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統序科第大要 

早自春秋時代起，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指引出有志之士應

該「學而優則仕」的觀念。到了唐代隨著科舉制度的完善，朝廷要官多由科舉及

第的士人擔任，社會對科舉也日漸看重。自隋迄清，一千三百多年的科舉考試，

則是此股力量的最大證明。《唐摭言》一書前三卷主要匯錄許多科舉制度掌故，

尤其是進士科，檢視內容，所記軼事亦環繞此軸，這或許和作者本身是進士科出

身有關，但也反應進士科在中晚唐的社會地位。本章將針對《唐摭言》所著重著

錄的唐代科舉制度層面，分別探討：有所承繼有所開拓的唐代科舉、明經科與進

士科的地位消長、舉子應試程序及登第儀式。 

第一節 有所承繼有所開拓的唐代科舉 

    《禮記‧禮運》所載：「大道之行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1

其中的「賢與能」是我國古代選拔人才的要素，而我國選人用才的方法，最早的

記載可溯及《尚書‧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亮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2到了漢代，則確立了察舉制度以選

拔人才，3但此法也出現流弊，由於察舉大權操縱在各級官吏手中，故士人不得

不走權貴之門，出現了許多虛偽矯飾、沽名釣譽的偽君子，因此，也難以選拔真

正的人才。到了魏晉時期，推行九品中正官人法，選擇「賢有識見」的中正官負

責察訪，作為任官的依據，但察舉大權完全掌握在各地的豪門世族手中，以致弊

端叢生，最終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不平現象。隋統一後，廢除九

品中正官人法，開始試驗由中央設科目，地方舉人才，經考試以遴選官員的作法。

唐代沿隋法漢，確立了科舉考試的規範，尤其是進士科的重視，本節討論唐代科

舉「沿隋法漢」、唐代科舉的地位確立、應試者來源、州府解送的熱烈與強勢。 

一、唐代科舉「沿隋法漢」 

唐代科舉制是繼兩漢的察舉徵僻制、魏晉南北朝的九品中正制之後，中國另

一重要的取士選官制度。4「科舉」一詞，本為俗稱，從隋朝初建此制，正式的

                                                 
1 ［唐］孔穎達疏：《禮記‧禮運》《十三經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頁 413。 
2 ［唐］孔穎達疏：《尚書‧舜典》《十三經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頁 47。 
3 所謂察舉，也稱為薦舉，由漢朝的三公九卿及地方郡守等高級官吏依據考核，把民間及基層官

吏中的德才兼備者推薦給朝廷，由朝廷授與他們一定的官職或提高其官位。郭齊家：《中國古代

考試制度》（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26。 
4 科舉的創制，史學界一般說法「始於隋唐」，一說據《隋書‧高祖紀》載隋文帝「開皇七年（587）
正月乙未，制諸州歲貢三人。」又卷二「開皇十八年七月丙子（598），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

刺史，以志行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的記載，認為隋文帝已為下層士人開拓了進入仕途的

門徑。另外一說則認為是隋煬帝始創。最早採此說的是唐武則天天授（690-692）年間任職左補

闕的薛登，他在〈上改革選舉疏〉云：「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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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稱為「貢舉」，唐朝規定士子通過州縣考試而報上中央應試的，稱為鄉貢，

或貢士，或貢人；生徒通過州縣或中央學校考試而報上中央應試，以及皇帝臨時

詔舉的，稱為舉人。鄉貢與舉人就是貢舉考試的兩大來源，故稱為「貢舉」。5從

字面上來講「科舉」一詞源於「分科舉人」，也就是「分科目選舉人才」。但若單

純以「分科舉人」就說是科舉，則未能展現與前朝的區分，因為漢代的察舉也有

考試。應劭《漢官儀》卷上載： 

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刺史兩千石，察茂才尤異，孝廉之吏，務盡實

覈選擇英俊賢行，廉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6

「審四科辟召」可知漢代在察舉孝廉的基礎上，又加以了條件的約束，獲得推舉

的英俊賢行需另外經過校試才能授與職位。因此，唐代的科舉若以科目區分，則

未能顯現其開創性的特點。而唐代貢舉一詞的特點可由鄧嗣禹的一段話扼要表達

出： 

至於李唐，始將門閥階級之風習，加以掃除。其取士也，不賴於鄉評，不

委於中正，惟令天下士人，投牒自進，公同競爭。皆憑考試，合格則取，

不合則去，高低貴賤，一準於此。惟制舉，由天子特召，以待非常之才，

尚有兩漢辟召之遺風焉。7

因此，唐代科舉的一大特色就是士人可以自由報考，而且取捨依據憑考試成績的

優劣表現。唐代排除身份門閥的界限，以制度化的考試選拔人才，這一趨向公平

開放的措施，在實質上提供士人參與政治的機會。而唐代的制舉則是考試制度外

保有的一個選人彈性措施，由天子視時務之需特別招考，尚留有兩漢察舉的遺

風。《唐會要》卷七十五〈貢舉上‧帖經條例〉更是明白記載： 

（開元）二十五年（737）二月，敕：「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廉、秀才。」
8

又《唐摭言》卷一〈鄉貢〉云：「鄉貢里選，盛於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

                                                                                                                                            
相仿效。」又楊綰（？-777）曰：「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又杜佑（735-812）曰：「煬帝始建

進士科。」王定保曰：「進士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顯然，此說乃以進士科之設

立作為科舉始創判斷標準。不管是隋文帝或隋煬帝始設，研究科舉制度的學者，多能認同科舉之

制，創立於隋，而確立於唐。由於本文非史學考證，故採取多數學者的觀點，認同科舉制度創立

於隋而確定於唐。高明士指出最早有系統探討科舉制度起源的為鄧嗣禹，可參見其著《中國考試

制度史》（臺北：學生書局，1967）第一篇第一章丙節，此後有關科舉制起源的論文，大致不逾

鄧氏論考的範圍。《隋唐貢舉制度》（臺北：文津出版社，1999），頁 67。 
5 高明士：《隋唐貢舉制度》，頁 1。 
6 ［漢］應劭：《漢官儀》上卷《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平津館叢書》（臺北：藝文印書館，

1968），頁 6。 
7 鄧嗣禹：《中國考試制度史》，頁 72。 
8 ［宋］王溥：《唐會要》卷七十五〈貢舉上‧帖經條例〉，《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07 冊（臺

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52。 

 2



末異也。今之解送，則古之上計也。」9因此，漢代歲舉之孝廉與秀才可說是隋

唐貢舉的淵源。《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云： 

我唐沿隋法漢，孜孜矻矻，以事草澤。琴瑟不改，而清濁殊途；丹漆不施，

而豐儉異致。10

唐代科舉制度「沿隋法漢」，有關科舉的基本原則及實施辦法多依循前朝，並具

體實踐，然而實施辦法上有所修正改變，展現出與前朝「清濁殊途」、「豐儉異致」

的另一番新面貌。 

王定保在《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云： 

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敕諸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

明於理體，為鄉里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年十月

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11

這裡說明了從唐高祖武德四年（621）四月一日下詔書，要求地方政府每年十月

隨物向朝廷薦舉人才，故唐代科舉可說自武德五年（622）開始。《唐摭言》卷十

五〈雜記〉曰： 

至五年十月，諸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六人，俊士三十九人，進

士三十人。十一月引見，敕付尚書省考試；十二月吏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

世寧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并通，敕放選與理入官；其下第

人各賜絹五疋，充歸糧，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12

武德五年開科取士，由考功員外郎申世寧知貢舉，得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並

由此以後成為常試，開啟中國漫長的科考之路。而其與前朝的區別在於，考生在

地方州縣的考試資格不再是以「孝廉」德行品操為主，而是朝向以「明於理體」

的學問本身為審核標準，這在思想上改變了傳統觀念，也進化為依標準程序選人

的制度。 

二、唐代科舉的地位確立 

唐代取士雖多循舊制，但體例卻臻於完備。不僅成為新興士庶子弟進入仕途

的主要途徑，也是高門世家子弟尋找政治出路的途徑。《唐摭言》卷九〈好友及

第惡登科〉： 

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綏矣；世祿失

之，其族絕矣。13

                                                 
9 《唐摭言》卷一〈鄉貢〉，頁 7。 
10 《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頁 1。 
11 《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頁 1。 
12 《唐摭言》卷十五〈雜記〉，頁 159。 
13 《唐摭言》卷九〈好友及第惡登科〉，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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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說明了科舉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也型塑出一種主要崇尚由科舉出身的社會風

氣。在開放、公平的競爭之下，不但寒素之士可由科舉出身，就連權貴子弟也積

極透過科舉以得官位、延續家族勢力。因此，就正面意義而言，透過科舉考試能

消弭社會身份差別，並為國家拔擢更多賢能之士。 

唐代科舉的確立，並也獲得良好的成效，《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上篇〉載： 

若列之於科目，則俊、秀盛於漢、魏；而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

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明矣。然彰於武德而甲於貞觀。蓋文皇帝修文

偃武，天贊神授，嘗私幸端門，見新進士綴行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

吾彀中矣！」14

又卷一〈散序進士〉云： 

其有老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

盡白頭！」。15

科舉制度在唐代彰顯於唐高祖，至唐太宗貞觀年間（627-649）興盛，由上引文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可知在位者對此制度的重視及施行結果的滿意；而由

