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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壹、緣起 

     教育制度一向支配著該國的種種教育措施，甚至進而影響國家政治、經濟、

文化發展脈絡與社會型態，所以如果因外力或者內部衝擊而需改變既有的教育制

度，那麼隨之而來的變化可能是廣大、無法想像的。傳統中國的尾聲，即有此種

現象。 

    清光緒三十一年（1905），袁世凱、趙爾巽與張之洞等大臣上奏立停科舉，1

代表著從隋煬帝大業元年（605）建立進士科2以來 1300 年，國家以科舉為選才

制度之終結；3這意味著國家必須另求養才、取才之道，在這舊社會邁向新社會

的轉折之中，原有士大夫階層則要慢慢主動或被動地接受外來文化的衝擊，並且

適應與過去完全不同的晉升之途。 

    在晚清，科舉的廢除並非一倡即止（詳第二章），鴉片戰爭結束後，先是有

改革科舉的聲浪；而在「庚子事變」（1900）與「日俄戰爭」（1904）後，則出現

廢科舉呼聲。4道光二十年（1840）的鴉片戰爭，使得少數知識分子對當時的教

育環境有了不一樣的體認，如與鴉片戰爭爆發同年榜眼的馮桂芬5在其〈採西學

議〉中指出，現今中國情勢已大變，應向西方學習「富強之術」；6而在〈改科舉

議〉中並進而陳述：「需變更科舉制度，且首先注意改革科舉考試內容」7；此後，

類似上述陳議逐漸增加，於是到了光緒十三年（1887），科舉考試內容已可選考

加考西學，規定︰「凡由算學中式之舉人，應仍歸大號，與各省士子合試，憑文

取中」。8 

    庚子事變後，朝中大臣對科舉廢止的態度明顯轉為積極。光緒二十七年

（1901）五月，兩江總督劉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洞上〈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

議摺〉，云︰「令與學堂並行不悖，以其兩無偏廢，俟學堂人才漸多，即按科遞

                                                 
1 參見袁世凱、趙爾巽、張之洞等奏摺，收於璩鑫圭、唐良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料彙編‧   
  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初版ㄧ刷），530-3。又沈桐生（清），《光緒政要》  
 （臺北︰文海出版社，民 58），卷三十一，2153-2158。 
2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65-69。 
3 周愚文認為在這 1300 年內，科舉曾經歷過共 5 次的停廢，但本文並不加以深入探討，其詳細

　 論點請參見周愚文，〈中國歷代停廢科舉制度的探討〉，發表於中華文明的二十一世紀新意義

　 第七屆會議，東亞教育與考試傳統的特色，未出版，民 92。 
4 參見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北縣﹕正中，民 90），160。又劉海峰、李兵，《中國 
  科舉史》，425。 
5 參見李周望（清），《明清歷科進士題名碑錄（四）》（台北：華文書局，民 58），總 2471。 
6 參見馮桂芬（清），《校邠廬抗議》（臺北︰學海出版社，民 56，初版），123-130。 
7 參見馮桂芬（清），《校邠廬抗議》，147-153。 
8 參見沈桐生（清），《光緒政要》，卷十三，〈總理衙門奏會議算學取士事〉，704-707。 

 



 2

減科舉取士之額，為學堂取士之額」9，張之洞主張科舉取士之額需逐漸遞減，

而把其原有名額併入新式學堂中。到了光緒二十九年(1903)三月，直隸總督袁世

凱與湖廣總督張之洞又上〈奏請遞減科舉摺〉，云︰「鑒於科舉之危害，關係尤

重，今不能驟廢，亦當酌量變通，採分科遞減之法」。10同年（1904）十一月，

張之洞再與張百熙、榮慶連奏〈釐定學堂章程〉時，又〈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

片〉（請試辦遞減科舉摺）再次奏陳辦理遞減科舉，注重學堂，11慈禧太后接受

此議，並比照辦理。12然而日俄戰爭過後，光緒三十一年八月初四日（1905 年 9

月 2 日）直隸總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洞、兩江總督周馥、

兩廣總督岑春煊以及湖南巡撫端方等人再次上奏廢科舉以推廣學校。13清廷接受

了來自南北封疆大吏的建議，同日朝廷頒布上諭，同意停廢科舉︰「著即自丙午

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律停止，各省歲科考試亦即停止」，14於是，科舉制度

從此走向終結一途，隨著清亡，不再恢復。 

    由上述可知，科舉的停廢是漸進的，如果由光緒十三年（1887）科舉第一次

可選考算學的時間算起，那麼這中間的歷程共有 18 年，若追溯到馮桂芬提出〈改

科舉議〉，離正式廢科舉的時間則為 36 年。這對於要擺脫已實施 1300 年的舊制

度，又同時要建立新的教育制度，這時間究竟是足夠或太倉卒？科舉廢除之後的

教育措施，是否達到當初的選才用人之目的？士子如何看待這大變化？中國後續

的整體教育環境如何改變？這些有舊功名的人，改朝換代後的去處為何？這都是

值得吾人深入研究。 

 

