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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千年巨變－科舉制度的廢除 

    科舉到了明清兩代發展至鼎盛，甚至成為兩朝取士最主要的方式；誠如《清

史稿校註‧選舉志》所云：「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書》及

《易》、《書》、《詩》、《春秋》、《禮記》五經命題，謂之制義，……，悉仍明舊稱

也。」1準此，清代的科舉是承襲明代而來，並再因本朝的需要作些變動，而達

到更完備，故云：「有清以科舉為掄才大典，雖初制多沿明舊，而慎重科名，嚴

防弊竇，立法之周，得人之盛，遠軼前代」2，本文主要研究的範圍雖僅清代，

但欲了解清代科舉制度，如上所述，必須先探討明代科舉。 

    另一方面，科舉於明清發展至為鼎盛，但這也表示其將逐漸走向僵化、敗壞；

而後西力東漸，科舉也因而廢除。故本章節先大略闡述清代國勢概況，進而探討

清朝的科舉制度，而後再論述科舉制度停廢的過程，最後分析科舉制度停廢的過

程及原因。 

 

第一節  晚清與民初國勢概述 

壹、晚清國勢概述 

清朝歷經康、雍、乾三代承平的年月後，於乾隆中葉以後，逐漸地走入衰運，
3當時清朝內部問題已經浮現，包括政治腐敗、經濟逐漸萎縮、社會動盪不安等

三大內部憂患；於「政治腐敗」方面：滿漢之分愈益嚴重、中央與地方輕重失調、

官府貪瀆越盛；另外「經濟逐漸萎縮」：人口大量增加、財政枯竭；而「社會動

盪不安」則是：軍隊的老化、民亂紛起、河患頻仍；另一方面，對於西方勢力的

崛起，清朝皇帝仍是採取高高在上的態度，對於外國勢力於華，設下許多政治與

經濟上的藩籬。4上述也代表著清季無可避免的災難。 
    由於畸形的通商關係，使得英人不得其門而入，轉而私進鴉片至中國，衝突

的發生終導致中英於道光二十年至二十二年（1840-1842）之間生幾次大小不一

的海戰，而後英人強烈的火力開啟了中國近代第一個對外交往的失敗，並因此於

道光二十二年七月二十二日（1842 年 8 月 27 日）簽訂第一個對外的不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5然而，這只是一連串戰禍的開始。 

    咸豐七年（1857）正月，發生亞羅船事件，而後又因為英國要求重定商約，

                                                 
1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七〈選舉志〉，3135。 
2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七〈選舉志〉，3137。 
3 參見錢穆，《國史大綱》卷下〈清代之部〉（台北：台灣商務，1996），865。 
4 參見段昌國，《中國近代史》（台北：大中國圖書，民 73，二版），10-22。 
5 參見段昌國，《中國近代史》，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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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巡撫葉名琛置之不答，英法大軍從廣州登入，而發生了咸豐八年的（1858）

第一次英法聯軍之役，此役過後，中國又被迫簽訂不平等的「天津條約」；咸豐

九年（1859）五月，又因為換約，雙方又起了衝突，英法軍更攻入京師，此役雙

方又訂下了對中國不平等的「北京條約」；而這段期間俄國趁中國無暇顧及，又

逼迫中國與之簽訂不平等的「天津條約」與「北京條約」。6當外國勢力不斷進逼，

此時期前後又發生了「太平天國」、「捻亂」、「回亂」等民變，使得中國國勢更趨

衰落。7 

    經歷一連串內憂外患的衝擊後，朝野紛紛有學習西方船堅炮利之術的念頭產

生，於是有了所謂的「洋務運動」（或稱自強運動）；此變法的重點在於學習西方

造船、火藥、洋槍洋炮，並開始以西法練兵、開設以軍事為目的的工廠，如「江

南製造總局、金陵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等，而後也著手進

行民生工業，而有鑑於外國海軍勢力的強盛，清廷也積極的創建海軍、籌設海防；

而與外國接觸以及上述種種舉措皆需要新的人才以應付需要，於是著手創辦新式

學校，如「同文館」、「福州船政學堂」……等等，另外此時期清廷也開始派遣學

生至歐洲與美國留學、考察。8 

    自強運動過後，清朝似乎一片欣欣向榮，然而於光緒二十年（1894）所發生

的甲午戰爭，卻又打破這一切假象；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就對海外事務躍躍欲試，

尤其是中國的屬地朝鮮、台灣、琉球等地，日本屢屢進犯，中日甲午戰爭就於上

述情況下發生，中國又再一次戰敗，且又與原本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簽訂不平等

的「馬關條約」；甲午戰後，中國國際地位一落千丈，引起列強在華的角逐，甚

至有被瓜分的危機，經歷上述慘烈的挫敗後，德宗意圖變法圖強，於是在光緒二

十四（1898）年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開始了「戊戌新政」。9 

    不幸的是，新政在實行百日過後卻又發生政變，迫使新政停止，慈禧太后軟

禁德宗並親自主政，後又發生庚子拳變、八國聯軍、日俄戰爭；清朝政府在經歷

上述內外交迫後，對於中國已無力掌控，再加上革命黨人在各地發起革命，終於

在宣統三年（1911）走入歷史。10 

 

貳、民初國勢概述 

    宣統三年八月十九日，即西元一九一一年十月十日，在湖北武昌爆發了第十

一次革命，此次革命與其他幾次皆不同，很快地，湖南、江西等十四省亦隨之響

                                                 
6 參見李守孔，《中國近代史》（台北：三民，民 72 六版），18-33。 
7 參見李守孔，《中國近代史》，34-56。 
8 參見陳振江、江沛，《晚清民國史》（台北：五南，民 91），51-76。 
9 參見李守孔，《中國近代史》，87-134。 
10 參見李守孔，《中國近代史》，13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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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紛紛脫離清廷，宣告獨立，此時，長江流域及其以南幾乎全在革命軍勢力範

圍下。11 

    武昌起義消息傳至北京後，清廷再次起用袁世凱，並以其為內閣總理大臣，

袁的上任，各方對其皆有期待，清廷望能「以漢制漢」，列強則希冀藉由袁世凱

使中國恢復秩序，南方則希望他能迫清帝退位，袁世凱顯然亦不願讓各方失望，

一方面派馮國璋攻下漢口，表示為清廷盡力；一面派人與革命軍議和，表示無意

與革命軍為敵；並表示力謀恢復中國秩序，以取得外人信任。12 

    革命軍方面，為集中獨立各省的力量，成立臨時政府，並於一九一一年十二

月二十九日選孫中山先生為臨時大總統；南方迅速決定了新中國的元首人物，袁

世凱甚為不悅，原先的南北和議遂停頓，但革命軍也自始表示，只要袁能夠贊同

共和、逼使清帝退位，即推袁為新共和的總統；另一方面，清帝眼見大勢已去，

於一九一二年（民國元年）二月二十日宣布退位，而袁世凱則由臨時參議院選為

臨時大總統，民國元年（1912）四月，臨時參議院北遷，南北統一。13 

    袁世凱當政後逐步攘奪權力，國民黨對袁討伐的二次革命亦失敗，袁的勢力

大為擴張，民國三年（1914）元月更下令停止所有議員的職權，國會於是被迫解

散，而後行君主之實際，並準備稱帝。14 

    這段期間，外敵對於中國的侵略仍是不絕如縷，俄英割裂外蒙、西藏，日本

甚至謀吞中國，提出兇狠的「二十一條要求」，而袁世凱竟然接受；袁世凱對外

受辱於日本，對內稱帝，國內反袁呼聲大起，不僅革命黨人有軍事行動，連袁世

凱的親信也反叛，在眾叛親離下，袁世凱卒於民國五年（1916）六月，但中國禍

亂並未就此停止。15 

    袁世凱死後，其手下許多勢均力敵的將領，都力謀充實自己的實力，或欲擴

張，或欲自保，或彼此聯合，或分裂，先後出現許多軍系，在北方有皖系、直系、

奉系、馮系、閻系等，南方有滇系、桂系等。北方的軍閥以北京為爭奪的目標，

南方的軍閥以廣州為爭奪的目標，南北因此分裂；皖系當政時代曾經南征過，也

曾經與南方和議過；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一至十三年（1922—1924）間曾自廣東