時人所吟咏的「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可知此制度已廣泛影響天

下士人，就算已經為官者，也以通過進士科為心願之所成。 

《文苑英華》卷七百六十引牛希濟〈寒素論〉寫到：「朝為匹夫，暮為卿相

者有之矣；朝為諸侯，暮為餒鬼者有之矣。道之用捨，在於我而已。」16可見，

唐代士人對於自我實現是充滿希望，而要達成自我實現的管道即是有心人皆可參

與的科舉。透過參與科舉，即可改變出身、達成理想，因此唐代科舉制度對士人

而言，其意義更在精神價值的實現，故積極參與科舉，便成為唐代士人自我實現

的最佳管道。而就整個唐代而言，這是一個科舉出身的官吏不斷取代門蔭入仕的

功臣及貴族子弟的過程，而伴隨著這個過程的則是門閥世族勢力的衰落以及庶族

和平民子弟科舉入仕人數的相應增加。17

《唐摭言》卷一〈散序進士〉云：「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

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不由進士者，終不為美，以至歲貢常不減八九百人。」
18《唐摭言》卷一〈鄉貢〉云：「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19，由此推論，

科舉制度從唐太宗貞觀年間（627-649）到唐睿宗景雲年間（710-711）之間，鄉

                                                 
14 《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上篇〉，頁 3。 
15 《唐摭言》卷一〈散序進士〉，頁 5。 
16 ［宋］李昉等編：《文苑英華》冊九卷七六O（北京：中華書局，1966），頁 4775。 
17 王建平：〈唐代科舉的社會功能〉，《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年第 4 期），頁

85。 
18 《唐摭言》卷一〈散序進士〉，頁 4。 
19 《唐摭言》卷一〈鄉貢〉，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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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人數已增加兩三倍之多，足見科舉制度發展已具有相當規模，且在朝野均有高

度的認同。 

三、應試者來源 

對於唐代科舉考試，在《新唐書‧選舉志》有一段總括說明：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館者曰生徒，由州縣者

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

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禮、有道舉、

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禮、

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

才焉。20

此段不僅說明唐代應考身份分為生徒、鄉貢；也說明取士之途，分常選及制舉；

以及相關考試的科目。由引文可知，制舉是天子待非常之才的特別考試，非固定

舉行之，因此就每年固定舉行的考試而言，考生的身份不外乎生徒及鄉貢兩種。 

生徒，就是中央官學與地方官學的學生，進入各種官學的學生通常都是貴族

官宦子弟。21鄉貢，王定保在《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下篇〉就記載到：「投刺

謂之『鄉貢』。」22「刺」就是名刺，也就是名帖。在地方上自學成才者，「懷牒

自列於州縣」，23並通過考試選拔取得解送資格，每年十月隨各州進貢物品一同

赴京城，然後參加省試的考生就稱為鄉貢。 

《唐摭言》卷一〈朝見〉對鄉貢情形有所記載： 

國朝舊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赴朝見。長壽二年，拾遺劉承之上疏：

「請元日舉人朝見，列於方物之前。」從之。見狀，台司接覽，中使宣口

敕慰諭。24

唐代一般的士人多透過此管道參與科考，由地方州縣薦送，並同地方所貢物品一

同朝見。在此階段，士人與所貢物品並列朝見，以今日眼光看待似乎少了尊重，

但在當時已是一個重要的開放。 

關於地方州府所貢人數，《唐摭言》卷一〈貢舉厘革并行鄉飲酒〉載開元二

                                                 
20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楊家駱編《正史全文標校讀本新唐書》，（臺

北：鼎文書局，2000），頁 317。 
21 中央官學隸屬於國子監的有六學，即國子學、太學、四門學、律學、算學、書學；隸屬於門

下省、東宮的分別有弘文館和崇文館；地方官學則是州縣學，只要在校內考試合格，便可獲得推

薦參加尚書省的科舉考試。 
22 《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下篇〉，頁 3。 
23 《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省；而舉選不

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列於州、縣。試已，長吏以鄉飲酒禮，會屬僚，設賓主，陳俎

豆，備管弦，牲用少牢，歌《鹿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既至省，皆疏名列到，結款通保

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頁 317。 
24 《唐摭言》卷一〈朝見〉，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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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年（737）的情況：  

開元二十五年二月，敕應諸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

必有才行，不限其數。所宜貢之人解送之日，行鄉飲禮，牲用少牢，以官

物充。25

可知，其獲得薦舉的鄉貢人數是依據州府人數分配，但真有才能者則不在此限。

會昌五年（845）朝廷頒佈有關貢舉的文件規定了學校和鄉貢的人數。《唐摭言》

卷一〈會昌五年舉格節文〉： 

公卿百寮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修明經、進士業者，並隸

名所在監及官學，仍精加考試。所送人數：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年送三

百五十人，今請送三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隸名明經，亦請送

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不得

過三十人，明經不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荊南、鄂岳、湖

南、鄭滑、浙西、浙東、鄜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

東川、陝虢等道，所送進士不得過一十五人，明經不得過二十人。其河東、

陳許、汴、涂泗、易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靈夏、淄青、鄆曹、

兗海、鎮冀、麟勝等道，所送進士不得過一十人，明經不得過十五人。金

汝、鹽豐、福建、黔府、桂府、嶺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不得過

七人，明經不得過十人。其諸支郡所送人數，請申觀察使為解都送，不得

諸州各自申解。諸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省。准開成三年

（838）五月三日敕落下者，今緣自不送。所試以來舉人，公然拔解；今

諸州府所試，各須封送省司檢勘，如病敗不近詞理，州府妄給解者，試官

停見任用闕。26

由上述節文可以觀察到三個面項：首先，地方所舉的舉子是大大少於中央學館

的，地方的文士作為鄉貢入京應試的機會是大幅少於中央國子監的生徒。生徒、

鄉貢即是先天上的差別，前者受門蔭庇佑，後者無背景靠山，科舉之途遠比生徒

曲折、複雜。次者，明經人數約為進士的兩倍。因此，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之下，

能通過進士科的榮耀是高於明經科的。再者，地處京畿的同、華兩州及河中府進

士較之其他偏遠地區所能推薦的名額仍算人數多的。同、華州地瘠民貧，並非經

濟文化特別發達的地區，但因作為長安門戶的優越地理位置，因此在科舉中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故其獲得的名額比例相對較高。 

地方州縣的文化風氣不同，應試的成績也有懸殊的差異，偏遠的地方甚至五

十年未能出現進士而被稱為「天荒」，《唐摭言》卷二〈海述解送〉：  

                                                 
25 《唐摭言》卷一〈貢舉厘革并行鄉飲酒〉，頁 1。 
26 《唐摭言》卷一〈會昌五年舉格節文〉，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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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年，劉蛻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魏公作

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略曰：「五十年來，自是人廢；一千

里外，豈曰天荒！」27

而「天荒」能破，在另一個層面上也顯示科舉考試提升了地方文化的水準。     

    綜上，唐代科舉已向廣大的寒素之士敞開大門，不限於官學出身或官宦世家

子弟，自學而成的士人也有一公平競爭的管道可尋。而地方州縣的薦舉名額多寡

不同，士人在匯集京城之前早已開始層層的競爭，且科舉的影響也遍及偏遠之地。 

四、州府解送的熱烈與強勢 

唐初，考生應舉需由戶籍所在州長審核推薦，《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

載： 

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敕諸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

明于理體，為鄉里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年十月

隨物入貢。28

由「委本縣考試」可見在唐初，鄉貢限於本州。但後來，鄉貢普及，地位上升，

這法令也失去效用，寄籍生的現象也漸漸湧現，韓愈〈進士策問六〉「不本于鄉，

不序於庠，一朝而群至乎有司。」29故上文會昌五年舉格節文中也出現「寄客」

一詞。這種寄客現象也反應科舉在社會上所產生的現象，舉子們為了提高上榜機

會，尋求對自己最為有利的州縣應舉，以求解送。另一方面，比起生徒多為官宦

子弟，鄉貢對門第的要求寬鬆，故也吸引許多寒素子弟由此管道應舉。 

由生徒和鄉貢地位輕重的變化，也說明科舉向越來越多的寒門庶族敞開了大

門。唐代在生徒及鄉貢的關係上，其實有一番消長，此番消長可由州府解送的熱

烈看出端倪，王定保在《唐摭言》卷一〈兩監〉記載： 

按實錄：西監，隋制；東監，龍朔元年所置。開元已前，進士不由兩監者，

深以為恥。……爾後物態澆漓，稔於世祿，以京兆為榮美，同華為利市，

莫不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二十載敕天下舉人不得言鄉貢，皆須補

國子及郡學生。……奈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法，猶不能勝。30

由此則可知唐玄宗開元（713-741）之前的進士以國學出身為榮，但往後世態演

變，熱衷功名利祿，進士以出身於京兆、同州、華州為榮，31為了改變此風，唐

玄宗天寶（742-755）二十年朝廷敕令天下應試舉人不得由鄉貢之途應試，都必

                                                 
27 《唐摭言》卷二〈海述解送〉，頁 16。 
28 《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頁 1。 
29 羅聯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集》卷二〈進士策問六〉（臺北：國立編譯館，2003），頁 487。 
30 《唐摭言》卷一〈兩監〉，頁 5。 
31 王定保在《唐摭言》卷二〈爭解元〉亦提到「同華解最推利市，與京兆無異，若首送，無不

