲林茂之過虛野王孫亭〉，《金陵集》

卷中下，頁 18、丁未卷下頁 12。 
 77   學佺有詩〈九日同洪子厓水部招茅平仲汪仲嘉俞羨長陳從訓柳陳父胡彭舉吳翁晉王太古吳非熊潘景升諸德祖管

仙客洪仲韋諸子泛舟城南分韻〉，《金陵集》卷中下，頁 18。 
 78   學佺有詩〈上元夜集董崇相陳元愷鄭翰卿林茂之賦得紙燈一律〉等詩，俱見《更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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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學佺組成金陵詩社的成員考查 
  從甲辰到丁未，正是曹學佺主盟金陵詩社最風光的日子，只可惜《金陵初

稿》、《金陵集》保存的詩作，不足以紀錄活動的全貌。我們大多仰賴錢謙益

在《列朝詩集小傳》中的敘述：  

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棘寺，遊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

陳德遠為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柳陳父、盛太古為領袖。臺城懷古，

爰為憑弔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離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此金陵之

極盛也 79  。 

  除了上述 7 人，錢謙益還另附了王嗣經、張正蒙、陳仲溱、吳文潛、程漢、

姚旅、臧懋循、梅蕃祚、胡潛等，合計 16 人。而《列朝詩集》中所收《金陵

社集詩》紀錄了雅集 11 次，成員 17 人，詩作 31 首。顯然，錢謙益在戊子年

（1648）中秋所得《金陵社集詩》一編，是把敘述焦點放在曹學佺第一次進入

金陵，也就是己亥、庚子之間的雅集。  
  而萬曆卅一年至卅三年，于若瀛 80  擔任南京通政右使，卅四年陞任太僕

少卿，是親臨第一現場的文人。他在〈詞林雅集序〉中，云：  

《詞林雅集》者，集金陵諸詞客相唱和詩也。客不皆金陵，或以官至，或以

深兩花、獻花以勝至，一時偶萃金陵者也。與集者三十二人焉，始於《雞籠

山望玄武湖》，以迄《江東城樓送梅子馬》，集凡十，共得二百餘首，懷古

則有《臺城篇》，宴別則集沈、吳兩水亭，節序則賦《天未凉風起》、《七

夕》諸什，限韻則《太平堤觀荷》，賦句則《送能始、子馬》，其中坐花臨

水，感往傷離，各宣性靈，紛如組繡，直與三山二水爭雄鬥麗，讀之無不錚

錚然中金石響也。梓成，咸謂不佞縱不與茲集，能遂無言？不佞作而曰： 

六朝往，千秋來，人文淵藪，孰不首金陵也者。而人文之盛，又孰如今日也

者。人不必金陵而萃金陵，則金陵勝，竊有感於上林、金谷焉。雕楹綺寮，

非不炫耀人目，今履其故墟，特依稀斷莽、落照至余耳之于司馬太僕，綺舌

如新，益信地匪自勝，以人文勝也。雞籠、清涼、臺城、玄武舊矣，沈、吳

兩水亭，一經集詠，便與雞籠諸勝同不朽，又何幸哉！三十二人曰：祝給諫

無功，張考功元平，臧博士晉叔，曹廷尉能始，陳廷尉德遠，談參君無文，

                                                 
 79   同註 5。 
 80   于若瀛（1552-1610）字元絅，山東濟寧人。兵部尚書秉貞之曾孫，左都御史若溎之弟。萬曆十一年（1583）

進士，官到陝西巡撫。工書，嘗書報恩寺三藏殿娑羅館匾。著有《弗告堂集》。見《江寧府志》、《山東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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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參軍賓夫，殷台郎與可，魏江寧丞穎超，梅寧鄉簿子馬，顧勳衛所建，秀