北伐過，但均未完成統一。從民國五年（1916）起，此時期南北政府經常處於對

立與交戰情況，而後，到了民國十五年（1926）七月九日在廣州誓師北伐。16由

上述可知，從民國元年到民國十五年（1912－1926），中國仍處在兵馬倥傯的情

況，雖說滿清推翻，民國建立，但全國政局少有統一，而在這樣的局勢下，袁世

                                                 
11 參見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北：曉園出版社，1994 初版），458-464。 
12 參見張玉法，《中國現代史略》（台北：東華書局，1989 十二版），28。 
13 參見張玉法，《中國現代史略》，28-29。 
14 參見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483-497。 
15 參見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498-522。 
16 參見張玉法，《中國現代史略》，67-90。 



 12

凱時期、北洋政府或者廣州政府是否仍有餘力關心到教育制度及取士方面的問

題？此將在下面章節予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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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明清兩代科舉制度概述 

壹、科舉與薦舉的搖擺 

明太祖朱元璋於爭奪天下時就已經對選拔人才相當注重，他曾說：「為天下

者，譬如做大廈，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獨理，必選賢而後治」
17。於選拔人才途徑上，太祖並非一開始就採行科舉考試制，而是經過不同方式

後才將科舉定為擇才的主要方式，並定立所謂的「科舉之式」，最終成為明清兩

朝恪守的定制。 

    朱元璋起先是以「薦舉」取士，其在金陵稱吳王之時就曾下令中書省薦舉賢

才： 

　 　 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豈無之？或隱於山林，或藏於士伍，非在上

　    者開導引拔之無以自見。自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略出眾者，參軍 

及都督府具以名聞。或不能文章而識見可取，許詣闕而陳其事……如此則 

人才不乏。18 

 
　 　而此措施的確也為剛立國亟需人才的明朝注入新血，如有名的「浙東四

賢」：劉基、宋濂、章溢、葉琛，就是由薦舉而來。19 

    洪武三年（1370）五月，朱元璋正式下詔實行科舉制度，規定： 

 
自洪武三年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取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行修，博

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識，品

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行文武，皆由科

舉。20 

 
並也頒佈了具體的鄉試、會試、殿試的考試內容、日期以及名額的分配， 

21此詔令規定了任官以科舉為主要途徑，這代表著明代的科舉由此開始。 

    但由科舉而選出的士人卻不符合朱元璋的初衷，他認為這些新進官員長於文

辭卻少有實才，於是洪武六年（1373）二月下詔罷科舉，並再度用薦舉取士，其

                                                 
17 參見《明太祖寶訓》(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民 56)，卷五，〈選才〉，3。 
18 參見張廷玉（清），《明史》，卷七十一〈選舉志〉，1-2。收於《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台

北：台灣商務，民 75）。 
19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273。 
20 參見徐薄（明），《明會典》卷七十七〈鄉試事例〉，1。書收於《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台

北：台灣商務，民 75)。 
21 參見王世貞（清），《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一〈科式考一〉，1-8。書收於《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台北：台灣商務，民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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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是「以德行為本，而文藝次之」22。但由於薦舉沒有客觀衡量的標準，極易

出現任人唯親、假公濟私的情況，無法保證人才選拔的質量，加上薦舉較強調德

行，於是所薦舉的士人常沒有實際政務之能力，23於是科舉在「洪武十五年（1382）

復設，十七年（1384）始定科舉之式，命禮部頒行各省後遂以為永制，而薦舉漸

輕，久且廢不用矣」。24從此科舉成為明朝選士最主要的方式。 

 

貳、科舉成為「永制」 

洪武十七年（1384）禮部頒行「科舉程式」，終明至清並無多大改變。另外，

由於清代科舉沿襲於明代，兩百餘年其士子雖亦有其他入仕方式，但終究無法與

科第出身者相比。25故研究者將兩朝的科舉一併說明。 

清代一如明制，開國之初即重視人才選取，入主中原後，降臣范文程建議順

治皇帝開科舉以籠絡士人、得人心，奏云：「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

得，則民心得矣，宜廣其途以蒐之。請於丙戌會試後，八月再行分試，丁亥二月

再行會試」。26於是順治帝採納其議，下令立即仿明制開科取士，並定以子、午、

卯、酉年鄉試，辰、戌、丑、未年會試，鄉試於八月舉行，會試則以二月，並於

順治二年頒佈「科場條例」。27 

清代實行「常科」、「制科」和「八旗科舉」並行的科舉考試，其中「常科」

又分文科和武科，由於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常科」中的「文科」的部分，故以下

專只介紹文科，並一律以「科舉」二字代替，不再多做說明。另外，清代「監生」、

「貢生」應舉，以及「宗科」、八旗子弟應舉，亦不在本研究範圍內，故從畧。

清代與明代科舉，主要有「童試」、「鄉試」、「會試」以及「殿試」四個主要考試，

一般清況下，士人欲成就「飛黃騰達、金榜題名」的夢想，必須經過上述的「程

式」，其內容分述如後： 

 

參、從童試、鄉試、會試到殿試 

    一、童試 

    童試，依明制是府州縣學的入學考試，凡是沒有取得縣學、州學、府學學生

資格的讀書人，無論其年齡大小，一概稱為童生或是儒童，於是童試又稱為童生

                                                 
22 參見胡廣（明），《明太祖實錄》(台北：中研院史語所，民 54)，卷七十九，4-5。 
23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278-9。 
24 參見張廷玉（清），《明史》卷七十〈選舉志〉，5。書收於《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史部。 
25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十三，〈選舉一，學校上〉，3136。 
26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二百三八，〈范文程傳〉，8086。 
27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十五選舉三，〈文科〉，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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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28府、州、縣學設於在洪武二年（1369），史曰：「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

學校未興，宜令郡縣皆立學，禮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論聖道」，29於是各地

相繼開辦府、州、縣學，並且還規定地方官學教官與生員的數量：「府設教授，

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數，府學四

十人，州縣以次減十」；30然而童試起於何時，目前尚缺乏正確的記載，據《雲

間志略》記載：「宋瑛，……，年少儼如成人，長而嗜學，涉經史、攻文章，而

屢困于童于（子）試，……。景泰庚午（1450）鄉薦，益奮志于學，……。天順

丁丑（1457）會試遂掄魁第四人」31。按宋瑛為景泰庚午（景泰元年，1450）舉

人，再加上其之前屢困於童子試，由此推知，最晚在英宗「正統時期」（1436－

1449）已出現童試。由於明代將學校納入科舉體系內的一部分，使得「科舉必由

學校」、「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32所以童試也可說是入仕的「初階考試」。 

    明代童試包括「縣、州、府」等三種入學考試，童生通過後統稱「生員」（俗

稱秀才），也就是說，一入官學就有官學生的學籍，但生員必須應「歲考」，依考

試成績來評等，官學生依考核後的成績可分為「廩膳生員、增廣生員以及附學生

員」，另一方面，歲考也是生員們維持或者提高自己地位的一種考核；33而最後，

也就是最重要的「科考」，考試成績分為六等，名列為第一、二等的稱為「科舉

生員」，就有資格參加更上一層級的「鄉試」。34以上為明代從童生到參加鄉試成

為舉人前的過程。 

清代童試與明代大致相同，凡尚未取得府、州、縣學生員的士人稱童生，童

試包括「縣試、府試、院試」三個階段的考試，通過縣試、府試之後才能應院試，

而「院試」是三階段考試中最重要的一場，劉海峰認為可以算是正式的科舉考試
35；院試由負責全省教育事務的「學政」主持，通過院試錄取的考生就是「生員」，
36也稱為秀才，於清代要成為秀才也是相當難的，時人寫了一副對聯生動描述出

其難度：「縣考難、府考難，院考尤難，四十二年才入泮；鄉試易、會試易，殿

試尤易，一十五月已登贏」37。 
                                                 
28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280-1。 
29 參見胡廣（明），《明太祖實錄》，卷四十六，9。 
30 參見張廷玉（清），《明史》，卷六十九，〈選舉志〉，16。 
31 參見何三畏（明）：《雲間志略》（台北：明文，民 80），卷八，〈宋膳部檜雪公傳〉，1。此書收

於明代傳記叢刊綜錄類第四十一輯。 
32 參見張廷玉，《明史》，卷六十九，〈選舉志〉，1。 
33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280-1。又張廷玉，《明史》，卷六十九，〈選舉志〉，17。 
34 參見張廷玉（清），《明史》卷六十九，〈選舉志〉，17。 
35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360。 
36 參見故宮珍本叢刊第 228 冊．清代則例：李宗昉等修（清）《欽定禮部則例二種（道光朝）》（海

南省：海南出版社，2000），卷六十，〈童試事例〉。另外，關於縣、府、院試之詳細論述，

可參見商衍鎏著、商志橝校注，《清代科舉考試述錄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2005），