貳、前人研究探討 

    由上述可知，科舉的停廢並非一朝一夕間達成，關於科舉廢止過程的研究，

兩岸許多學者皆有討論，在此根據劉海峰與黃光亮二人的研究發現，15科舉廢除

歷程中，有四個關鍵點︰第一，鴉片戰爭後，咸豐十一年（1861）馮桂芬首先提 

 

                                                 
9 參見張之洞，《張文襄公全集》（台北︰文海出版社，民 52，初版），卷五十二〈奏議〉，  
  939-949。 
10 參見沈桐生(清)，《光緒政要》，卷二十九，1825-1830。 
11 參見張百熙等，〈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片〉，收於璩鑫圭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料匯編․學  
   制演變》，頁 527-529。又張之洞︰《張文襄公全集》，卷六十一，〈奏議〉，1085-8。 
12 參見朱壽朋（清）編，《光緒朝東華錄》（北京︰中華書局，1958，初版），卷一百八十四， 137-143。 
13 參見沈桐生（清）編，《光緒政要》，卷三十一，2153-2158。 
14 參見朱壽朋（清）編，《光緒朝東華錄》，卷一百九十五，106-9， 
15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404-431。又劉海峰，《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武漢︰湖 

北教育出版社，1996，初版ㄧ刷），103-112。又黃光亮，《清代科舉制度之研究》（台北︰嘉 
新水泥，民 65），338-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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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改科舉議〉以及〈採西學議〉；16第二，到了光緒十三年（1887），科舉考試

已可選考加考西學；17第三，於光緒二十七年（1901）五月，湖廣總督張之洞上

〈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摺〉，內容提出學堂與科舉並存，但科舉取士之額

遞減的看法，並因此設計一套學堂畢業生與科舉功名對應的法則，小學、中學、

高等學校、大學的畢業生分別對應於附生、廩生、貢生、舉人、進士；18最後是

光緒三十一年(1905)科舉制度完全的廢除。19 

    另外，在〈一九零五年廢科舉論〉一文中，鄭炎認為科舉制度之所以走向終

結的因素，在於其已經不能符合當時變化萬千國情的需要，原因有以下三點︰「科

技人才的需求、政治外交人才的需求以及軍事將士人才的需求」，而舊的科舉制

度的確無法提供國家如此的急需；20另外，金林祥以為廢科舉是當時中國歷史發

展的必然，除了他同樣認為科舉不能滿足當時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外，也舉出了「科

舉是新式學堂發展最大的障礙」，以及當時「廢科舉的社會條件日益成熟」等的

因素。21 

    原先，光緒二十九年（1904）十一月，朝廷已接受張之洞、張百熙、榮慶的

建議，預備以十年的時間漸廢科舉，使有舊功名的士人，陸續完全進入到新式西

學堂就讀，而十年後國家人才將完全得之於學堂的理想，但卻被發生在中國領土

的日俄戰爭所破壞，清政府對於外國在自己領地戰爭時竟持「中立」之態度，加

重了朝野對政府的不信任，於是光緒三十一年（1905）八月初四日，數位封疆大

吏再次上奏請立即廢科舉；22而所謂的十年時間，也就化為泡影。 

從上面的研究中可知，停廢科舉歷程後期，朝廷大臣的態度越趨積極，而原

本的新舊教育制度之間的緩衝計畫，也因此無法全面實行，除了日俄戰爭以外，

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科舉停廢歷程後期的變化？以致朝野間對科舉停廢的

急迫，此亦須深入探討。 

    在科舉尚未完全廢除之前，西式新學堂其實也並存於當時的教育制度中，且

有新舊互相對照的制度，而許多學子在新學堂就讀時，仍會應科舉，如時人蔣夢

麟在浙江高等學堂就讀時，仍舊努力準備科舉。23當科舉停廢之後，朝廷的政策 

 