才謝少連、梅季豹、陳延之。國子生汪肇邰、葉循父、釋孤松，若柳陳父、

王太古、程彥之，胡仲修、吳嗣仙、吳非熊、程仲叔、程孺文、羅子昭、吳

元翰、洪仲韋、姚園客、陳惟秦、王曰常、張子明、則布衣之雄，皆一時博

雅君子云。 

  《詞林雅集》收錄雅集集會 10 次，雅集成員 32 人，詩作 200 餘首。也包

含了錢謙益所收錄的 17 位雅集成員。顯然于若瀛是根據他人的委託，就所蒐

集來的作品集，加以論述。有其可信度，但也未必能包涵詩社社員全貌。  
  北京大學孫文秀於 2011 年 5 月完成了博士論文《曹學佺文學活動與文藝

思想研究》。他在博論中，詳述了金陵詩壇的盛況，也根據若干當時的文人文

集，爬梳了參與曹學佺金陵詩社的社員，應有 169 人。其中可考的社員 104 人，

包括福建 24 人，江蘇 23 人，浙江 13 人，安徽 19 人，江西 12 人，楚 6 人，

河南 1 人，河北 1 人，山西 1 人，貫里不詳者 3 人。貫里與小傳皆無可考，僅

有姓名可考者 65 人 81  。這個說法有對，也有不對。從對的方面說，錢謙益所

謂社員 17 人，僅止於己亥、庚子（1599、1600）兩年參社者。于若瀛所說 32
人，則跨入後面幾年，但又受限於《詞林雅集》編選者的挑選，無法看見全部

的名單。孫文秀敢於突破古人說法，以曹學佺詩集為依據，再蒐羅並核對各家

文集中的詩題，勾勒出更大的詩人交誼網，可以理解金陵詩社活動的盛況。  
  但是，所謂「社員」的界定，有其困難。參加詩社的社員要不要提供場地

或者宴飲、曲樂的費用，擔任「直社」的任務？是不是有三個人以上在場歌賦，

才算是社集？有些是高級官員，如葉向高、朱之蕃，偶爾參與旅遊活動，並沒

有用心在詩社；有些官員同僚接受曹學佺的送行詩，未見能力撰寫詩作回覆；

有些思想家，如焦竑、李贄、利瑪竇，沒有打算與詩社社員為伍；有些屬不同

詩學主張的詩人，如袁宏道、鍾惺，納入詩社社員的原則，又如何確定？而有

些參與者偶而參加，「打打秋風」而已，並不作詩，也難以估算。如果要說真

正的「社員」，以于若瀛所說的 32 人為班底，推增至 50 人左右，也就足夠。

如果要把 169 人都看作曹學佺的文學交誼，則還有些待考而未考的僚屬、友

人，尚未寫入，如果也要增入，則人數可以增加到 200 人以上。出入金陵詩社，

顯然是種閒散的文人雅士集會，要嚴格確定其社員的身分，有其難度。但可以

確定的是，主事者必然享有盛名，能登高一呼百諾；而其核心社員必須提供場

                                                 
 81   孫文秀《曹學佺文學活動與文藝思想研究》（北京大學博士論文，2011），頁 51-75。 



．東海中文學報． 

 ．192．

所、紙硯筆墨、醇酒美食、歌妓樂師，才能助此集會雅興；至於消極的參與者，

經其他文人援引，臨時加入賦詩、飲酒的行列，並不常留詩社之中。 

四、結論：曹學佺主盟金陵詩社的原因與意義 

  曹學佺如何能主盟金陵詩壇呢？明代早期的金陵詩壇為勳臣、貴冑所主

持，漸漸轉為來往南京任職的官員身上。然則對詩學、書畫、曲藝的愛好者，

也非要有真正的愛好者不行。所以，退職官員與雅好詩藝、戲曲的政府基層幕

僚、滯留國子監的學生、隱遁的布衣、身處方外的衲子，就成了絕佳搭配。  
  曹學佺初入金陵之際，已有汪道昆的女婿龍膺、因案去職而留居的出版家

興曲藝家臧懋循、來自於浙江湖州的茅國縉，帶領著湖廣、新安、歙縣、歸安、

烏程等鄉人進出金陵，與來是蘇州、吳縣等地的藝術家，以及地方耆老分佔詩

壇。  
  由於曹學佺的天份、雅好與開朗的個性，又在大理寺供職之便，更容易來

串結詩社活動。在北京任職的六年，他四處遊歷，交友廣闊，開展視野，正好

到了南京可以沉澱下來。他匯集了來自吳縣、維揚、湖州、徽派、湖廣等地客

居於南京的詩人、書畫家、出版商、布衣、和尚。當他因公事或家務來回福建

的途中，又將長洲、杭州、湖州、南昌、九江、福州的詩人與詩社串聯一處，

帶動並聯結了閩、贛、蘇、浙的詩人群體。  
  明初以來分為五大詩派，除了廣東之外，這四個地方由於經濟與交通的發

達，沿著長江流域串結起來，而以南京為匯聚點。曹學佺適逢其會，展現了個

人魅力，自然也成為詩社的共主。 
  檢視孫文秀統計的詩人籍貫分布，頗合乎客觀現象。江蘇、安徽，在當時

為直隸省份，也就是包涵南京邊緣地區，以及安徽的新安、歙縣，佔了四成。

福建佔四分之一，浙江、江西合起來，也佔四分之一。所以，湖廣、北直隸等

地加起來不到一成，而這一成又有一半以上屬於公安、竟陵詩派的湖廣地區。

也就是說，除了湖廣的公安、竟陵之外，北方詩學的發展非常薄弱。 
  詩社發展，其實與詩學主張或詩作成就沒有絕對的關係。使詩學活動成為

全 國 運 動 （ 嚴 格 的 說 僅 止 於 長 江 以 南 地 區 ） ， 要 歸 功 於 後 七 子 的 王 世 貞

（1522-1590）。〈文苑傳〉說他在李攀龍（1514-1570）死後，引導詩壇風氣

二十年。這是可信的，他把格調復古詩論，以及詩社雅集，第一次有系統的推

向各地。雅集活動是一種經濟、文化力的象徵，詩人們必須在焚香、擊缽、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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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的限時活動中，完成分韻作詩、分賦倡和等要求。然而嘉靖、隆慶、萬曆以