捷者。」，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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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補為國子監及州郡官學學生。但是人心已去，即便用法律加以約束，也改變不

了。而這種現象也影響了科舉與學校的關係，原本唐初學校生徒佔有明顯的優

勢，唐玄宗曾大力整頓貢舉和學校，學校受到重視，應舉者競集於國子監「進士

不由兩監者，深以為恥」，但唐玄宗統治的晚期貞元以後卻演變為「爾後膏梁之

族，率以學校為鄙事。若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32學校的地位大為降低，由

鄉貢入仕的舉人比重激增，超過了生徒，成為大勢所趨。權貴子弟將學校出身視

為鄙陋之事，多採鄉貢應試，且鄉貢也非由所在地方州長薦舉，而多是在寄居地

應試。《新唐書‧選舉志》載「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流散。永泰中（765-766），
雖置兩監生，而館無定員。」33可見就生徒及鄉貢而言，自中唐起應科舉幾乎是

鄉貢的天下，到了「貞元十年（794）已來，殆絕於兩監矣」。34

而學校不被重視的原因，除了舉子們可以懷牒自列於州縣，不一定透過學校

管道之外，另一方面不能忽視的就是考試內容與學校教育的脫節。《通典》卷十

五〈選舉典‧歷代制下〉載沈既濟云： 

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隆（680-681）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

（682-683）之後，太后君臨天下二十餘年，當世公卿百辟無不以文章達，

因循遐久，浸以成風。35

這種「以文章選士」的風尚在為政者的喜好之下，更為風行草偃，漸漸使得官學

的內容與考試科目脫離。唐代的官學教育延續漢代太學教育制度，未能及時調

整，適應現實，從教育觀念到講授內容，都與科舉考試的要求明顯脫節，官學教

育與考試相比存在明顯滯後現象。36官學自漢以來，教學的內容多以經學為主，

經學又為世家大族之專長，且重師承不易學。相較之下，私學較容易因應時代的

風尚，唐代進士科考試側重詩賦藝文，私學傳授的內容就由側重經學修正為側重

文學，其所教授的內容主要是講誦經籍、作文章、課詩賦，與進士科考試內容相

對應。兩相權衡之下，避難趨易乃人之常情，故士人自然多捨生徒而趨鄉貢。37

又安史之亂後，官學廢壞，生徒流散，私學更成為當時教育的重要一環。因此在

唐代中期以後，私學取代了國子監成為教育的主流，可說是「科舉漸盛而學校漸

衰」38，鄉貢成為唐代士人，尤其是寒素之士最佳的應考途徑。 

在鄉貢為盛的情況下，各地解送員額機會不均等，士人必當選擇較為有利的

地方州縣就貢。長安所在的京兆府和附近的同、華二州佔有地利之便，士子們競

                                                 
32 《唐摭言》卷一〈鄉貢〉，頁 7。 
33 《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頁 318。 
34 《唐摭言》卷二〈兩監〉，頁 5。 
35 ［唐］杜佑《通典》卷十五〈選舉典‧歷代制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03 冊（臺北：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63。 
36 李浩：《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第六章〈唐代關中士族興教育〉（臺北：文津出版社，1999），
頁 141。 
37 陳光榮：《唐代科舉制度之研究》（臺北：私立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1982），頁 61。 
38 劉海峰：《唐代教育與選舉制度綜論》（臺北：文津出版社，1991），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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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匯集於此投刺，且其中又以獲得京兆府解送最為考生所趨，《唐摭言》卷二〈元

和元年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敘〉記： 

天府之盛，神州之雄，選才以百數為名，等列以十人為首，起自開元

（713-741）、天寶（742-756）之世，大曆（766-779）、建中（780-783）
之年，得之者摶躍雲衢，階梯蘭省，即六月沖霄之漸也。39

自唐玄宗開元、天寶之世開始，能成為京兆府舉人前十名者，簡直有如魚躍龍門、

扶摶直上，代表輔佐朝廷取得功名的開始。士人對京兆府解送趨之若鶩，且肯定

其地位，也成就天下士人集於京兆府爭取解元的風尚。 

    《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送〉更對京兆府的干涉榜單有所記載： 

神州解送……小宗伯倚而選之，或至渾化，不然，十得其七八。苟異於是，

則往往牒貢院請落由。暨咸通（860-874）、乾符（874-879），則為形勢吞

嚼，臨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誇詫，車服侈靡，不以為僭。40

柳宗元（773-819）《送辛生下第》序略一文中亦提及「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

郡相抗」，41此種乖張行為，王定保在卷二特地紀錄，亦在呈現唐代科舉的特殊

現象。京兆府試前十名謂之「等第」，而進入等第的舉人，少則七八人，多則全

數及第，若非如此，京兆府甚至行文貢院要求解釋，因此能取得京兆府解送資格

則形同登第。    

特定地方如京兆府、同、華州爭取解送的風尚，其實也反映出士人急於登第

的現實利益考量，只是其所形成的「物態澆漓，稔於世祿」的風氣也令朝廷憂心，

《唐摭言》卷二〈廢等第〉記載開成二年（837）、大中七年（853）的改善措施： 

開成二年，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司送名，豈合差第？

今年不定高下，不鎖試官；既絕猜嫌，暫息浮競。」差功曹盧宗回主試。

除文書不堪送外，便以所下文狀為先後，試雜文後，重差司錄侯雲章充試

官，竟不列等第。明年，崔珙出鎮徐方，復置等第。42

大中七年，韋澳為京兆尹，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

天寶之間，始專明經、進士；及貞元（785-805）、元和（806-820）之際，

又益以薦送相高。當時唯務切磋，不分黨甲，絕僥幸請託之路，有推賢讓

能之風。等列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行。近日已來，前規頓

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日；會非

考核，盡繫經營。奧學雄文，例舍於貞方寒素；增年矯貌，盡取於朋比群

強。雖中選者曾不足云，而爭名者益熾其事。澳叨居畿甸，合貢英髦；非

                                                 
39 《唐摭言》卷二〈元和元年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敘〉，頁 13。 
40 《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送〉，頁 13。 
41 柳宗元：《柳宗元集》〈送辛生下第序略〉（臺北：頂淵文化出版，2002），頁 629。 
42 《唐摭言》卷二〈廢等第〉，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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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藻鑒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李膺以不察孝廉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

官；況在管窺，實難裁處。況禮部格文，本無等第，府解不合區分。其今

年所合送省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為定，不在更分等第之限。」
43

二則所提改善措施均先提議廢除等第，而雖然朝廷有心但也有不同的意見，反覆

之下，此風在現實利益之下，似乎無法收束。這現象直到唐懿宗（860-873）、

唐僖宗（874-879）才因局勢的改變，京兆府控制的地域縮小，且為「貞實之士

不復齒」44才有了變化。《唐摭言》卷二〈爭解元〉：「同、華解最推利市，與

京兆無異，若首送，無不捷者。」45從開元（713 起）到乾符（879 止），近兩

百年的時間，可見京都以及較大的地方州縣對於科舉的投入以及影響力甚為深

遠。 

第二節 明經科與進士科的地位轉變 

    上文提及士人多捨生徒而趨鄉貢導致「科舉漸盛而學校漸衰」，這帶出唐代

學校與科舉消長變化，也點出明經與進士科地位升降的原因。王定保《唐摭言》

一書以進士科為主，由此即反應進士科在唐代受關注的地位。此節針對應考的科

目和要求進行梳理，以瞭解構成了應試舉子的修業內容和基本素養，藉此探究時

代的眼光為何由明經聚焦到進士試。 

唐代常舉科目的設置頗多，舉行時間也長短不一，標準也有變化修正，可是

整體而言，仍為才學之士提供了更為公平的競爭管道。唐代多沿隋制，玄宗時李

林甫（？-752）等人所撰之《唐六典》在卷四〈禮部尚書侍郎〉條記載： 

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與計偕，其科有六：一曰秀才，試方略策五條，此

科取人稍峻，貞觀（627-649）已後遂絕；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

法；五曰書；六曰算。46

《通典》卷十五〈選舉典‧歷代制下〉云：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

法、有書、有算。秀才科等，貞觀中，有舉而不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

絕。47

由上兩則可以知道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這六科是唐代常貢的基本科

                                                 
43 《唐摭言》卷二〈廢等第〉，頁 14。 
44 《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送〉，頁 13。 
45 《唐摭言》卷二〈爭解元〉，頁 17。 
46 ［唐］張九齡等撰，李林甫等注：《唐六典》卷四〈禮部尚書侍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595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39。 
47 《通典》卷十五〈選舉典‧歷代制下〉，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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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唐初，秀才科的等第最高，但在高宗永徽二年停止，48原因據《唐語林‧補