3-27。以及蔣夢麟，《西潮》，69-73 中亦有精彩的敘述。 
37 參見鍾毓龍，《科場回憶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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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院試考取生員後，不能直接參加應舉人的「鄉試」，還得通過「歲試」、

「科試」；通過院試的生員起初皆為「附學生員」，「附學生員」以及「廩膳生員」、 

「增廣生員」必須參加「歲試」，「歲試」如同學習成果的考核，成績分為六等，

一等提升為「廩膳生員」，二等為「增廣生員」，三等則為「附學生員」，四等以

下就得接受處罰，38所以官學生員可以透過「歲試」來改變或者保持自己的地位

與待遇。 

    科試是選拔生員參加鄉試的考試，歲科二試通常連試，學政到任第一年舉行

歲試，第二年舉行科試，39科試成績列三等，一、二、三等前數名（大省前十名，

小省前五名）皆有應鄉試的資格，40所以清代從「童生」到參加「鄉試」需經過

「縣、府、院、歲、科」共五次考試。 

 
    二、鄉試、會試、殿試 

    童試通過之後要參加的科舉考試就是「鄉試」，明代鄉試始於洪武三年（1370）

八月，41鄉試是科舉生員參加的省級考試。按照洪武十七年（1384）「科舉程式」

記載，鄉試的考試時間為子、午、卯、酉年的八月，由於八月仍是秋天，所以鄉

試又稱「秋試、秋貢、秋賦」等等，鄉試共分三場舉行，八月初九日為第一場，

十二日為第二場，十五日為第三場，42只有個別年份因發生特別的事件影響才改

變日期。43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通過鄉試的舉人已有任官的資格；44有人指出，洪武年

間（1368－1398），陝、甘、桂、粵、豫、閩、贛、浙、魯和湖廣等 10 個省中 2,648

為舉人中，有 678 人擔任各級官吏以及官學教官，雖然後來進士人數增多使得舉

人資格就任官職的機會愈來愈少，45但舉人入仕的情形與宋代已有很大的不同，

宋代的舉人除偏僻地方外，是沒有任官資格的。46 

    鄉試更上一階便是「會試」，明代會試始於洪武四年（1371），連續兩年舉行，

洪武六年（1373）停罷，洪武十八年（1385）會試由禮部主持，考試地點在京城

禮部貢院，考試時間為鄉試的隔年二月舉行，即丑、辰、未、戌年，47但考試時 

                                                 
38 參見崑岡（清）等續修，《清會典》（上海 : 商務，民 36 年），卷三十二，〈禮部：簡學政以董

教事〉，343-344。 
39 參見商衍鎏著、商志橝校注，《清代科舉考試述錄及有關著作》，28。 
40 參見《欽定禮部則例二種》，卷八十一〈儀制清吏司：生監科舉鄉試〉，1。 
41 參見徐薄（明），《明會典》，卷七十七，〈鄉試事例〉，1。 
42 參見王世貞（清），《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一，〈科式考一〉，8。 
43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280-1。  
44 參見王世貞（清），《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一，〈科式考一〉，5。又《明會典》，卷七十七，〈鄉

試事例〉，3。 
45 參見黃明光，《明代科舉制度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39-46。 
46 參見賈志揚，《宋代科舉》（台北：東大圖書，民 84），51-53。 
47 參見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一，〈科式考一〉，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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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有因特殊事件而改期。48通過會試是為所謂的「貢士」，但由於由「貢士」

到通過殿試成為「進士」的時間甚短，所以此頭銜常被忽略；以下介紹「殿試」。 

    殿試又稱「廷試」，是科舉考試的最後一個階段，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參

加者通常為本屆會試的中舉者，殿試考試時間於明代曾經三改：洪武三年（1370）

定殿試時間為三月初三日，49到了洪武十七年（1384）定為三月初一日，成化八

年（1472）則改為三月十五日。50 

    明代殿試並無黜落貢士之例，只是確定考生的等甲名次，殿試發榜分為三

甲，一甲只有三名，分別為狀元、榜眼、探花，稱三鼎甲，賜進士及第；二甲若

干名，賜進士出身，第一名稱傳臚；三甲若干名，賜同進士出身。一、二、三甲

都稱「進士」。51 

    前面曾提及，明代之後舉人已有任官資格，但若相較於舉人，明代較重進士，

進士出身是為甲科，舉人出身是為乙科。舉人會試下第可申請入監為舉監，或經

薦舉或考選入仕。52進一步而言，「進士」與「舉人」之間，其地位及官場出路

仍有差別，如清人趙翼所言： 

 
　 　 有明一代，最重進士，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不得與。即同一外選也，

　    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遙遠簡小之缺。其升調之法亦多不同。    

甲科為縣令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行政，必首及焉，不數年，即得

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沉淪外僚，但就常調而已。53 

 
以上為明代情況。 

    清代鄉、會試於考期、設官、場規、命題規則等事，皆如明代，54其略有不

同者，分述如下： 

1.明代鄉試在子、午、卯、酉年的八月，而會試於次年，也就是辰、戌、丑、

未年的二月舉行，清初因襲；但於雍正五年（1727）之會試適逢閏年，因當時天

氣仍嚴寒，為顧及考生，於是會試考試時間改至三月舉行，後如遇閏年，亦復如

此辦理。至乾隆十年（1745）定三月會試，此舉一直延續到晚清科舉制度廢除之

時。55 

                                                 
48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289。  
49 參見王世貞（明），《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一，〈科式考一〉，4。 
50 參見朱國楨（明），《涌幢小品》（台北：廣文，民 80），卷七，〈殿試改期〉，頁 2。 
51 參見張廷玉（清），《明史》，卷七十，〈選舉志〉，1。 
52 參見王德昭，《清代科舉制度研究》，24。 
53 參見趙翼（清），《陔餘叢考》（台北：世界書局，民 49），卷十八，〈進士之重〉，20。收於楊

家駱主編，《中國學術名著：讀書劄記叢刊》第一集第三冊。 
54 參見王德昭，《清代科舉制度研究》，38。 
55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三十，〈禮部：貢舉：鄉會試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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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代鄉、會試第一場，其《四書》義與經義用八股，二、三場間用論、表、

誥、判以及策；清代初期仍沿用，但「論」用《孝經》、《性理大全》，或二者兼 

用之，到了乾隆二十二年（1757），第二場除試經文五篇外，罷論、表、判，增

五言八韻唐律一首，第三場「策問」五道，問經史、時務、政治。56乾隆五十二

年（1787），定鄉、會試首場《四書》文三篇，五言八韻詩一首；二場《五經》

文五篇；三場策問五道：問經史、時務、政治，自是遂為定制。57 

3、鄉、會試後仍有「覆試」，覆試是清代防止科場舞弊的重要措施，它指在

鄉會試放榜之後，對中舉的士人再行考試，以核對考生答卷的文義、筆跡，此舉

意在防範考官徇私錄取與考生冒名頂替。58順治十五年（1658），由於順天、江

南考官受賄，皇帝親自覆試二闈舉人，此是為鄉試覆試之始；康熙五十一年（1712）

壬辰，順天解元查為仁因舞弊事發逃逸，帝懷疑新進士中有代倩中式者，於是親

自在暢春園覆試新進進士，黜落了五位進士，此則為會試覆試之始。到了乾隆年

間，覆試之舉仍常有，此也代表著舞弊之事時有所聞，高宗甚至明言：「禮闈非

嚴行覆試，不足以拔真才，懲倖進」，但此階段覆試仍未成定制，直到道光二十

三年（1843）遂成定制，59於《欽定禮部則例》中詳載：「各省新中舉人于會試

年二月十五日，在貢院覆試。黎明進場，日入出場，不准給燭，……，會試榜後，

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覆試。」60 

    清代舉人會試下第後，仍可有「大挑」、「副榜」之途可被授予官職，但如同

明代，其仕途仍是不如進士出身來的廣，其原因不外乎可供補用的官職有限，另

一方面舉人的人數卻逐漸增加；另外，進士出身地位亦較舉人為高，所以凡是舉

人或者進士皆可選用的職位，進士每占優先，61如《欽定大清會典》裡記載：「進

士無人，以進士教習抵選；如再無人，以舉人出身俸滿教職擬抵；如再無人，以

舉人教習分班擬抵；如再無人，以截取舉人抵選」，或「新進士無人，以舉人抵

選；如再無人，以應補抵選」。62 

    更重要的是，進士由於地位更高，其仕途及任用機會就更廣，若能夠一甲中

式，或者於殿試之後的「朝考」以庶吉士館選進入到「翰林院」，63那更是不可

                                                 
56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三十一，〈禮部：貢舉：命題規制〉，9-10。 
57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三十一，〈禮部：貢舉：命題規制〉，13。 
58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376。 
59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十五，〈選舉三，文科〉，3182。 
60 參見李宗昉（清）等，《欽定禮部則例二種（道光朝）》，卷九十四，〈鄉會試覆試〉，2。 
61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七二，〈吏部：除授〉，又卷七三，〈吏部：除授〉，