                                                 
16 參見馮桂芬，《校邠廬抗議》，123-130，147-153。 
17 參見沈桐生（清），《光緒政要》，卷十三，704-707。 
18 參見張之洞，《張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二，〈奏議〉，939-949。 
19 參見朱壽朋（清）編，《光緒朝東華錄》，卷一百九十五，總 5390-3。 
20 參見鄭炎，〈一九零五年廢科舉論〉，《史學月刊》，1989，第六期，64-70。 
21 參見金林祥，《中國教育制度通史》第六卷〈清代（下）〉，收於李國鈞、王炳照總主編《中國

教育制度通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346-9。 
22 參見鄭炎，〈一九零五年廢科舉論〉，《史學月刊》，1989，第六期，64-70。又劉海峰、李兵，《中

國科舉史》，425。 
23 參見蔣夢麟，《西潮》（臺北︰金楓，民 89），68。 



 4

與地方的舊學塾仍舊有因應之道，24但科舉突然的廢止，當時士人能夠適得其所

進入新學堂以及入仕的比例為多少呢？知識份子在心理如何自處？是否仍會如

同蔣夢麟那般無法適應？常覺得自己可能瘋了、得了精神病？25 當時的輿論，

如光緒三十一年（1905）的《中外日報》，就提出了廢科舉所可能帶來的影響，

以及之後的改善方式。26 

    再者，西式新學堂的設立是否達到主政者當初的目標？學生能否從學校中學

到新知識？這也是一值得深入探究的層面，如蔣夢麟就讀中西學堂時，師資是非

常的差，導致他必須一直轉學以尋求良好的讀書環境，並且課後找老師作補救學

習；27何炳棣回憶他在 1920 年代於學校學習時，其父親憂慮他無法在新學校學

習使自己具有潛在性的優勢，要求其課後再學習英文。28胡適在〈歸國雜感〉一

文中提到，當時的教育簡直可以促使亡國，小學堂的課程非常不完備，讀過中學

堂的人才卻又高不成低不就，成了無業遊民，學堂所造就的是「不會做事又不肯

做事的人」。29由上述狀況，更加令人好奇傳統知識份子們在廢科舉之後的適應情

形，以及其何去何從。 

    今人羅志田指出，廢科舉之後 30 年內造成了部份的社會後果：如由於新學

堂的學費比較高，反觀舊時代科舉制度下的教育投資費用較低，因為一套應科舉

的《四書》、《五經》就可能可以沿用好幾代，而新式學校的花費不是許多家庭可

以負荷的，造成了更多失學的人，而使得讀書人減少，於是城鄉差距變大，知識

份子分布不平均，而地方也從以前的「士治」轉變到「紳治」，因此，士人與知

識的遠離，代表著容易出現「土豪劣紳」的負面情況。
30而趙利棟則指出：科舉

廢除導致新舊知識份子間的衝突，而為了依循就地籌款興學的原則，則可能面臨

了上層階級對地方公款的爭奪與普通民眾受到壓榨。
31 

    當時也有對廢科舉發出反對意見的，如錢穆云：「至其實施方面，因有種種

缺點，種種流弊，自該隨時變通。但清末卻一直想變法，把此制度也連根拔去。

民國以來，政府用人，便全無標準。人事奔競，派系傾輒，結黨營私，偏枯偏榮，

                                                 
24 參見黃光亮，《清代科舉制度之研究》，343-347。張倩儀︰《另一種童年的告別-消逝的人  
   文世界最後回眸》（臺北︰台灣商務，民 86），98-105。 
25 參見蔣夢麟，《西潮》，74-76。 
26 參見《中外日報》〈論廢科舉後補救之法〉，乙巳年（1905）八月十二日，《東方雜誌》，   
   第二年第十一期（光緒三十一年十一月），251-253。 
27 參見蔣夢麟，《西潮》，52-56。 
28 參見何炳棣，《讀史閱世六十年》（臺北：允晨文化，民 93），8。 
29 參見胡適，〈歸國雜感〉《胡適文存第一集》（臺北：遠東圖書公司，民 50，二版），卷四，626-8。 
30 參見羅志田，〈數千年中大舉動－科舉制的廢及其部分社會後果〉，《二十一世紀評論》，2005， 