來，過度嚴苛的格律要求，已使得學養較淺的詩人不耐。此所以梅守箕（季豹）

說：「嘉隆之間……詩惟一體，種種相仍，譬之一園之中強桃作李，拗杏為梅，

一天之上，謚斗曰台，比星是月」，又如「三千宮女而一面，五道將軍而一律

82  」，完全沒有個人面目。從元代起以大都語言為官方語言，明成祖繼之，

至萬曆中葉，已經三百多年，北方人對於平仄、押韻陌生至極，南方人則憑藉

著對河洛母語的保存，仍佔有極大的優勢。然而新起的各省詩人，對於「音韻」

與「格調」的掌握，已經大不如前人。公安「性靈」之說一出，自然相襲成風。 
  曹學佺的詩學主張，與徐［火勃］等人所倡導以六朝、初唐詩風為宗，被

稱作「晉安詩風」相近。與金陵顧璘等人的主張也相近，拒絕完熟的人工的「格

調」模式。他沒有樹立鮮明的旗幟，也沒有「嚴格」強調個人獨特的詩學主張，

反而更容易接納來自不同的詩派的詩學創作。梅守箕盛讚金陵詩社成員的特質

是「朝貴者無朝貴心，而韋布者有韋布行」，二者「相與以有成，並行而不害

83  」。這便是曹學佺兼容就緒而獲致擁戴的原因。  
  但如果真如梅守箕所說：「人各一調，篇各一格，大小強弱不同，總之各

具面目而已矣」。這樣編選的詩歌總集，恐怕只是一種酬酢的成品，真贗雜呈，

對詩學的發展反而不好。  
  明代詩學批評的發展，從台閣、茶陵、前後七子、公安、竟陵主張的興替

之後，何以曹學佺的詩學主張，未能列入其中一頁？其原因，如果推給明朝崇

禎十七年（1644）的滅亡，曹學佺死於 1646 年福州城破之際，以至於文獻散

失，恐怕是一種遁辭。 
  「兼容並蓄」是曹學佺、謝肇淛、徐興公等人包容相異主張詩派的態度，

此所以福建詩人如林古度、商梅、蔡復一等人，能接納鍾惺竟陵詩派的影響；

也沒有與傳統的福建詩派，產生激烈的摩擦。錢謙益在《列朝詩集》中，故意

壓抑閩派的詩學成就，卻做了「曹學佺不屬於閩派之一」的論說。事實上，曹

學佺正領導著晚明福建的詩風。  
  就文學史發展的角度，曹學佺以青年才俊進入金陵詩壇，影響十餘年，又

能把詩學分韻酬作的風氣，傳播並普及江、浙、贛、閩等地。如果能重新爬疏

文學史，自然要給曹學佺一個公允的評價。  

                                                 
 82   梅守箕〈跋詞林雅集〉，《梅季豹居諸二集》卷 13，崇禎刊本。 
 8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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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Cao Xue-Quan in the 
Jin-Ling Poetry Society during the Era 

of Wan-Li 

Hsu, Chien-Kun∗ 

【Abstract】  

  The activities of poetry societies in the Ming dynasty have always centered in 

the city of Nanjing since the Hong-Wu era.  Although the later Ming emperor 

Ming Tsen-zhu migrated the capital to the city of Beijing, poetic exchange 

remained active among the southern literati.  According to Qian Qian-yi’s Notes 

and Collection of Poetry from Dynasties, Gu Lin, Wang Wei, Chen Duo and Xu 

Lin were prominent literary figures circa the years of Hong-Zhi and Zhen-De.  

After mid Jia- Jing, led by Zhu Yue-fan, Ho Yuan-lang, Jin Zai-heng, Sheng 

Zhong-jiao, HuangFu Zhi-xun, and Huang Chuen-fu, poetry activities continued to 

flourish in Nanjin. At the early Wan-Li era, Chen Qin restored “Ching-Xi Society” 

in his retirement in Nanjing.  Chen, along with Jin Zai-heng and Sheng 

Zhong-jiao, kindled a new fire to the activities of poetry societies in the Jin-Ling.  
It is in such a legacy that, two decades later, Cao Xue-Quan (曹學佺) brought 

poetry activities to an unprecedented high in   Nanjing. Cao accomplished this 

while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Nanjing Da-Li temple, with the help from 

numerous figures such as Zang Mau-xun, Chen Bang-zhan, Wu Zhao, Wu 

Meng-yang, Liu Ying-fang, Sheng Shi-tai.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activities in Nan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pinpoints Cao Xue-Quan’s personal charisma as a key to the 

miracle of poetry resurrection. Poets of the time and their work had been collecte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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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nthology of the Jin-Ling Poetry Society; unfortunately, the present book does 

not retain its original completeness. This article reconstructs the live scene of the 

socio-poetic event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from the participants’ collected 

works, as well as on available records within current literature.  The study finally 

discusses the leading role Cao Xue-Quan played in the Jin-Ling Poetry Society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poetry activiti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poetry, late Ming, Jin-Ling Poetry Society, Cao Xue-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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