又卷三百五十四〈禮部：貢舉：恩賜〉。 
62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台北：中文書局，民 52）卷九〈定月選之法〉，12。本書

據清光緒二十五年刻本景印。 
63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六十一，〈禮部：貢舉：殿試、朝考、進士留

京教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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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擬，清代雍正三年（1724）即有「培養人才，最重翰林」；64高宗則「向來士

子，因詞林地望，優於外任，每以得與是選為幸」65。而就算庶吉士三年考試散

館後沒有留在翰林院，其除授與遷調皆也異於其他，如《清史稿校注．選舉志》

所言：「有清一代宰輔，多由此選；其餘列卿尹、膺疆寄者，不可勝數。士子咸

以預選為榮，而鼎甲尤所企望。康熙間，庶吉士張逸少散館改知縣，遷秦州知州，

其父大學士玉書奏乞內用，復得授編修」。66 

             

肆、八股文與貢院 

    八股文是明清兩代科舉考試的寫作格式，八股文的濫觴則是宋代王安石改革

科舉所規定的考試文體，67到了明朝，朱元璋訂立「科舉程式」時以八股文為考

試文體：「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易》、《書》、

《詩》、《春秋》、《禮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劉基所定其文略仿宋經義然代

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68。而使八股文真正成為定

制則有成化二十三年69與成化十一年70等二說，但總之這流傳於明清兩代的考試

文體，就是定型於成化年間，清人云：「而成化以後始有八股之號，嗣是以來，

文日益盛」。71 

清代如同明代，亦是以時文取士，《清史稿校註．選舉志》開頭就言明：「有

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書》及《易》、《書》、《詩》、《春秋》、《禮

記》五經命題，為之制義」。72另外，清代對科舉過程的嚴密關防，相較於明代

則有過之，而無不及，世宗即言：「鄉、會兩闈，乃國家掄才大典，必須防範周

密，令肅風清，始足以遴拔真才，摒除弊竇」。73另外於《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中亦可看到許多相關的規定。74有關八股文的利弊得失，將在之後章節做更深入

的闡述。 

    至於「貢院」可說是科舉制度遺留下最具體的象徵，如有名的「江南貢院」

                                                 
64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一零四五，〈翰林院：官制：考選庶吉士〉，12。 
65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一千四十五，〈翰林院：官制：考選庶吉士〉，14。 
66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十五〈選舉三，文科〉，3185。 
67 參見王士禎（清），《涌幢小品》（台北：廣文書局），卷三，〈八股〉，3。又鄧嗣禹：《中國考

試制度史》（南京：國民政府考選委員會，民 35），316。 
68 參見張廷玉（清），《明史》，卷七十，〈選舉志〉，1。 
69 參見顧炎武（清），《日知錄》（台北：台灣商務），卷十六，〈科舉．論文格式〉，51。 
70 參見陳東原，《中國教育史》（台北：台灣商務，1982），336-337。 
71 參見戴名世（清），《戴名世集》（北京：中華書局，1986），卷四，〈丁丑書房記〉，93。 
72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十五，〈選舉三，文科〉，3171。 
73 參見《欽定科場條例》（台北：文海出版社），卷二十九〈關防：檢搜士子〉，2017。此書收於

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史料叢刊三編第四十六輯。 
74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四十，〈禮部：貢舉：申嚴禁令〉，到卷三百四

十七，〈禮部：貢舉：內簾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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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貢院即是應試的考場，其規模大小不一，但嚴密的關防、考試的小房間－

「號舍」狹窄侷促是普遍的特色，有關貢院的來龍去脈可參考科舉末代探花商衍 

鎏以及劉海峰二位的論述，75此不再細談。 

    綜上所述，明清兩代之科舉實為一脈相傳，有多處相似之處，最明顯的為：

需通過複雜的考試程式、且科舉各階段考試幾乎相同、兩朝使科舉成為國家最重

要的取士之途、皆科舉出於學校而使學校成為科舉附庸、皆以八股取士、有嚴密

的關防措施、舉人皆可授官、兩朝皆重進士等等。 

 

 

 

 

 

 

 

 

 

 

 

 

 

 

                                                 
75 參見商衍鎏著、商志橝校注，《清代科舉考試述錄及有關著作》，頁 51-63 中間附圖及其解釋。

以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3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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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廢除科舉制度的過程 

    如同前章所述，晚清廢除科舉並非一時之事，是由「改革到漸廢，最後到立

廢」的過程；其實清朝歷代皇帝，其在位時幾乎都有改革科舉的呼聲出現，而後

晚清西方勢力挾著船堅炮利而來，中國傳統士人體認了取才制度無以應付時勢，

於是有「廢」科舉議論出現，上述種種將於本節中作探討。 

 

壹、科舉改革初啼 

    此階段對改革科舉的倡議，不外乎是修訂考試內容，增加其他科別，或者是

建議廢八股文。最早有科舉改革議論是在康熙二年（1663），詔曰：「八股文章，

實於政事無涉，自今之後，將浮飾八股文章永行停止，惟於為國為民之策論中出

題考試。」禮部遵旨議覆，從甲辰（康熙三年，1664）科始，「鄉會考試停止八

股文，採用策、論、表、判」；76 但只「行止兩科（甲辰、丁未）而罷」。77 

    因禮部右侍郎黃機以為不考以經書出題的八股，無法衡量應考者的道德水

準，而聖賢之言將不傳，其云： 

 
制科向係三場，先用經書，使闡發聖賢之微旨，以觀其心術；次用策論，

　    使通達古今之事變，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論，減去一場，似太簡易。且   

不用經書為文，人將置聖賢之學於不講，請復三場舊制……。七年（1668）， 

復初制，仍用八股文。78 

     
　　迨乾隆三年（1738），又有左副都御使舒赫德奏請改科舉、廢八股，他認為： 

 
　 　 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良法。況積弊日深，僥倖日眾。……，

　    時文徒空言，不適於用，墨卷房行，輾轉抄襲，膚詞詭說，蔓衍支離，……，

　    表、判可預擬而得，答策隨題敷衍，無所發明，實不足以得人。應將考試 

條款改移更張，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79 

 
但舒赫德最終也未提出何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當時大學士鄂爾泰當政，

力持議駁，科舉制義得以不廢，禮部覆奏所持理由為：八股取士從明至清已經行

之有年，其所論者皆聖賢之言，且許多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也出於其中；而

                                                 
76 參見《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錄》（台北：華文，民 53），康熙二年八月條下，24。 
77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十五〈選舉三，文科〉，3172。 
78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十五〈選舉三，文科〉，3172。 
79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十五〈選舉三，文科〉，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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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判、論、策必須通曉古今、通達法令，此的確切於實用；況且連聖人不能

使立法之於無弊，重點在於因時而補救之，從三代出於學至漢出於郡縣吏，魏、

晉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歷朝歷代選才制皆有弊，所以科舉制非廢

除而是需革新。80 

    有清一代，君主與輔佐重臣並非不知科舉制義的流弊。如聖祖就一度下詔停

罷八股。歷代清帝也常有「士子多喜為剽竊蹖駁之詞」，文風、文體益見卑靡之

嘆，81如清高宗曾言：「制義所以代聖賢之言，雖古今時會不同，而中國語言相

沿未改，無難會意追求，乃今之所為時文，朕覽之多不能解」。82      

而對於學校淪為科舉附庸，官學生競相學習八股以應舉，且士子為了應試，

貪圖近功，只知讀所謂「時文選本」，而置經書史籍於不顧，高宗於乾隆四十四

年（1779）曾說：「昔制義者，止圖速化，……，無論經籍束之高閣，即先儒傳

註，亦不暇究心；浮詞俗調，撏撦求售，師以是教，弟以是學，舉子以是為揣摩，

試官及以是為去取」83。清廷雖也曾經禁止坊間選刻時文、表策和經史節本，如

順治十七年（1660）規定：「二、三場原以覘士子經濟，凡坊間有時務表策名色，

概行嚴禁」84。康熙九年（1670）又議准：「一應坊間私刻，嚴行禁止」85。 

乾隆二十九年（1764）再規定：「嗣後專習《禮記》生童，務須誦讀全書，

不得仍以刪本自欺滋誤。其現在坊閒（間）所刻刪本《禮記》，飭令地方官出示

銷毀，已經刷印者禁止販賣」86。又嘉慶二十年（1815）諭： 

 
士子研經稽古，於《五經》、《三傳》，自應誦讀全書，融鑄淹貫，發為文 

章，方足以覘學識，乃近多鈔撮類書，剿襲摭拾，冀圖詭遇，不可不嚴行

飭禁，嗣後坊間如有售賣刪本經傳，及鈔撮類書者，著該學政隨時查禁，

責令銷毀，如歲科考校生童等，有仍將此等類聯抄錄者，即擯棄不錄。87 

 
但上述歷朝皇帝的諭令似乎抵擋不了坊間印售科舉文字、士子貪圖近功的情

況，諷刺的是，禁止不了士子投機心態，清廷當局只好退而求其次編纂「官方範

本」，如乾隆元年（1736），高宗即令方苞選錄《四書》文： 

 