總八十九期，19-27。 
31 參見趙利棟，〈一九 O 五年前後的科舉廢止、學堂與士紳階層〉，《二十一世紀評論》，2005， 

總八十九期，28-39。 



 5

種種病象，指不勝屈」。32而美國學者杜蘭（Will Durant）指出：「當這個制度以

及由這個制度而帶起的整個文化，被那無情的進化和歷史破壞推翻時，這實在是

一最大的不幸」。33最大的諷刺是如劉海峰所言：「18 世紀中末葉中國進行廢科舉

時，歐美國家卻大加讚賞此制，並且進而改良模仿」。34 

藉由上述，可知停廢科舉之後的利弊得失，著實很難有一個判準，如同嚴復

所言：「不佞嘗謂，此事乃吾國數千年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異古者之

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何如，非無黨淺學微識者所敢佞道」。35然科舉

遭廢止距今已有一個世紀，歷經時間之沉澱且累積的史料比之前更是充足，吾輩

或可嘗試研究，得之一客觀結論。 

    一百年後的今日，教育各方面的改革也正如火如荼進行著，事實上，教育制

度因大環境的改變而與時俱進，在當今社會中是必要的。廢除科舉是近代首次的

教育變革，廢除科舉後改用的教育制度亦大致沿用至今，對於此階段的探究，百

年前的經驗或許可以提供吾人一些參考，有關上述對現代教育的啟示，將在本研

究的結論中做闡述。 

 

参、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是由「廢除科舉」而起，故將先概述晚清廢科舉的來龍去

脈，以理解科舉被停廢的緣由；而後再進一步討論當時政府對廢科舉所採取的配

套措施，藉此探討新教育制度的實施情況，士子是否能與其順利銜接，以及未來

的工作與出路，以了解入仕或往其他領域發展之士人佔所有科舉出身者的比率。

簡言之，本文的具體研究目的有三，分別為： 

　  一、探討科舉廢除後，傳統士人在社會變遷下的適應情形。 

    二、探討代替科舉而起的新教育制度運作情形。 

　  三、探討科舉制度變遷的意義與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32 參見錢穆，〈中國歷史上之考試制度〉，載於《錢賓四先生全集-國史新論》（臺北：聯經，民

87），313。 
33 參見威爾．杜蘭（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四）《中國與遠東》（臺北：幼獅，民 67，五

版），199。 
34 參見劉海峰，《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128-138。 
35 參見嚴復（清），〈論教育與國家之關係〉（1906 年），載於王栻主編：《嚴復集》，第一冊（北 
　 京：中華書局，198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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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如前所述，科舉制度終結非一朝一夕之事，由「改」至「廢」之間約 36 年，

但因本文著重於「廢」之部分，雖「廢科舉」呼聲起為光緒二十六年（1900）左

右，但本文仍以科舉正式廢除的光緒三十一年（1905）為研究起始；另外，有研

究指出，清代生員考中的平均年齡約 24 歲，而其平均壽命約為 60 年，36擁有生 

員身分到死亡這段時間約 60 年，故欲瞭解傳統士人的動向，理應時間斷限到 1945

年，但由於從民國 15 年（1926）國民政府開始誓師北伐之後，中國呈現動盪情

況，有關教育相關措施也就停在 1926 年，所以本文的研究範圍為西元 1905 年到

1926 年。 

本文研究對象「傳統士人」，是指晚清有受過舊儒學教育的知識份子，嚴格

來說，就是指「生員」、「舉人」及「進士」出身的讀書人；於此需特別說明的是，

「進士」雖是科舉身分中最高一階層，也許科舉廢除後對其影響可能不較其他階

層者大，但因「進士」身分實具相當代表性，且遺留下的史料亦最豐富，故最能

看出在教育環境與政治勢力轉變後士人的走向。另外，於清代雖「貢生」與部分

「監生」亦屬「正途」，但其於清末之後已甚少至官學修讀，且也以科舉為主要

進身之路，所以此部分亦納入研究範圍內，但「武科」出身者則不納入本研究中。 

而所謂傳統士人的「動向」，指的是知識份子於仕途或其一生經歷的發展，

科舉未廢以前，傳統知識份子依循此系統習得知識並步入官場任職，而科舉廢除

後，士人讀書與就業的途徑與發展狀況為何？本研究所謂的「動向」，即是此意。 

 