遺》云：「其後舉人憚於方略之科，為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49除

了科目困難令人畏懼之外，依上引文所言「有舉而不第者坐其州長」來看，不管

是對考生或對薦舉之人都是壓力，故也就趨於沒落終至停考。 

在所剩明經、進士、明法、書、算這些常舉的科目中，則以明經及進士最為

考生投入，《大唐新語》卷十也記載「士族所趣，為明、進二科而已。」50《通

典》卷十五〈選舉典‧歷代制下〉云：「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

已。」51而［清］王鳴盛（1722-1797）則更清楚點出唐人重明經、進士兩科，其

《十七史商榷》寫道：「大約終唐世為常選之最盛者，不過明經、進士兩科而已。」
52閱覽王定保《唐摭言》內容可說是「專記進士科名事」53，故下文以進士科與

明經科為主，並論其消長原因。54

一、進士科 

唐代沿襲隋制，初唐進士科的地位尚未壟斷，仍與其他科目並列，但隨後逐

漸發展為常科中最顯著的科目。《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上篇〉： 

永徽（650）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列；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

於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矣。……若列之於科目，則俊、秀盛於漢、魏；而

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明矣。然彰於

武德而甲於貞觀。55

又卷一〈散序進士〉云：「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56由

                                                 
48 《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高宗永徽二年（651），始停秀才科。」，頁 318。 
49 ［宋］王讜：《唐語林》卷八〈補遺〉（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 220。 
50 ［唐］劉肅：《大唐新語》卷十（北京：中華書局，1984），頁 153。 
51 《通典》卷十五〈選舉典‧歷代制下〉，頁 161。 
52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一（臺北 : 大化書局，1977），頁 865。 
53 《直齋書錄解題》卷十一，頁 312。 
54 陳飛《唐代試策考述》一書對唐代科舉制度的研究，將其分為三系列，並以圖表歸納之： 

明經系列 進士系列 學館系列 

常明經 准明經 類明經 常進士 類進士 
國子學 

正明經 特明經 

附：大成 
開元禮 明法 進士 孝廉舉 廣文館 
三禮 明字 多才科 弘文館 

明經 五經 三傳 明算 秀才 崇文館 
二經 學究一經 史科（一史三史） 崇玄館 
三經 童子  

道舉 
 博學科 

由該圖表可知今人研究唐代科舉仍以明經及進士為兩大主軸，該表亦被傅璇琮、蔣寅主編的《中

國古代文學通論》〈隋唐五代文學與科舉制度〉一文中所援引。《中國古代文學通論》，（瀋陽：遼

寧人民出版社，2005），頁 361。 
55 《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上篇〉，頁 3。 
56 《唐摭言》卷一〈散序進士〉，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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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二則引文可以明確知道，唐代進士科彰於武德盛於貞觀、永徽時候，且應試重

心以文學為主。 

但進士試初始也並非以文學為考試重點，《唐摭言》卷一〈試雜文〉記載：「進

士科與雋、秀同源異派，所試皆答策而已。」57《封氏聞見記》卷三〈貢舉〉：「進

士試時務策五道。」58所以，唐代進士科的考試內容最初只有時務策一場。時務

策就是要求應試者對現實社會政治、吏治、教化、生產等問題提出議論。 

太宗貞觀八年（634）「加進士試讀經、史一部」，高宗上元二年（675）「加

試貢士《老子策》」，大約到高宗朝後期，即武則天實際掌握政權時，進士科考試

程序和科目發生了變化。59《通典》卷十五〈選舉三〉載：「至調露二年（680），
考功員外郎劉思立始奏二科并加帖經，其後又加《老子》、《孝經》，使兼通之。

永隆二年（681），詔明經帖十得六，進士試雜文兩篇，識文律者，然後試策。」
60為了防止試策的庸淺，進士試由原先的試時務策增加了帖經及雜文。武后稱制

後，仍沿用此制，但中間又有變化曾短暫回復試時務策的狀態，直到中宗以後，

才又恢復帖經及雜文考試。《唐摭言》卷一〈試雜文〉記載：「至神龍元年（705）
方行三場試，故常列詩賦題目於榜中矣。」61至神龍元年確立試帖經、雜文及時

務策三場，考試順序為帖經、雜文、時務策，進士試三場試的格局自此確立。 

進士科考試辦法，《唐六典》卷四〈禮部尚書侍郎〉注云： 

舊例帖一小經并注，通六已上；帖老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後試雜文兩道，

時務策五條。開元二十五年（737），依明經，帖一大經，通四已上，餘如

舊。62

進士科試三場，依序為帖經、雜文，然後時務策，需通過第一場試才能繼續下一

場試。所謂雜文，據［宋］王讜《唐語林》卷八〈補遺〉云：「又舊例，試雜文

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論，而題目多為隱僻。」63［清］徐松（1781-1848）《登

科記考》卷二（永隆二年（681）辛巳八月）引高宗〈嚴考試明經進士詔〉云：「按

雜文兩首，謂箴、銘、論、表之類。開元間，始以賦居其一，或以詩居其一，亦

有全用詩賦者，非定制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之際。」64到了大約中唐

起，詩賦更躍居首位，初場詩賦是否合格乃成為決定去留的關鍵，以詩賦為首的

情況也反映出社會上重視文學漸成風氣，並對進士科錄取產生影響。此時唐代的

詩歌已進入盛唐階段，故盛唐詩歌的繁榮應非受科舉影響，反而是時尚影響了科

                                                 
57 《唐摭言》卷一〈試雜文〉，頁 9。 
58 ［唐］封演：《封氏聞見記》卷三〈貢舉〉（臺北：新文豐出版，1984），頁 19。 
59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臺北：文史哲出版，1994），頁 168 
60 《唐會要》卷七十六〈貢舉中‧進士〉也載有此事：「調露二年四月，劉思立除考功員外郎。

先時，進士但試策而已，思立以其庸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以為常試。」，頁 153。 
61 《唐摭言》卷一〈試雜文〉，頁 9。 
62 《唐六典》卷四〈禮部尚書侍郎〉，頁 39。 
63 《唐語林》卷八〈補遺〉，頁 221。 
64 ［清］徐松：《登科記考》卷二（臺北：驚聲文物供應公司，1972），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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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考試的內容。於是，許多文人士子便以詩賦作為進身仕途的敲門磚。 

進士試詩賦於有唐之際雖未有變化，但在考試錄取地位上卻有變化。中唐以

後，隨著古文運動的興起，文章在取士的地位上大為提高，以策文之好壞作為錄

取標準也成為關鍵。進士科除了基本的經典外，則著重文辭，《唐六典》卷二〈吏

部員外郎〉云： 

其進士帖一小經及老子、試雜文兩首、策時務五條，文須洞識文律，策須

義理愜當者為通。65

此所謂「文須洞識文律，策須義理愜當者為通」即指策文的錄取標準。66《通典》

卷十五〈選舉典〉「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不肖，恥不以文章達。」67唐

代特重進士科，而進士科不論是策文的要求或雜文試的測試內容，都促使士人對

於文章詞賦更為重視，此對唐代文學的興盛應有推波助瀾之功。《唐摭言》卷五

〈切磋〉載皇甫湜勉勵後進即說：「向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

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不為者也。」68因此，不論應試進士科的文章是

文人愛與不愛，科目所定就需迎合。 

二、明經科 

明經就字面義為「明白儒家經典」，唐代以儒學思想作為治政的基本精神，

唐玄宗也曾在詔文中說道：「朕以寡德，欽若前政，思與子大夫復臻于理，故他

日訪道，有時忘餐；乙夜觀書，分宵不寐。悟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69足見，

在治國方略上，經學是頗受重視的。 

明經科取士，旨在選拔符合統治者意願的官員，故唐初對其重視程度超過進

士科。德宗貞元時擔任尚書左丞、權禮部知貢舉的顧少連亦云：「取士之科，以

明經為首；教人之本，以義理為先。」70且明經取士的數量多，在當時是「仕進

之多數」71，是士人透過科舉為國家服務的第一選擇。《唐摭言》卷五〈切磋〉： 

李元賓與弟書曰：「年不甚幼，近學何書？擬應明經，為復有文。明經世

傳，不可墜也。文貴天成，強不高也。二事並良，苟事立，汝擇處高。」
72

                                                 
65 《唐六典》卷二〈吏部員外郎〉，頁 23。 
66 唐代科舉考試，名目繁多，但以試策為主。陳飛：《唐代試策考述》（北京：中華書局，2002），
頁 3。 
67 《通典》卷十五〈選舉典〉，頁 163。 
68 《唐摭言》卷五〈切磋〉，頁 58。 
69 《唐摭言》卷一〈謁先師〉，頁 10。 
70 《唐會要》卷七十五〈貢舉上‧明經〉，頁 151。 
71 ［唐］權德輿：《權載之文集》卷四十一〈答柳福州書〉（國立中央圖書館縮印室微膠，編號

9681），頁 3。 
72 《唐摭言》卷五〈切磋〉，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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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元賓勸勉其弟，認為明經科世代相傳不可廢，如果明經、文章俱佳，一旦事業