                                                 
80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十五，〈選舉三，文科〉，3173。 
81 參見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三十二，〈禮部：貢舉：試藝體裁〉，9。 
82 參見《清朝文獻通考》（清乾隆五十二年），卷五十二，〈選舉志六：舉士〉，乾隆四十四年下，

考 5344。台灣書局影印本。 
83 參見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三十二，〈禮部：貢舉：試藝體裁〉，10-11。 
84 參見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三十二，〈禮部：貢舉：試藝體裁〉，1。 
85 參見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三十二，〈禮部：貢舉：試藝體裁〉，1-2。 
86 參見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八十八，〈禮部：學校〉，16。 
87 參見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八十八，〈禮部：學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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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坊選之禁，垂諸功令，而大家名作，不得通行，士子無由睹斯文之炳　 

蔚，……，馴至先名家之風味，藐乎難尋……。今朕欲褒集有明及本朝諸

大家時藝，精選數百篇，……，以為舉業指南，學士方苞工於時文，著司

選文之事，務將入選之文，逐一批抉其精微奧窔之處，俾學者了然心目間，

用以拳服摹擬。88 

 
此階段清朝國勢尚盛，對於改科舉的議論則是多針對此制度本身的缺失所

發，但由上述可知，「改革科舉」仍未受到很大的重視。 

 

貳、科舉改革呼聲升高 

從鴉片戰爭到光緒十三年（1887），當時朝野對科舉改革的倡議又到了另一

階段，除了具體指出科舉的缺失之外，更提出相關因應之道，一些知識份子更是

留心於所謂的「經世之學」，如梁啟超所謂「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魏」。89 

魏源以為：「其造之試之也，專以無益之畫餅，無用之雕蟲，不識兵農禮樂

工虞士師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則又一人而遍責以六官之職，或一歲而遍歷四

方夷民之風俗，……，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90，所以他認為：「國家欲興

數百年之利弊，在綜核名實始，欲綜核名實，在士大夫舍楷法帖括，而討朝章、

討國故始，舍胥吏例案而圖訏謨、圖遠猶始」91，並且其另一著作《海國圖志》

中還建議在閩粵兩省「武試增設水師一科，有能造西洋戰艦、火輪舟、飛船、火

箭、水雷、奇器者，為科甲出身，……，分發沿海水師教習技藝」92。這些改革

的建議，今人認為無不從實際出發，頗切中時代要求，甚至促進了後來科舉改革

思想的啟發。93 

此時期科舉改革倡導者最有代表性的莫如馮桂芬，如同第一章所述，他是與

鴉片戰爭同年－道光庚子科（1840）的榜眼，從科舉入仕而批評此制度更是令人

注目，在其〈改科舉議〉中，提出當時科舉的流弊，並且應加深鄉試、會試、殿

試考試內容的難度，而其所謂難者，是指「要不外功令中之經解、古學、策問三

者而已。宜以經解為第一場，經學為主，……，以策論為第二場，史學為主，……，

                                                 
88 參見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三十二，〈禮部：貢舉：試藝體裁〉，5-6。 
89 參見梁啟超（清），《清代學術概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4。 
90 參見魏源（清），《魏源集》（上海：中華書局，1976），36-37。上海中華書局據古微堂原刻本

校刊。 
91 參見魏源（清），《魏源集》，〈聖武記．武事余記．兵制兵餉〉（台北：台灣中華書局，民 51），

23。上海中華書局據古微堂原刻本校刊。 
92 參見魏源（清），《海國圖志》，〈籌海篇三〉（長沙：岳麓書社，1998），29。 
93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頁 408。又參見金林祥︰《中國教育制度通史》，第六卷，

〈清代（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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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學為第三場，散文、駢體文、賦各體詩各一首」94，從中可看出馮桂芬欲廢

除八股文取士，且主張學生能自由發揮其思想、才學與心性。 

另外，馮桂芬在其〈採西學議〉中還主張為能「治洋器」者特設一科，以待

能人，並且在廣東、上海建立翻譯公所、聘西人教學外國語言文字，並同時聘內

地名師課以經、史、子、算學，於新學校學習優秀的學生則給予舉人甚至進士的

頭銜……等等，95總之，馮桂芬的建議應是考慮到當時中國的整體環境後所提出

的。 

類似馮桂芬的主張於此階段不斷地被提出，如同治八年（1869）丁日昌就提

出以強兵的角度改革科舉；96同治九年（1870）五月，英桂上奏：「水師之強弱，

以船砲為宗，船砲之巧拙，以算學為本，……，擬請特開算學一科，使家有其書，

人自為學」97；活躍於此階段的鄭觀應，於其《盛世危言》中，也有許多關於改

革科舉的主張，他認為科舉考試應分二科進行，首科考經史、時事策、判例案，

接下來便考西學，而西學「務須有裨實務，如鐵路之事、輪船之事、礦物之事、

郵政之事，以及機器、商務，……，皆可出題」98。 

此階段改革科舉的呼聲已經大出，且大都針對時弊提出若干建議，但可惜的

是當局者似乎不甚重視。 

 

參、科舉改革的推行 

    隨著英法聯軍之後洋務運動的開展，也代表著科舉改革的真正開始推動，光

緒十三年（1887），江南道監察御史陳琇瑩上奏將「算學」納入科舉的正途考試，

並根據考生的考試成績給予相應的科甲頭銜。99清政府基本上採納了這一建議，

科舉考試近代改革蓋發端於此。 

    同年十月，總理衙門奏請的〈議算學取士事〉，朝廷批准，並按照生員考試、

鄉試、會試而有不同的規定，首先是鄉試： 

 
于歲科試時，生監中有報考算學者，除正場仍試以四書經文、詩、策外，

其考試古場內，另出算學題目，果能通曉算法，即將原卷咨送總理各國事

務衙門覆勘注冊，俟鄉試之年，按冊咨取赴總理衙門，試以格物測算及機

器製造、水陣軍法、船炮水雷，或公法條約、各國史事諸題，擇其明通者，

                                                 
94 馮桂芬（清），《校邠廬抗議》，123-130。 
95 馮桂芬（清），《校邠廬抗議》，147-153。 
96 參見《清史列傳》（台北：中華書局，民 51）卷五十五〈丁日昌傳〉。 
97 參見《清史列傳》卷五十二〈英桂傳〉，11。 
98 參見鄭觀應（清），《盛世危言》卷一〈考試上〉（台灣：學術出版社，民 54），20。 
99 參見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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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送順天鄉試，不分滿、合、貝、皿等字號，如人數在二十名以上，統于

卷面加印算學字樣，與通場士子一同試以詩文策問，無庸另出算學題目。

其試卷由外廉另為一束，封送內廉，比照大省官卷之例，每於二十名額外

取中一名。但文理清通，即為合式，如並無清通之卷，任缺務濫，卷數雖

多，亦不得過三名，以示限制。100 

 

至於會試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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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上述措施代表著將近 1300 年科舉考試內容的傳統被打破，但若細看清廷的

規定，其算學錄取人數非常的少，且到了會試階段還必須與一般應試者一起競

爭，就此而言，被取中的機會更是微乎極微；就實際面來看，批准「算學取士」

後隔年的戊子鄉試，總理衙門將各省舉送的生監及同文館學生共計 32 名試以算

學，僅錄取舉人一名，而次年的恩科鄉試，參加算學科考試者只有 15 名，而沒

有任何一名取中，102由此看來，清朝政府此時並無積極改革科舉的意圖，另一方

面，隨著光緒二十年（1894）甲午一役對日的戰敗，中國已經從「師夷長技以制

夷」之夢逐漸甦醒。 

 