伍、研究限制 

    據近人張仲禮統計，清代任一時期的文生員總數約為 55 萬人，37而甲辰科

出身進士也有 273 人，38在此龐大的人數下，對於廢科舉後知識份子的何去何從，

本研究所得出的結果，只可能是部分，並非全貌；另外本研究第二章將探討「清

末科舉制度廢除的原因」，但對於歷朝廢科舉的過程與因素，以及科舉制度於清

中葉後內憂外患的情勢下還能被採用至 1905 年的因素，則不予探討，因為此制

度承載著 1300 年各朝取士的經驗，其為何能延續至清末，實非本研究所能予以

解釋的，故當另文再議。 

 

                                                 
36 參見張仲禮，《中國紳士－關于其在 19 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1998），93-94。 
37 參見張仲禮，《中國紳士－關于其在 19 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150、161。 
38 參見《明清歷科進士題名碑錄》（台北：華文書局，民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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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研究方法與史料舉隅 

本研究屬歷史研究，包括對於史料的考據、分析與歸納。另運用描述統計方

法，對有關資料進行量化處理。 

本研究所用的主要的史料有：《欽定大清會典》、《欽定大清會典事例》《清 

實錄》、《清史稿校注．選舉志》、《光緒朝東華錄》、《光緒政要》、《清代鼎甲錄》、

《校邠廬抗議》、《張文襄公全集》、《嚴復集》、《中國近代教育史資料彙編》、《東

方雜誌》、《全國鄉會試題名錄》、各人物傳記、各地方志等。 

上述僅舉部分所引文獻，完整的參考書目附於最後。《清史稿校註．選舉志》
39使研究者瞭解科舉一般狀況，並能進一步再深入探討之史料。《欽定大清會典》
40、《欽定大清會典事例》41本研究也徵引許多條目，尤其是關於科舉規章、日期、

內容、關防等等。本研究亦引用《清實錄》42，「實錄」是以君主與中央行政為

中心，為一代史事記事記言最詳盡的資料匯集，可說是最基本的史料，本第二章

關於科舉的廢除過程與因素也引用此史料許多。 

各種題名錄與題名碑錄對本研究甚為重要，如《清代鼎甲錄》43與《明清歷

科進士題名碑錄》44是尋求進士名錄的主要史料。再如房兆楹的《全國鄉會試題

名錄》45、《清末民初洋學生學生題名錄初輯》46，前者記載歷科貢士、舉人的姓

名與籍貫，研究者能據此深入探究廢科後士人的流向（如依其籍貫探求當地方

志）；後者可瞭解廢科舉後有功名出身的知識份子出洋的比例。再如《民初議員

列傳》47、《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48以及各種名人傳記等史料，可從中知曉士人

於廢科舉後的去處。 

而整理甲辰科進士生平，本研究所用的史料，則說明如下，《民國人物大辭

典》
49記載清季民初時期人物甚多，收錄到此書中的甲辰科進士，其生平記載亦

相當詳盡，本研究引用甚多；《辛亥以後十七年職官年表》
50記載辛亥革命後至民

                                                 
39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新店：國史館，民 75），卷一○七、八、九〈選舉

志一、二、三〉。 
40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台北：中文書局，民 52，清光緒二十五年刻本）。 
41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台北：中文書局，民 52，清光緒十二年敕撰光緒二十

五年刻本）。 
42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七）》（台北：華文書局，民 53）。 
43 參見朱沛蓮，《清代鼎甲錄》。 
44 參見《明清歷科進士題名碑錄》。 
45 參見《全國鄉會試題名碑錄》，微縮資料，藏於政大社會科學資料中心。  
46 參見房兆楹編，《清末民初洋學生學生題名錄初輯》，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51。 
47 參見左藤三郎編，《民初議員列傳》，台北：天一，民 64。 
48 參見橋川時雄編，《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北京：中華法令編印館，民 29。 
49 參見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北人民，1991）。 
50 參見劉壽林編，《辛亥以後十七年職官年表》（台北：文海，民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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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十七年中央與地方政府官職、議員任職情形，而《清季職官表附人物錄》51則

記載清季中央、地方重要職官任職情形，甲辰科進士如有步入仕途，可能在上述

二書找到蹤跡，但進士若擔任位階較低的官職（例如縣令、知縣等）就無從查起，。 

　  至於最下層的生員名錄及其廢科舉後的何去何從，由於沒有類似「題名碑」

等的相關記載，故只能廣求方志，而取用之方志則以民國二十四年（1935）所修

版本為主；此外，本研究亦多使用今人論著。以上大致是本研究的基本史料，而

其他史料則不另加說明。 

     

                                                 
51 參見魏秀梅編，《清季職官表附人物錄》（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