有成，則起點較他人為高。 

大致上明經科取士過程和進士科相同，惟明經科特重儒家經典，《唐六典》

卷二〈吏部員外郎〉載明其考試內容及要求： 

其明經各試所習業，文注精熟，辨明義理，然後為通。正經有九：《禮記》、

《左傳》為大經，《毛詩》、《周禮》、《儀禮》為中經，《周易》、《尚書》、《公

羊》、《穀梁》為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若兩中經；通三經者大中小各

一；通五經者，大經並通。其《孝經》、《論語》並須兼習。73

可見明經考試重在對儒家經典的內容含注文都要精熟，且要能辨明義理。考試的

辦法，《唐六典》卷四〈禮部尚書侍郎〉注云： 

舊制諸明經試每經十帖、孝經二帖、論語八帖、老子兼注五帖。每帖三言，

通六已上，然後試策十條，通七即為高第。開元二十五年勅：諸明經先帖

經，通五已上，然後口試，每經通問大義十條，通六已上，並答時務策三

道。74

由上文可知開元二十五年後明經科分三場，依序為帖經、口試、試時務策，每場

需合格才能進行下一場。帖經就是試帖文，在經文或注文中留行，從中空三個字，

由考生填寫，如此是為一帖，即今日的填空，考驗考生的背誦能力。口試經問大

義十條，回答以辨明義理為通，答對六條以上及格。試時務策即是對當前政務的

問答，以提高明經舉子處理時務的能力，但只要求粗有文理。 

依規定明經及進士各分為四等第及兩等第：明經為甲乙丙丁科；進士為甲乙

科。舉子們應試及第後，通過關試，吏部即依據舉子們的等第授與相應的散官銜。

又［宋］王欽若（？-1025）《冊府元龜》卷六四０〈貢舉部‧條制二〉載： 

案今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

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來，明經惟有丙丁

第，進士惟乙科而已。75

因此，唐代實際錄取明經只有丙丁第，進士只有乙科，但統譽為高第、甲科。76

三、地位轉變 

進士科重辭賦文章，明經科重經文吏道，二者的重心不同，而進士受重視也

                                                 
73 《唐六典》卷二〈吏部員外郎〉，頁 22。 
74 《唐六典》卷四〈禮部尚書侍郎〉，頁 39。 
75 ［宋］王欽若：《冊府元龜》卷六四０〈貢舉部‧條制二〉（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67），頁

7674。 
76 唐人將明經及進士及第譽為「高第」、「甲科」，王勛成在其《唐代銓選與文學》一書中舉例印

證，此處不再贅引。《唐代銓選與文學》，（北京：中華書局，2001），頁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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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了唐代社會文化的改變，唐代文學興盛，科舉之路開啟，在帝王崇文、社會

重視士人文采、科舉試詩賦等因素影響之下，進士科成為時人所看重的科目也就

不足為奇。明經科地位的下降，除了儒學長期不振的原因之外，與考試形式注重

死記硬背有相當的關係，因此，趙贊曾說：「比來相承，惟務習帖，至於義理，

少有能通。」77柳冕也說：「今先章句之儒，後君子之儒，以求清識之士，不亦

難乎！」78明經的缺點雖然大家都知道，但卻無力扭轉。因為當國家初立時需要

的是經國大略的職官，可是當國家邁入安定，文化日漸普及之後，具有高度文化

素養的士人則成為帝王所重，中唐以後，宰臣大多進士出身，79且儒學不振，明

經科的實際地位明顯下降，因此，進士科的光芒也就凌駕明經科之上。 

《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上篇〉記載：「永徽（650-656）以前，俊、秀二科

猶與進士並列；咸亨（670-674）之後，凡由文學一舉於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矣。」
80在文學競集於進士之後「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
81由此可推，因為社會對文學的崇拜，故對以文取士的進士科也進而有所推崇。 

龔鵬程《中國文人階層史論》認為「中國社會，自唐朝以後，基本上是個文

人社會，文人階層是社會的主導力量，文人是社會上最重要的一類人，整個社會

也呈現出一種文學崇拜的氣氛。」82而胡正之則進一步指出唐人此「文學崇拜」

的風氣才是足以解釋「進士貴重唐代之故」的真正原因。83在崇拜文學的風氣之

下，沈既濟對於時人進而推崇進士科有如此描述： 

是以進士為士林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不浹辰而周

聞天下。故忠賢雋韞才毓行者，咸出於是。84

因此，唐人對於進士形成如此的共識，「縉紳雖位極人臣，不由進士者，終不為

美，以至歲貢常不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

                                                 
77 《唐會要》卷七十五〈貢舉上‧明經〉，頁 150。 
78 《全唐文》卷五二七柳冕〈謝杜相公論房杜二相書〉，頁 2371。 
79 王建平在〈唐代科舉的社會功能〉一文中參酌吳宗國《唐代科舉制度》，（遼寧大學出版，1997），
頁 167，整理「唐主要時期科舉出身宰相統計表」，由此表可見科舉的確選拔了許多人才進入政

府的高級官僚體系中。 
          太宗    高宗    玄宗    代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宣宗    
懿宗 
宰相總數   29      41      27      12      29      14       7      24      23      
21   
科舉出身    3      13      18       7      17       8       6      18      20      
17 
所佔比例   10％    31％    67％    58％    57％    57％    85％    75％    87％    
81％     
80 《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上篇〉，頁 3。 
81 《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上〉，頁 319。 
82 《中國文人階層史論》，頁 490。 
83 《中唐士人文化反省研究》，頁 148。 
84 《通典》卷十五〈選舉典‧歷代制下〉，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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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謂之『三十老明經，五十少進士』。」85進士科的艱難，也造就進士科的尊

貴，就連仍在應舉而尚未入仕的舉子都被尊稱為「白衣公卿」、「一品白衫」，可

見時人的重視。 

又《唐會要》卷七十六〈進士〉云：「開成元年（836）十月，中書門下奏：

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髦俊，台閣清選，莫不由茲。」86足見社會以進士為傑，

文人以進士為首選是社會一普遍的共識。而這樣的情況也一直延續至後代，［明］

黃淮（1367-1449）《介庵集‧會試錄後序》云：「歷代取仕之途不一，獨進士一

科久而愈盛。」87

《唐語林》卷三〈識鑒〉記載李珏初舉明經，華州刺史李絳知道後認為這是

聰明的人走了一條不聰明的道路，深為可惜。於是把李珏叫來訓誡說：「日角珠

庭，非常人也。當掇進士科，明經碌碌，非子發跡之地。」88李絳「明經碌碌」

一語可說是時人貴進士而賤明經的心態展現。若登進士第又應明經科，時人則認

為多此一舉，並戲稱為「錦褑子上著莎衣」。89可推知進士科的地位是高於明經

科的，且這觀念到了晚唐在帝王的重視之下更是達到高點，孫綮《北里志》序文

云： 

自大中皇帝（唐宣宗 847-860）好儒術，特重科第……，故進士自此尤甚，

曠古無儔。90

唐宣宗「尚文學尤重科名」91，對於進士及第的企羨，從他自題「鄉貢進士李道

龍」92可見。由於統治者對進士試的重視，在「上有所好，下必為甚」的風氣之

下，進士及第的觀念及追求已深深影響有唐一代文士的心靈深處。《宋史‧選舉

志一》載太宗貞觀（627-649）迄玄宗開元（713-741）間「文章最盛，較藝者歲

千餘人，而所收無幾。咸亨、上元增其數，亦不及百人。」93唐代進士取人及第

者無一定數，少則一二十人，多亦不過百人。但是讀書人視之為晉身之階，汲汲

於一第，寒門庶族藉此改換門庭，權貴世族藉此延續政治勢力，成為一條尚稱公

開公平的仕途，故吸引天下讀書人的參與。《舊唐書‧姚崇傳》云：「諸達官身亡

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參商是競。」94因此就是仕宦大族

也不得不參與科舉，尤其是參與進士科，成為獲得政治地位和維繫世襲門第的重

要途徑。 
                                                 
85 《唐摭言》卷一〈散序進士〉，頁 4。 
86 《唐會要》卷七十六〈進士〉，頁 156。 
87 ［明］黃淮：《介庵集》卷三十四。 
88 《唐語林》卷三，頁 78。 
89 《唐摭言》卷九〈好及第惡登科〉，頁 97。 
90 ［唐］崔令欽：《新校教坊記》錄孫綮《北里志》序文（臺北：世界書局，1959），頁 22。 
91 《唐語林》卷四〈企羨〉，頁 98。 
92 《唐語林》卷四〈企羨〉，頁 98。 
93 ［元］脫脫等奉敕編撰：《宋史》卷一五五志一O八〈選舉志一〉（臺北：中華學術院，1972），
頁 1459。 
94 《舊唐書》卷九十六列傳第四十六〈姚崇傳〉，頁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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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進士試的地位無可傾覆，但也一樣走向其狹隘之處。對此，朝廷也注意