肆、科舉廢除之議漸起 

    甲午戰爭的失利，代表著洋務運動的失敗，但使得朝野對時勢更有一番深

思，於是也促使了改變的可能。翁同龢謂：「當此時變，不能不破格求才」103；

光緒二十一年（1895）十二月御史胡孚辰奏請設立官書局以選譯各國書籍、新報

並指授各種新學；光緒二十二年（1896）刑部左侍郎李端棻奏請於京師設大學堂、

各省、府、州、縣皆設學堂等等，德宗皆議准施行。104 

另於光緒二十三年（1897）十一月，貴州學政嚴修認為：「非有曠世非常之

特舉不能奔走乎群才，非有家喻戶曉之新章不能做乎興士氣」，於是乃奏請仿照

康熙乾隆年間博學宏詞科的方式設立「經濟特科」，且還列出六點具體意見。105此

意見為德宗所接受，乃於光緒二十三年（1897）十一月二十三日面諭軍機大臣交

總理各國事務衙門會同禮部妥議具奏。106總理衙門與禮部擬定詳細章程會奏於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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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參見同註 100。。 
102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415。 
103 參見梁啟超，《戊戌政變記》，第一篇，〈變法實情〉（台北：文海出版社，民 53），21。 
104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三百九十，頁 1-2，又卷四百二十，9。 
105 參見《皇朝道咸同光奏議》（上海：久敬齋石印本，清光緒壬寅(二十八年)秋），卷八，〈變法

篇：科舉〉。  
106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一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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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後，107德宗於光緒二十四年（1898）正月初六日即諭內閣：「國家造就人才，

但求有裨實用，本可不拘一格，該衙門所議特科歲科兩途，洵足以開風氣而廣登

進者照所請行」，並指示三點下令進行。108 

光緒二十四年（1898）二月二十六日諭：「各直省武鄉試自光緒二十六年

（1900）庚子科為始，會試自光緒二十七年（1901）辛丑科為始，童試自下屆為

始，一律改試槍砲，其默寫武經一場著即行裁去」。109從德宗接二連三的頒諭，

可知變科舉已經是不可變更的時勢。是年四月二十三日德宗發布有名的「更新國

是詔」110，更是連續規定了許多的變通措施：五月五日下令自庚子科（1900）始

「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律改試策論」111；初十日，

有「京師大學堂指日開辦」之諭；112二十二日諭令： 

 
　 　 將各省、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律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

　 校，至於學校等級，自應以省會之大書院為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為中等學，

　 州縣之書院為小學；皆頒給京師大學堂章程，令其仿照辦理。其他地方自

　 行捐辦之義學、社學等亦令一律中西兼習以廣造就。113 

 
六月一日從張之洞、陳寶箴之請，規定以後一切考試不得憑楷法之優劣定成 

績高下；114七月初三日則明令殿試過後不必再行朝考，一切考試詩賦亦停罷；115

七月二十七日更再規定自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的新政，各省督撫應「刊刻謄黃」迅

速辦理。116戊戌新政下的科舉制度已經變通許多，八股文的廢除似乎也使人們認

為科舉的罷廢，已經是必然的趨勢。 

上述新政雖因八月初六日的政變而中輟，大多未及施行，或遭停罷，117但新

政推行已是時勢潮流，難以抵擋。光緒二十七年（1901）七月十六日，因八國聯

軍進擊而挾德宗避難於西安的慈禧，在一片要求因時變通聲中，如兩江總督劉坤

一與湖廣總督張之洞所上之〈籌議變通政治疏〉提出：「設文武學堂、酌量減少

文科取士之額並增加學堂學生人數、停罷武科、獎勵出洋遊學」等四大點，118慈

                                                 
107 參見《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八，〈變法篇：科舉〉。 
108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一四，5。 
109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一五，16。 
110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一八，15。 
111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一九，5-6。  
112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一九，8。 
113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二 O，9。 
114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二一，1。 
115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二三，1。 
116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二五，13-14。 
117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二六，10。 
118 參見《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八，〈變法篇：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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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下詔自明年（光緒二十八年）起，「廢八股改以經義、時務策問試士，並且停

罷科舉武科」，119至此，盛行明清兩代五百餘年的八股文取士，終於將自光緒二

十八年（1902）廢止。 

光緒二十九（1903）年三月，署兩江總督張之洞與直隸總督袁世凱又上奏，

明白表示科舉必須廢除，並提出了科舉廢止後舊日舉貢生員出路的解決辦法，120

當時有給事中潘慶瀾持反對態度，121於是張之洞又與張百熙、榮慶於十一月二十

六日聯奏廢科舉的必要，慈禧太后終於在當日接受了停罷提議，但是廢科舉時間

是自丙午科（光緒三十二年，西元 1906 年）開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省學額按

照「分三次減盡」的方式，所以就此而言，科舉離正式停廢還有十年時間之久。

122 
正當以十年的時間，以刪減生員員額的方式之際，光緒三十一年（1905）八

月，直隸總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洞、署兩江總督周馥、署

兩廣總督岑春煊以及湖南巡撫端方等多位封疆大吏，卻又再次上奏立即廢科舉，

其所持理由為： 

 
科舉一日不停，士人皆有僥倖得第之心，……，民間更相率觀望，私立學 

堂者絕少，非公家財力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縱使科舉立 

停學校遍設，亦必須十數年後人才始盛，如再遲至十年甫停科舉，學堂有 

遷延之勢，人才非急切可求，又必須二十餘年後始得多士之用。123 

 
當日，慈禧太后諭內閣自丙午科始（即光緒三十二年）所有鄉會試一律停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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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以前舉、貢、生員，分別量予出路，及其餘各條，均著照所請辦理。124 

 
這表示綿長的中國取士傳統，終於結束。由於丙午年（1906）並非大比之年，

因此實際上最後一次鄉試是在光緒二十九年（1903），最後一次會試是於光緒三

十年（1904）；於是此延續 1300 年的取士制度，終於走入歷史。 

 

                                                 
119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七）》，卷四八五，13-14。  
120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七）》，卷五一二，8。 
121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五一二，16-17。 
122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五二三，19-20。 
123 參見許同莘編，《張文襄公年譜》（台北：台灣商務，民 58），卷九，〈請立停科舉以廣學校並 
　  妥籌辦法摺〉192。 
124 參見《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五四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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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科舉制度廢除的因素 

    科舉制度於清代是由改革、漸廢到立廢的進程，尤其在道光年間鴉片戰爭爆

發後，短短 36 年間「改、廢」科舉之聲在朝在野間此起彼落，二十世紀初期數

位封疆大吏更是似乎以廢科舉為首要之務，故本節主要探討科舉制度施行 1300

年後，為何會遭受停廢的因素，至於能讓科舉延續 1300 年的原因，如同前章所

述，此並不在本研究範圍，故只會在開頭稍稍介紹。而影響科舉制度廢除的原因，

將略分為「科舉制度本身流弊」以及「時勢所趨」等兩點，敘述如下： 

 

壹、科舉制度本身的流弊 

    如同前述，清代皆有對科舉制度發出改革的聲音，可見科舉制度施行了千年

後，弊端已於清代顯現無疑；然而為何科舉還能一直從清初延續到清末呢？ 

王德昭有以下四點看法：（一）於清代專制統治下，科舉為當時政治社會造

就一統治階層，而此統治階層是由公開的考試產生的，並由皇帝給予其權力，服

官從政名義上也是替皇帝服務，因此科舉制度能幫助專制統治更鞏固；（二）舊

政治社會所賴以維繫的倫常綱紀，亦即儒家經典所講求的禮法，明清兩代都納入

考試範圍中，尤有甚者，又有「欽定教材」的發行於世（如：《欽定四書文》），

士子為了考試必定將讀這些書，於是統治者就達到了「化民成俗」的目的；（三）

由於科舉考試形式上係公開的競爭，因此除去若干可見的限制外，如少數階層人

民不得應考，科舉制度確實提供了社會上下階層間流動的可行性，社會階層的流

動使傳統社會統治階層的成分不斷更新，有助於社會和政治的穩定，如康有為於

甲午戰後一年上書變法，就說：「明以科舉取士，以年勞累官，……，國朝因用

明制，故數百年來大臣重鎮，不聞他變；天下雖大，戢戢奉法，而文網頗疏，取

民極薄，小民不知不識，樂善嬉生。此其收效，中古所無也」125；（四）科舉制

度的確也曾選取出良才，如鄂爾泰云：「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不出乎

其中」126，在社會無更大的衝擊且沒有具體的改變措施前，科舉也就因此一直沿

用下來。127 

科舉制度最常被批評的就是其以「八股取士」，如前引的清聖祖、舒赫德的

言論，都認為八股取士使學生流於空言，而士子甚至只走捷徑，只讀所謂的「時

文選本」，連《四書》、《五經》都棄而不用，就此而言，如果先不論「化民成俗」

其背後真正目的為何，那麼以八股取士，其原本讀聖人之言、學聖人之事、以行

                                                 
125 參見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收錄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論集》上冊（北京：中華 

書局，1981），158。 
126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十五，選舉三，〈文科〉，3173。 
127 參見王德昭，《清代科舉制度研究》，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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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的功能，如劭懿辰〈儀宋堂後記〉云：「向使漢不以經術取人，明不以制藝

試士，雖聖賢精神與天地相憑依，必不至歸於泯滅無有，然亦安能家喻戶曉、焯

然如今之盛耶？」128上述目的都可能失去，而變成了純為應付考試的工具。 

又如薛福成所言：「陳文委積，剿說相仍，而真意漸汩，取士者，束以程式

工拙不甚相遠，而黜陟益以而難憑，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經史實學於不問，競

相取近科闈末，摩擬剽竊以弋科第」129。 

然而，科舉並非只考「八股」，如前所述，士子仍須考「表、判、論、策」，

八股試士只是出現在首場，那為何成為時人所議「斷不可復以之取士」，130形成

「敗壞人才，莫此為甚！」131，甚至從中舉者會如薛福成所言：「前歲中式舉人

徐景春，至不知《公羊傳》為何書」132，其原因莫過於替高宗編《時文選本》的

方苞所言： 

 
八股工作，較策、論、詩、賦為尤難，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

　  理，故溺人尤深，有好之老死不倦者焉。於寓居金陵，燕、晉、楚、越、 

中州之士，往往徒步千里已從余游，余每深顰太息。133 

 
習八股實在太難，甚至有人不辭千里拜師學習，也因此常常會耗盡許 

多人一生的精力，既習得八股後，便「為科舉之知，及其既得，則以為學者之事

終」134，而「此施於一統閉關之世則可」135，而於兵馬倥傯、內憂外患不斷的清

季，則就行不通，如鄭觀應所云：「中國文士專尚制藝，即本國之風土、人情、

兵情……，夫以八股為正途，別學為異端，……，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天

下之無謂至斯極矣」136。 

　  另外到了清末，八股已經考了近五百年，八股文年復一日以《四書》、《五經》

命題，主考官為避免試題重複，以防舉子猜題，有時會出一些怪、偏題目，尤其

是在童試階段更常有「截搭題」等無法測出考生程度的怪題出現，而考生為標新

                                                 
128 參見劭懿辰，〈儀宋堂後記〉，收錄於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台北：文海，民 61），

卷四，〈學術四〉，89。此書為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史料叢刊》第七十五輯。 
129 參見薛福成，〈治平六策〉，收錄於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二，〈治體三：治法上〉，

6。 
130 參見馮桂芬，《校邠廬抗議》，〈改科舉議〉，147-153。 
131 參見汪廷珍，〈學約五則〉，收錄於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學術四：法語〉，15。 
132 參見薛福成，〈治平六策〉，收錄於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二，〈治體三：治法上〉，

6。 
133 參見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台北：文海，民 59），卷四，〈何景恒遺文序〉。此

書為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史料叢刊》第五十二輯。 
134 轉引自姚翠蕙，《方望溪文學研究》（台北，文史哲：1988），127。 
135 參見康有為，〈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論摺〉，收錄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論集》上冊，

269。 
136 參見鄭觀應，《盛世危言》（台北：學術出版社，民 54），卷一，〈考試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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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異以新考官耳目，作文也常尋找一些僻書字句來競炫新奇，137正如龔自珍所

說：「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獵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

海，《四書》文祿士，五百年矣；士祿於《四書》文，數萬輩矣，既窮既極」138。

八股既耗費時間又無法用於當代，也無怪乎遭人詬病。 

    眾所周知，傳統社會要通過科舉考試是相當困難的，如張仲禮研究，太平天

國後，有科舉身分的人數，只約佔全國人口的 0.24％。139但士子一朝步上青雲，

則有顯達機會，如陳康祺於同、光年間敘述翁心存的境遇，曾言及：「翁文端公

年二十四歲時，猶一貧諸生也，……，當公為此詩，豈自料兩朝宰相、再世帝師、

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功名福澤，為本朝希有人物哉」140。 

    士子為了登科，必定有某些人會無所不用其極，察看正史就可得知有清一

代，幾乎每朝都有科場舞弊案的發生，141而清政府為了防堵舞弊等事發生，亦規

定了許多嚴密的關防，如禮部所編《欽定科場條例》中從卷二十八到卷三十四都

是有關「關防」之記載。142另於《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中從卷三百四十到卷三百

四十七，亦記載了相關規定，143這也許代表著清政府致力於使考試能得到公平，

但從另一角度言之，如果一種考試其形式與內容都規定得如此嚴格，尚有這麼多

科場弊案發生，那表示著士風可能已經非常低下；況嚴格的規定可能也會束縛著

人民的思想與聰明，甚至間接導致僵化與腐敗，於此也可看出科舉急需改革。 

    另外，科舉還有一令人詬病之處，就是此制度所取之士可能不識世務，於是

不得不任用幕僚書吏，然幕僚書吏卻常常蠹政害民，如時臣孫鼎臣所言： 

 
科舉取士，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為科舉之文而已。道德性命之理，

　  古今治亂之體，朝廷禮樂之制，兵刑、財賦、河渠、邊塞之利病，皆以為   

無予於己，而漠不關其心。及夫授之以官，畀之以政，懵然於中而無以應， 

則拱手而聽胥吏之為。144 

 
當然一定也有愛主愛民的胥吏，但如游百川所言： 

 
                                                 
137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403。 
138 轉引自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402。 
139 參見張仲禮，《中國紳士》，100。 
140 參見陳康祺（清），《郎潛紀聞》卷二，收於《筆記小說大觀》（台北：新興書局，民 68）正

編，第九冊，5608。 
141 參見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十五，〈選舉三，文科〉，3176-9。 
142 參見《欽定科場條例》，卷二十八至卷三十四。收錄於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史料叢刊三編第

四十六輯。 
143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四十至卷三百四十七。 
144 參見孫鼎臣（清），〈論治二〉，載盛康（清）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六十六，〈禮政：貢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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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建官立政，額設府吏胥徒，藉資辦公，不過取其執簿書、供奔走而已。

乃自若輩盤踞把持，遂成積重難返之勢。論者謂天下大權歸胥吏，此誠沈痼之

疾，不能劇除，而實不可不除者也。145 

 
    故光緒二十七年（1901）四月，慈禧的下詔變法項目之一便是要革除胥吏之

弊，在裁汰六部書吏的諭旨中，如此說：「夫蠹吏盜權，人之所知，……，而積

久不去者，其故有二：一則司員不習公事，奉吏如師；一則貪劣之員，勾結蠹書，

分財舞弊」。146 

    清代應試者若從童生一路到進士，最多需經過十次考試，而到了道光二十三

年（1843），確定了鄉、會試覆試之後，完整的科舉程序更到達了十二場（參見

表 2-1），由張仲禮的研究中，生員中試平均年紀為二十四歲、舉人三十一歲、進

士三十三歲，清季知識份子平均壽命約為六十歲。147表面上這樣的年紀分佈似乎

合理，但如同上述，科舉中試比例相當低，與真正能進入仕途而平步青雲者相比

之下，不知有多少士子的寶貴生命與財富消耗於這十到十二場的考試中？清代雖

對科舉累試不第者施行所謂「大挑、副榜」148，但其畢竟屬少數，且所任皆是品

級較低的官職。 

 
　 　 　 　 　  

表 2-1  清代科舉考試程序 

出身 科類 

翰林院散館考 

朝考 進士 
殿試 

會試覆試 
貢士 

會試 

鄉試覆試 
舉人 

鄉試 

                                                 
145 參見游百川（清），〈請懲治貪殘吏胥疏〉，載盛康（清）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八，

〈吏政：吏胥〉，46。 
146 參見《大清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八二，5-6。 
147 參見張仲禮，《中國紳士》，93、125、121、93-94。 
148 參見崑岡（清），《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三百五十三，〈禮部：貢舉：舉人大挑〉、卷三百八

十五，〈禮部：學校：副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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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試 
生員 