到，開元二十五年正月皇帝詔書，即點出進士及明經試的流弊： 

近日以來，殊乖本意。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

窮旨趣。安得為敦本復古，經明行修？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也。95

進士重聲韻已偏離了國家「選士取賢」的基本用意，［明］胡震亨（1569-1645）
《唐音癸簽》卷十八〈詁箋三〉「進士科故實」條云：「按其聲病，可塞有司之責。

雖知為文華少實，舍是益汗漫無所守耳。」96就選人以治國為考量的話，重聲韻、

文華少實的進士試其實是背離了初衷，但其以詩賦為首的情況也反映出社會上重

視文學漸成風氣，並對進士科錄取產生影響，可說進士科事實上已由最初選人治

事之科演變為文學之科。而所造成的風氣，也漸顯露弊端，國家取士應為選拔經

世致用之人才，但進士科卻成為風尚，此可說是為政的一個隱憂。趙匡《選舉議》

談到詩賦取士的弊端： 

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麗，以此為賢。不惟無

益于用，實亦妨其正習；不惟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思。……所謂所習非

所用，所用非所習者。故當官少稱職之吏。97

此即強調國家選人當惟才適用，但進士試卻以詩賦巧麗者為賢，實非國家選士取

賢之道。太和七年（833），李德裕諫言進士試以論議代替詩賦，文宗准奏，但隨

者李德裕的失勢一切又恢復舊態。即使王定保肯定進士試的功能，但也不否認所

得並非全是對國家有利的人才，故《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下篇〉云： 

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有十二三；登顯列，十有六七。而元魯山、

張睢陽有焉，劉辟、元翛有焉。98

王定保點出進士出身而官至宰相或登為顯要往往佔了半數以上，這顯現進士出身

在唐代政壇上逐漸佔有實質的地位。但同時也不諱言此制度選人，雖能選出像元

魯山、張睢陽那樣的德秀賢良之士，但同時也有像劉辟、元翛那樣驕態益顯的叛

臣。99  

    制度之初設均為美意，王定保在其論贊中也肯定唐代科舉「垂三百年，擢士

眾矣」，如王勃、王維、劉知幾、陸贄、顏真卿、白居易、韓愈、柳宗元等都是

進士出身；但發現此制度選人掄才逐漸背離「文皇帝撥亂反正，特盛科名，志在

                                                 
95 《冊府元龜》卷六三九〈貢舉部‧條制一〉，頁 7671。 
96 ［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八〈詁箋三〉（臺北：木鐸出版，1982），頁 196 
97 《通典》卷十七《選舉五‧雜議論中》，頁 194。 
98 《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下篇〉，頁 4。 
99 元魯山，德少孤貧，事母以孝聞，等第後母亡，廬於墓所。張睢陽，博通群書曉軍事，安祿

山反，他率吏民起兵抗擊叛軍，大小四百餘戰，殺敵十二萬，城陷被俘，不屈而死。劉闢，拒絕

憲宗徵召，求統三川，舉兵圍梓州，憲宗派兵進討，被擒送京師處斬。元翛未見著錄，事跡未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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牢籠英彥」100本意之後，也不禁發出憂患之聲。 

第三節 舉子應試程序及登第儀式 

    《唐摭言》在卷三針對進士試登第後的儀式頗費篇幅記載，而聚集京城準備

應試的記載則散見諸卷，此節擬依時間順序梳理舉子應試程序及登第後相關的儀

式。 

一、報考 

徐松《登科記考》〈凡例〉中云：「鄉貢進士，例於十月二十五日集戶部，生

徒亦以十月送尚書省。」101欲應舉的考生在每年孟冬，由中央官學和州縣學館將

通過校內考試合格的生徒名單報至尚書省；鄉貢則自行投牒向所在州縣報名。102

州縣則經考試審核，通過的由地方官長舉行鄉飲酒之禮為之餞行，然後前往京城

參加尚書省的省試。《唐摭言》卷一〈貢舉釐革並行鄉飲酒〉即介紹唐開元年間

貢舉及鄉飲酒禮之情況： 

開元二十五年二月敕應諸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

必有才行，不限其數。所宜貢之解送之日，行鄉飲禮，牲用少牢，以官物

充。103

地方報中央的舉子人數有基本規定，視地方不同人數有所增減，但若真有才行者

則不在此限。並規定每個地方解送之日都要行鄉飲酒禮。《新唐書》卷四十四〈選

舉志〉則對鄉飲禮記載更詳： 

試已，長吏以鄉飲酒禮，會屬僚，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牢，

歌鹿鳴之詩。104

行鄉飲禮乃是仿周禮，目的是要表示敬老、敬賢。地方州長對於為朝廷薦舉人才

也有額外盡心者，《唐摭言》卷二〈爭解元〉： 

江西鍾傳令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為諸侯表式，而乃孜孜以

薦賢為急務。雖州里白丁，片文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不盡禮接之。至於

考試之辰，設會供帳，甲於治平。行鄉飲之禮，常率賓佐臨視，拳拳然有

喜色。復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率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

萬，海送皆不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

不遠千里而求首薦者，歲常不下數輩。105

                                                 
100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頁 44。 
101 《登科記考》〈凡例〉，頁 5。 
102 《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貢人懷牒自列於州、縣。」，頁 317。 
103 《唐摭言》卷一〈貢舉釐革並行鄉飲酒〉，頁 1。 
104 《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頁 317。 
105 《唐摭言》卷二〈爭解元〉，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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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鍾傳令公出身於聚眾起義，卻對於考試的士人給予極高的尊重並大力資助應

試財物，這可見地方州長對於薦舉人才也視為榮譽，更希望所薦之人對朝廷能有

所助益，故以欣喜的心情舉辦。但州長亦需謹慎辦理考試，否則是會被懲處的，

《唐摭言》卷一〈會昌五年舉格節文〉： 

今諸州府所試，各須封送省司檢勘，如病敗不近詞理，州府妄給解者，試

官停見任用闕。106

因此，對於解送舉子入京考試，地方州長不能只是浮報，敷衍了事。 

    省試通常都在京城長安舉行，也曾在東都洛陽設置考場，《唐摭言》卷一〈兩

都貢舉〉：「永泰元年（765），始置兩都貢舉，禮部侍郎官號皆以『知兩都』

為名，每歲兩地別放及第。自大歷十一年（776）停東都貢舉，是後不置。」107太

和二年（828）曾暫停長安貢舉，只保留東都試，《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

游賞賦詠雜紀〉： 

大和二年（828），崔郾侍郎東都放榜，西都過堂。杜牧有詩曰：「東都

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回。秦地少年多釀酒，卻將春色入關來。」108

杜牧此詩所記即是此一特殊的考試情形。整體而言，仍以長安為主要的考試城市。 

二、朝見、謁先師 

考生完成報名且聚集京師後，得先朝見天子，《唐摭言》卷一〈朝見〉： 

國朝舊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赴朝見。長壽二年（693），拾遺劉承

之上疏：「請元日舉人朝見，列於方物之前。」從之，見狀，臺司接覽，

中使宣口敕慰諭。建中元年十一月，朝集使及貢士見於宣政殿。109

應試考生列於州縣所貢之物之前，行朝見之儀，完成朝見之後，考生需至孔廟拜

謁至聖先師孔子。此乃唐玄宗開元五年（717）九月所頒的詔命，命令考生朝見

天子後，均需謁見孔廟，《唐摭言》卷一〈謁先師〉： 

開元五年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禮，登於天府，揚於王庭，重學尊師，

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其諸州鄉貢、明經、

進士，見訖宜令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宜令所司

優厚設食。兩館及監內得舉人亦准。其日，清資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往觀

禮，即為常式。《易》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詩》曰：『如切如磋，

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習才也。」110

                                                 
106 《唐摭言》卷一〈會昌五年舉格節文〉，頁 2。 
107 《唐摭言》卷一〈兩都貢舉〉，頁 9。 
108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紀〉，頁 30。 
109 《唐摭言》卷一〈朝見〉，頁 10。 
110 《唐摭言》卷一〈謁先師〉，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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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在詔書當中並要求學官開講、質問經典大義，朝中清資官五品以上大臣及

地方來的朝集使均需前往觀禮，可說相當隆重。此謁先師之禮，朝廷的用意當於

提醒考生尊聖尊賢，唐玄宗並舉自身讀書態度及引《易經》、《詩經》語句勉勵考

生做學問的正確態度。謁先師之舉也就由此成為固定儀式。 

三、應試 

考試時間多在正月舉行，放榜時間以二月居多，基本上未有固定。徐松《登

科記考》〈凡例〉中對考試試期云： 

正月乃就禮部試，試三場：先雜文，次帖經，次再策。每一場已，即牓去

留，通於二月放牓，四月送吏部。111

由此可知，大體上舉子們十月二十五日前集於京師，正月參加禮部試，每場放榜，

正式放榜於二月，四月再參加吏部銓選。 

主持省試的單位，本設於吏部，但玄宗開元二十四年（736）則歸禮部負責。

詳細的轉折《唐摭言》卷一〈進士歸禮部〉有所記載： 

雋、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年，李昂員外性剛急，不容物，

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搖蕩主司，談毀失實，竊病之而將革焉。集貢士與之

約曰：「文之美惡悉知之矣，考校取捨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時，求聲於

人者，當首落之。」繼而昂外舅常與進士李權鄰居相善，乃舉權於昂。昂

怒，集貢人，召權庭數之。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敢求也。」

昂因曰：「觀眾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不掩瑕，忠也。其有詞

或不典，將與眾評之若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權謂眾曰：「向

之言，其意屬吾也。吾誠不第決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以待之。異

日會論，昂過斥權章句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夫禮尚往來，來而不

往，非禮也。鄙文不臧，既得而聞矣；而職事昔有雅什，常聞於道路，愚

將切磋，可乎？」昂怒而嘻笑曰：「有何不可！」權曰：「『耳臨清渭洗，

心向白雲閒』，豈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耄，厭

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惡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不揖讓於足下，

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寧謐，百寮畏法令，兢兢然莫敢跌。昂聞惶駭，

蹶起，不知所酬，乃訴於執政，謂權風狂不遜。遂下權吏。初，昂強愎，

不受囑請，及有請求者，莫不先從。由是庭議以省郎為輕，不足以臨多士，

乃詔禮部侍郎專之矣。112

由此可知，唐代進士考試本由吏部的考功員外郎主持，但因考功員外郎李昂與李

權言語衝突，朝廷考量以郎官的地位較低所致，故改由尚書省的禮部侍郎主持，

此後，科舉遂為禮部專職，且為歷代所沿襲。 
                                                 
111 《登科記考》〈凡例〉，頁 5。 
112 《唐摭言》卷一〈進士歸禮部〉，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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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摭言》卷十五〈雜記〉云：「進士舊例於都省考試。」考試的地點當設

於尚書都省或禮部南院，從考試開始到放榜日，門禁森嚴，且派兵防守並對考生

加以檢查，以防不法，《通典》卷十五〈選舉典‧歷代制下〉云：「閱試之日，皆

嚴設兵衛，荐棘圍之，搜索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濫焉。」113除了嚴加防範之

外，唐代為了避免大臣子弟與平民爭勝，還設有別頭試，《新唐書》卷四十四〈選

舉志〉「禮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114這種為了避嫌而移試考功員

外郎的作為，可以知道唐代考試已有意識要力求公平。《唐摭言》卷十四〈主司

失意〉就曾記載主考官被舉發而貶斥的例子：「咸通四年，蕭倣雜文榜中，數人

有故，放榜後發覺，責受蘄州刺史。」115  

    雖然考場規定嚴格，但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輕挑〉記有舉子們在試院

內的活動情形，似乎不如想像中的嚴謹。鄭光業自言及第之年試策文當夜，有一

同年突然闖入他的試舖請託煎茶一碗，鄭光業欣然與之。116而賈島對策試內容不

在行，自備紙張一疊，巡鋪請託他人「乞一聯」。117李廷璧則夜試時在鋪內偶獲

襖子半臂一對，李廷璧取衣觀之。同鋪說：「此得非神授！」但不久有一人擒捉

李廷璧，並大呼：「捉得偷衣賊也！」118由此三則，可見夜考管理仍有漏洞，考

生在試場內仍能彼此相通，討水、乞聯，甚至也有誣陷的情事發生。 

    《唐摭言》卷二〈爭解元〉則記李群入京應考，到達時貢院門已鎖，但仍獲

得允許進入的情形： 

合淝李郎中群……束書就貢。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搥院門請引見。公

問其所止。答云：「到京後時，未遑就館。」合淝神質瑰秀，主副為之動

容。因曰：「不為作狀頭，便可延於吾廬矣。」119

由此則記載可見，不僅超過時間仍可以入試，且主司因舉子「神質瑰秀」，甚至

想延攬為幕僚。這些都可以看出唐代在考試規定上仍有許多漏洞，舉子們自然也

延伸出相對應的態度，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試院禁止帶小抄，但捉刀事

項似乎仍無法阻擋，溫庭筠就有幫人作弊的紀錄。《唐摭言》卷十三〈敏捷〉：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籠袖憑几，每賦一詠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為「溫

八吟」。120

                                                 
113 《通典》卷十五〈選舉典‧歷代制下〉，頁 163。 
114 《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頁 318。 
115 《唐摭言》卷十四〈主司失意〉，頁 155。 
116 《唐摭言》卷十二〈輕挑〉，頁 140。 
117 《唐摭言》卷十二〈輕挑〉，頁 140。 
118 《唐摭言》卷九〈防慎不至〉，頁 94。 
119 《唐摭言》卷二〈爭解元〉，頁 18-19。 
120 《唐摭言》卷十三〈敏捷〉，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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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北沈侍郎主文年，特召溫飛卿於簾前試之，為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

日飛卿不樂，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啟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121

由此二則記載可以見到溫庭筠的文筆敏捷，在文場中有「溫八吟」的稱號，而且

他也發揮其才華，往往在場屋中扮演「救人」的角色，此舉被主司注意到，特地

召他簾前考試，以加緊看管，溫庭筠當日只好要求先離開考場，但也暗中幫了八

人。 

    每場考試的時間，似乎無明確的記載，《唐摭言》卷十一〈薦舉不捷〉記： 

長沙日試萬言王璘，辭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廉問，特表薦之於朝

廷。先是試之於使院……時未亭午，已搆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

言不在試限，請屈來飲酒。122

雖然王璘是特別的考試，但從崔詹事的言語，可知考試有其時限，究竟考試時間

為何，從張鷟（約 660-740）《龍筋鳳髓判》卷二〈國子監〉條曰： 

太學生劉仁範等省試落第，撾鼓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

試。日晚付頭，不盡經業，更請重試，壹付法。不伏。123

據此可知唐考試時限應為卯時至酉時，也就是一整天，從清晨七時起考到晚上七

時。但除了日考，也有夜考或是延長考試至夜晚的紀錄，《唐摭言》卷四〈與恩

地舊交〉記裴坦知舉，舉子劉虛白應試投詩云：「二十年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

般風。」124又《唐摭言》卷十五〈雜記〉載： 

韋承貽咸光中策試夜，潛紀長句於都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

上都堂納試迴。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來？三條燭進鐘初動，九

轉丸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不知誰是謫仙才？」又「白蓮千朵照廊

明，一片昇平雅韻聲。纔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125

可見夜考以三燭為限，三條燭盡，時間已到「殘月漸低人擾擾」，可推知應已近

天亮。這樣一幅舉子夜考的描述，想舉子們一片生平雅韻聲，竭盡思慮之時，卻

又擔憂明年得再重來，心中疑惑是否今晚過了自己有幸折桂枝，實在不禁令人感

嘆。 

                                                 
121 《唐摭言》卷十三〈敏捷〉，頁 146。 
122 《唐摭言》卷十一〈薦舉不捷〉，頁 122。 
123 ［唐］張鷟：《龍筋鳳髓判》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89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頁 878。  
124 《唐摭言》卷四〈與恩地舊交〉，頁 47。 
125 《唐摭言》卷十五〈雜記〉，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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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放榜 

常舉放榜多在春季，故有稱為「春榜」，也有稱為「金榜」，金榜書及第人姓

名，張貼於禮部南院。榜帖則先書主司銜，後書同榜姓名、籍貫，彙集一冊，用

素綾為軸，上貼金花，供四處傳閱。新科進士及第後，即用泥金書帖126向家鄉親

友報喜，謂之喜信，於是親朋好友四處奔相走告，共同歡慶。127新科進士之名，

很快就傳遍天下。唐人詩賦中有不少是描寫放榜的，如劉禹錫（772-842）〈寄劉

侍郎放榜〉詩：「禮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遍天下，滿城桃

李屬春官。」128又如徐夤〈放榜日〉：「喧喧車馬欲朝天，人探東堂榜已懸。萬里

便隨金鸑鷟，三台仍藉玉連錢。花浮酒影彤霞爛，日照衫光瑞色鮮。十二街前樓

閣上，卷簾誰不看神仙。」129這都生動展現放榜日當天，長安城熱烈參與的景象，

難怪上榜的舉子喜悅似神仙了。 

進士狀元的榜單也特別不同，《唐摭言》卷十五〈雜記〉：  

進士榜頭，豎黏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袞轉書曰「禮部貢院」四字。或曰：

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狀。130

可見能登上進士榜首是備受推崇禮遇的，《唐摭言》卷十五〈雜記〉又記： 

進士舊例於都省考試，南院放榜（南院乃禮部主事受領文書於此，凡板樣

及諸色條流，多於此列之）。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

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北院將榜就南院張挂之。元和六年，為監生郭東

里決破棘籬，（籬在垣牆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圻裂文榜，因之後

來多以虛榜自省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131

郭東里事蹟未詳，但面對放榜的緊張情緒，或許在失望之餘，因此出現了此種撕

毀榜文的激烈行為。但由上述兩則可知文榜的榜頭由黃紙四張豎黏而成，上有淡

墨書寫「禮部貢院」四字，再以濃墨書寫及第舉子的名單，狀元列於最前，稱為

狀頭或榜頭，在郭東里事件之後榜單分為正榜和虛榜，虛榜先張貼，正榜稍晚，

緩衝舉子們的情緒。 

                                                 
126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二「國初循唐制，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箋，長五寸許，闊

半之，書其姓名，花押其下，護以大帖，又書姓名於帖面，而謂之榜帖。當時稱為金花帖子。」

（臺北：新文豐出版，1984），頁 40-41。 
127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三〈泥金帖子〉「新進士才及第，以泥金書帖子附家書

中，用報登科之喜。」〈喜信〉「新進士每及第以泥金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曲姻戚例以聲樂相

慶謂之喜信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35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856。 
128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上冊卷三五九，劉禹錫〈宣上人遠寄和禮部王侍郎放榜後詩，因而繼

和〉「禮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遍天下，滿城桃李屬春官。自吟白雪詮詞賦，

指示青雲借羽翰。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觀。」（臺北：宏業書局，1977），頁 1014。 
129 《全唐詩》下冊卷七O九，徐夤〈放榜日〉，頁 2042。 
130 《唐摭言》卷十五〈雜記〉，頁 159。 
131 《唐摭言》卷十五〈雜記〉，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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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之後，及第者要拜謝座主，也就是主持考試的主司，此稱為「謝恩」，《唐