歲試 

院試 

府試 童生 
縣試 

　 　 　 　 　 資料來源：請參閱本章第二節敘述科舉制度之部份。 

　 　 　 　 　 　 說明：進士參加朝考後，依成績除授，成績最佳之數名 

　 　 　 　 　 　 　 　 留館任庶吉士，而後庶吉士在參加翰林院散館考， 

　 　 　 　 　 　 　 　 故最後一項考試翰林院散館考僅任庶吉士接受考核。 

 
     科舉累試不第，考不上還得再常常進入環境不佳的貢院，可真是苦不堪言；

雍正癸丑科（雍正十一年，西元 1733 年）進士陳祖範於未中試時曾做別號舍文，

形容於屢試不第、於號舍中的情況： 

 
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鱗次，萬屋一式，其名曰號，……，於入此舍，

　 　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貯備，……，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為何？  

爽塏正直，坐肱可橫，立頸不側，名曰老號，人失我得，……，其戚為何？ 

厥途孔多，一約底號，糞溷之窩，過猶唾之，寢處則那，……，誰能逐臭？ 

搖筆而哦。一曰小號，廣不容席，檐其於眉，強逼於跖，……，一曰蓆號， 

上雨旁風，架構綿絡，藩籬其中，……，凡此三號，魑魅所守；余在舉場， 

十遇八九；黑髮為白，韶顏變髮。149 

 
《聊齋誌異》作者蒲松齡也是久困科場之人，其論鄉試時士子的辛苦與落第

後的心態，更是窮形盡致： 

 
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吏罵似囚；其歸 

號舍也，孔孔伸頸，房房露腳，似邱末枝冷蜂；其出闈場也，神情惝怳， 

天地異色，似出籠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經，……，行坐難安，……， 

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神情猝變，嗒然若死，……，初失志， 

心灰意敗……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養，遂似破卵之鳩，只得銜 

木營巢，從新另抱矣。150 

 
                                                 
149 轉引自商衍鎏著、商志橝校注，《清代科舉考試述錄及有關著作》，326-327。 
150 參見蒲松齡（清），《聊齋誌異》（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九，〈王子安〉「異史氏曰」，1240。

此版為鑄雪齋抄本，據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年影印本重新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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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累人之重由此可見，而所取之士也不見得用於當世，也無怪乎清季採

取廢除科舉的激烈態度。事實上，若干明末大儒即提出改革科舉與八股的主張。

如認為「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的黃宗羲，曾提出「寬于取士、嚴于

用士」的改革科舉方法，寬于取士即是「科舉、薦舉、太學、任子、郡縣佐、

辟召、絕學者、上書者」等各種取士方法並用；嚴于用士即是增加考試內容，

包括經學、理學、史學、諸子之學及時務策等。151另顧炎武也曾提出改革八股

取士制度，他認為士人需能貫通諸經，各舉眾說而不限於一家所言，且能表達

己意。152由上述可知，科舉八股之弊實由來已久，而此也表示科舉走向廢除的

必然性。 

 

貳、時勢所趨導致科舉停廢 

    鴉片戰爭過後，中國面臨前所未有的變局，中國見識到原有知識並不足以應

付各大強國，於是有類似馮桂芬、魏源等人的倡議改革科舉、加考西學，然而如

本章第一節所言，中國從鴉片戰爭後就進入了多事之秋，雖有同、光年間的洋務

運動，但與各國對峙卻一直處於下風。甲午戰後，見到原本蕞爾小國，自明治維

新後突然搖身一變，而能與西方列強抗衡，並且還打敗了自己，更使得中國謀求

徹底的改革，「師夷長技以治夷」的夢已醒，改革必須是全面性，必須從根著手，

甚至動搖到舊中國的文化根本－儒家思想，而考校儒家經典的科舉，也就理所當

然的納入改變範圍。另一方面，科舉制度所培養的人才，又無法應付這前所未有

的變動，於是另尋取士之法的倡議也就應運而生。 

    人才需要，及考試內容，常因時代的需求不同，而有所改變，以清季而言，

最主要的原因仍是西方勢力來臨，西強東弱，中西之間似乎瞬間有了「比較」的

基準點，康有為對此做一評論：「若使地球未闢，泰西不來，縱率由舊章可也」，

而「無如大地忽通，強敵環逼，士知詩文而不通中外，故錮塞聰明，而才不足用

也」，153康有為所說的便是西潮迫近，於是國家處境大變，要求新人才以應付新

環境的需要。 

甲午戰後，德宗下令廣設新式學堂，開經濟特科，表示科舉制度已經逐漸喪

失功能，戊戌新政時期對科舉的改革，雖遭到慈禧太后的反對而作罷，但如前所

述，許多政策於日後皆繼續施行。且光緒二十六年（1900）庚子之亂後，改革聲

浪又起，如前述兩江總督劉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洞所上之〈籌議變通政治疏〉提

出：「設文武學堂、酌量減少文科取士之額並增加學堂學生人數、停罷武科、獎

                                                 
151 參見黃宗羲（明），《明夷待訪錄》（台北：商務，民 45），〈取士下〉。 
152 參見顧炎武（明），《日知錄集釋》（番禺陳璞刊行,清同治 8 年），卷十八，〈擬題〉。 
153 參見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收錄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論集》上冊，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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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出洋遊學」等四大點，從第二點逐漸減少文科取士之額以及第三點停罷武科

中，就可看出科舉已經走向廢除之途。接著慈禧再下詔從光緒二十八年（1902）

起，罷八股取士；而始廢八股的該年十一月二十六日張之洞又與張百熙、榮慶聯

奏廢科舉的必要，慈禧太后在當日接受停罷之議，至此科舉的停廢終於是確定，

時間定在自丙午科（光緒三十二年，西元 1906 年）開始，以三次鄉、會試遞減

天下生員的員額。但是，如前提及，光緒三十一年（1905）八月初四日，直隸總

督袁世凱等多位封疆大吏再次奏請立即廢科舉，於是光緒三十年（1904）的甲辰

科是科舉的最後一次登場，但所謂以十年時間疏散員額的計畫卻闕如。 

以光緒二十八年張之洞等人的上奏內容來看，照理而言，他們並非不知天下

生員為數眾多，必須疏散的必要，但仍於光緒三十一年（1905）上奏立停科舉，

其原因除其奏疏所言，科舉不除，士人大都觀望不前往西式新學堂就讀，而就前

章所舉蔣夢麟所言，事實似乎也是如此，若再以十年時間做緩衝，那麼人才也將

再晚十年才能為國家所用；另外，同前章所述，發生於中國領土內的日俄戰爭，

清政府採取中立的態度使得朝臣感到屈辱，因此認為國家極需改革。 

    另外，何懷宏認為，倡議廢科舉者的背景也是影響著停罷科舉能確定實行的

因素之一，如張之洞、袁世凱等人，他們並非是新入朝的新科進士，而是久居要

職的朝廷官員，其影響力自然大，甚至一呼即應；另外，主張廢科者的思想原本

就較進步，如袁世凱，又是守護京師地區的直隸總督，與保守者相較之下，更是

能影響朝廷視聽；上述種種，皆直接間接促使科舉於當時立刻遭到廢除。154當時

對朝廷影響力也很大的反對者王文韶因剛出樞垣，無法對廢科舉之議加以阻擋，

張之洞、袁世凱、端方等人認為時機不可失，故而倡立停科舉，如《清史列傳》

卷六十四〈王文韶〉傳如此記載：「文韶退出軍機之後二月，停罷科舉之詔下，

知文韶在直時持異議」155，所以清季大臣間的權力鬥爭，也有利於往廢科舉方向

的發展，反對八股最激烈的徐桐、剛毅及趙舒翹或自殺、或被處死，而主張改革

科舉的大臣，如劉坤一、張之洞、袁世凱、盛宣懷、端方、趙爾巽等人相對地因

匡扶大局受賞或者提升。156 

    傅吾康認為，科舉於 1905 年遭到立廢的命運，可能也是受到列強的壓力刺

激，因為 1901 年簽訂的〈辛丑和約〉第二款規定：「停止外人被戕害地區的科舉

考試五年」157，這些地區包括重要的順天府、天津府、保定府、山西太原府、東

三省盛京等地區，雖說這些地區的考試多易地舉行，但列強的壓力的確是科舉立

                                                 
154 參見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歷史的一種社會學闡釋》，401。 
155 參見《清史列傳》，卷六十四，〈王文韶傳〉，16。 
156 參見劉海峰、李兵，《中國科舉史》，428。 
157 參見《大清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錄》，卷四八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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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被停的動機之一。158 

綜上所述，科舉於清末遭到廢除，有其主客觀的因素，科舉本身已經僵化是

之一，而遭到西力衝擊，不符時勢所需為其二，而以第二點為最主要；然而，科

舉即廢之後，全國生員、舉人及進士將何去何從，以及廢科舉之後是否達到原本

以新人才為用的目的？這將是最重要、最需面對的問題。 

                                                 
158 參見 Franke Wolfgang.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6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