摭言》卷三〈謝恩〉描寫到： 

狀元以下，到主司宅門，下馬，綴行而立，斂名紙通呈。入門，並敘立於

階下，北上東向。主司列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狀元已下，與主司對拜。

拜訖，狀元出行致詞，又退著行，各拜主司，答拜。拜訖，主事云：「請

諸郎君敘中外。」狀元已下各各齒敘，便謝恩。餘人如狀元禮。禮訖，主

事云：「請狀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

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衣鉢，如踐世科，即感泣而謝。）謝訖，即

登階，狀元與主司對坐。於時，公卿來看，皆南行敘坐；飲酒數巡，便起

赴期集院。（或云：此禮亦不常。即有，於都省致謝。公卿來看，或不坐

而去。）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

維之力；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132

在天子下達敕書以前，新科進士每天要集聚，並拜訪主司，三天後在主司堅決請

求不再前去，這才停止。向座主謝恩之後，新科進士在座主的帶領下參謁宰相此

稱之為過堂。《唐摭言》卷三〈過堂〉云： 

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裡東廊供帳備酒食。同年於此候宰相上堂後參見。

於時，主司亦召知聞三兩人，會於他處。此筵罰錢不少。宰相既集，堂吏

來請名紙；生徒隨座主過中書，宰相橫行，在都堂門裡敘立。堂吏通云：

「禮部某姓侍郎，領新及第進士見相公。」俄有一吏抗聲屈主司，乃登階

長揖而退，立於門側，東向；前後狀元以下敘立於階上。狀元出行致詞云：

「今月日，禮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不任感懼。」

（在左右下，即云慶懼。）言訖，退揖。乃自狀元以下，一一自稱姓名。

稱訖，堂吏云：「無客。」主司復長揖，領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襴簡，

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禮貌謹敬有加。隨事敘杯酒，列於階前，

鋪席褥，請舍人登席。諸生皆拜，舍人答拜。狀元出行致詞，又拜，答拜

如初。便出於廊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133

由此描述可知道過堂除了由主司帶領參謁宰相之外，中書舍人也會出來迎接主

司，新科進士也需拜見中書舍人。拜謁過座主、宰相之後，新科進士就開始一連

串的活動，尤其是曲江宴集，唐朝新及第的進士都由朝廷賜宴，在曲江亭聚會，

大雁塔題名，極一時榮耀，所以「登龍門」、「金榜題名」不僅成為讀書人夢寐

以求的目標，也是無數家庭追求的理想。此部分待下章再敘。 

五、關試 

《唐摭言》卷二〈恚恨〉記載：「盛唐有天下，垂二百年，登進士科者，三

                                                 
132 《唐摭言》卷三〈謝恩〉，頁 25-26。 
133 《唐摭言》卷三〈過堂〉，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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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餘人。」134可知，大多數的考生是失敗的。但有幸登科及第者，也並不代表可

以直接任官，只能稱有任官資格，需要通過吏部的銓選，也就是關試，然後才能

正式授官。［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八〈詁箋三〉云： 

關試，吏部試也。進士放榜敕下後，禮部始關吏部，吏部試判兩節，授春

關，謂之關試。始屬吏部守選。135

《唐摭言》卷三〈關試〉： 

吏部員外，其日於南省試判兩節。諸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

生」。自此方屬吏部矣。136

因此，所謂關試，一般緊接在放榜之後，又為吏部負責，也稱吏部試，就是禮部

把新及第的舉子移交給吏部，再由吏部以「試判兩節」的考試，接納這些舉子為

有資格參加吏部銓選而尚未受官任職的一種形式。凡通過之新及第舉人在獲得授

與「春關」之後，即擁有參加銓選的資格。因此，關試就是為了獲得春關的考試，

因為關試後即授與春關，故春關又代指關試。 

《冊府元龜》卷六百四十一〈貢舉部‧條制三〉云： 

應禮部諸色科目選人等，凡未有出身、未有官者，如有文學，只合於禮部

應舉；有出身、有官，合於吏部赴科目選。137

這裡所謂「出身」所指就是通過關試取得銓選資格的舉人，擁有銓選資格的舉人

才能參加吏部舉行的科目選。《新唐書》卷四十五〈選舉志〉云： 

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藍縷。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

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138

因此，通過吏部「入等」、「宏辭」、「拔萃」即予以正式授官。按照唐代銓選制度，

新及第舉子在通過關試之後，需經幾年的守選，無法當年即獲任官職，但是卻允

許參加制舉或吏部科目選試。制舉並非年年固定舉行，因此，吏部科目選便是縮

短等待任官的一個途徑。《唐摭言》卷三〈今年及第明年登科〉即記載兩例： 

郭代云十八擢第；其年冬，制入高等。139

何扶，太和九年（835）及第；明年，捷三篇，因以一絕寄舊同年曰：「金

榜題名墨上新，今年依舊去年春。花間每被紅妝問：何事重來只一人？」
140

                                                 
134 《唐摭言》卷二〈恚恨〉，頁 21。 
135 《唐音癸簽》卷十八〈詁箋三〉，頁 198。 
136 《唐摭言》卷三〈關試〉，頁 27。 
137 《冊府元龜》卷六百四十一〈貢舉部〉，頁 7683。 
138 《新唐書》卷四十五〈選舉志下〉，頁 321。 
139 《唐摭言》卷三〈今年及第明年登科〉，頁 28。 

 25



也因為這類情形少見，所以王定保特別紀錄，郭代公及第後參加制舉獲得朝廷美

官，何扶進士及第後第二年以博學宏詞登科，可說是唐進士及第後唯一一條最快

的入仕之途，因此兩人贏得舉子們的羨慕。 

關試的地點，《唐摭言》云「於南省試判兩節」，此南省即尚書省都堂，武則

天垂拱元年（685）改尚書省為都台，故尚書省又稱都省。因它在中書省、門下

省之南，故又稱南省。禮部的貢舉試、吏部的銓選試、進士及第後拜謁宰相等大

型活動均在此舉行。 

至於關試的內容，《唐摭言》、《唐音癸簽》均載由吏部「試判兩節」，而吏部

選人著重政事，和禮部著重文科有別。［元］馬端臨（1254-1323）《文獻通考》

卷三十七〈選舉考‧舉官〉云： 

唐取人之法，禮部則試以文學，故曰策、曰大義、曰試賦。吏部則試以政

事，故曰身、言、書、判。然吏部所試四者之中，則判尤為切，蓋臨政治

民，此為第一義，必通曉事情，諳練法律，發摘隱伏，皆可以此覘之。141

所以身、言、書、判乃吏部選人之法，其標準又是如何呢？《新唐書》卷四十五

〈選舉志〉云： 

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

遒美；四曰判，文理優長。142

因此，唐代吏部銓選先察人之身言，再試之以書判，其中以判最為重要，判是考

察應試者處理獄訟的能力。《通典》卷十五〈選舉‧歷代制下〉對判做了概括說

明： 

初吏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吏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

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後日月寢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不足為能，

用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令其判斷。既而來者日眾，而通經正籍，又不

足以為問，乃征辟書曲學隱伏之義，惟懼人之能知也。143

這裡將判試的發展做一扼要說明，初以地方州縣所實際發生的獄訟為考題，因數

量不符應考人數，且過於淺近，所以改從經籍中出題，採以假設狀況模擬之，後

來因考生對於經籍都甚熟稔，故改專門從冷僻的書中出題，且考題艱澀。因此，

及第後的新科進士並非人人順利過關，登上仕途。馬端臨《文獻通考‧選舉考》

卷二十九〈唐舉士〉記： 

                                                                                                                                            
140 《唐摭言》卷三〈今年及第明年登科〉，頁 28。 
141 ［元］馬端臨：《文獻通考》卷三十七〈選舉考‧舉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10 冊（臺

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816。 
142 《新唐書》卷四十五〈選舉志下〉，頁 321。 
143 《通典》卷十五〈選舉典‧歷代制〉，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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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士之及第者，未能便解褐入仕，尚有試吏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吏部無

成，則十年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年不獲祿者。144

所謂「釋褐」，指換下粗布褐衣而進官服之意，所以當時人稱之為「釋褐試」。韓

愈〈上宰相書〉中感嘆到：「四舉於禮部乃一得，三選於吏部卒無成。」145晚唐

詩人歐陽詹（約 756-798）〈及第後寄故園親故〉就有詩句說：「猶著褐衣何足羨。」
146可見，能登科及第已屬人之蛟龍，沒想到亦有龍困淺灘之時，若未能入仕對登

第的舉子們勢必是一大遺憾。 

在對時代影響甚鉅的制度有了掌握後，下章由王定保所記載的相關軼事拼湊

士人的舉措，以呈現科舉浮世繪。 

 

 

 

 
 

                                                 
144 《文獻通考》卷二十九〈選舉考‧唐舉士〉，頁 610-645。 
145 《韓愈古文校注彙集》卷三〈上宰相書〉，頁 625。 
146 ［唐］歐陽詹：《歐陽行周文集‧及第後寄故園親故》「才非天授學非師，以此成名曩豈期。

楊葉射頻因偶中，桂枝材美敢當之。稱文作藝方塹得，相賀投篇料媿詞。猶著褐衣何足羨，如君

即是載鳴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78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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