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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累 科 舉

●  何懷宏

不論從發展的總趨勢

而言，還是從其在一

個王朝內的發展趨勢

而言，科舉似乎都有

一種越來越累人的傾

向。但是，「累人」可

能是由於「人累」。

科舉累人與人累科舉

本文試圖描述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持久存在的一種內在困窘，並特別指

出一個使其屢陷困境、卻往往被人忽

視（或者說是過於明顯以致令人視若

無睹）的關鍵因素。

人們常常從國家社會、力量效率

的角度批評科舉制度所造成的弊害，

我們現在想轉而從個人生活、各展其

才、能否滿意遂願的角度來觀察其困

境。人們早就指出，不論從科舉發展

的總趨勢而言，還是從其在一個王朝

內的發展趨勢而言，它似乎都有一種

越來越累人的傾向，平均而論，士子

在其上花費的精力越來越多，消耗的

生命越來越長，然而卻還是越來越難

於中試，以致常常使相當多不乏聰明

才智的人不能盡早結束這一事業，而

不得不把自己最寶貴的年華，殫心竭

力於並不實用的應試詩文之上，而不

能在其他可能於自己較有益，自己也

更情願的方面——例如具獨創性的文

學創作、廣博艱深的學術研究、建功

立業的政治活動等——求得發展。有

許多士子連考許多次都不能考中，或

考中已是晚年精力衰竭之時，這ï對

許多人來說當然有一個對自己才能的

估計問題，但也還有似為「命運」的偶

然因素在起作用，因而一些相當有才

者也不例外地科場蹭蹬、難得科名，

如姜宸英年73、查慎行年54、沈德潛

年68方成進士，張謇也經歷了35年到

42歲方成進士，參加考試數十次，僅

在考場ï就呆了180天1。

但是，如果我們繼續追究一下這

個問題：科舉累人又是甚麼原因引起

的呢？為甚麼看似不可解的「命運」偶

然性會越來越起作用呢？在這後面是

否還有一種可以合理解釋的因素呢？

我們就會發現，「累人」可能又還是由

於「人累」，正是人們越來越廣泛、越

來越魚龍混雜地奔赴考場，就不能不

造成一種撲朔迷離、猶如投籌一般的

「命運」。

朱子有一段話說：「非是科舉累

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

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為文以應之，



108 人文天地 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

也。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也不免

應舉，然豈能累孔子也？」2朱子在這

ï所強調的是一種個人對待科舉的態

度，即如果「得失置之度外」，則不會

為其所累，而如果患得患失，才會為

其所累，即累的是「人心」。然而，我

們想，「人累科舉」也許還可以引伸來

進一步說明科舉之所以累人的客觀原

因3。

從理論上說，參加科舉考試的人

越多越好，面越廣越好，如此國家才

越有可能選拔到最好、最優秀的人

才；而從社會的角度也是與試者越

多，機會越廣大，才越有可能使「野

無遺賢」，使個人能「物盡其用、人盡

其才」。但是，一個國家、尤其一個

像中國那樣古典形態的「國家」所需的

官員又非常之少，這樣，在門ï與門

外，入口與出口之間就始終存在¡一

種緊張，科舉制度就要承受越來越多

的報考者的壓力。印刷術的發達、文

化教育的擴展，不斷使甚至窮鄉僻壤

的子弟也有了報考的可能；而另一方

面，生存的壓力、官府特權的壓迫，

又不斷迫使普通平民試圖通過求富貴

來「保身家」4。尤其在一個朝代晚期

人口壓力日重、生計日蹙、「四民皆

溢」的情況下，應科舉就成為不僅是

一條出人頭地之路，而且也是一條逃

離凍餒死亡的生路了。何況，獲得功

名之後的美妙前程，始終是一個巨大

的誘惑，所以，不僅確有文學與政治

才華的人會想走這條路，各種素質、

各種才能的人也都會擠上這條路，包

括一些具有冒險氣質、投機心理乃至

痞子性格的人，舞弊現象就可能越來

越嚴重，而使整個士人隊伍都降低人

格，接受不僅非士子，甚至非人的待

遇（如搜查、臭號等）。考試內容的越

來越程式化，以及它不能不帶有的如

投籌般的各種偶然性，使各種品行頗

卑，才能頗低者，尤其是一些除八股

外一無所知的學究也能夠得中，若干

年後，這些人可能又再充考官，文

風、士風就漸漸產生某些變異而日

下。

所以，科舉不僅為人口數量所

累，遭受巨大的總人口增加的絕對壓

力和報考人數增加的相對壓力；科舉

還為人的素質所累，它本來是一種選

拔英才的精英性質的活動，卻不可避

免地要越來越「世俗化」，雖然常有英

才出於其間，但中才、乃至庸才在考

生和考官之間的反覆循環，卻越來越

從理論上說，參加科

舉考試的人越多，才

越有可能使「野無遺

賢」。但是，像中國

那樣古典形態的「國

家」所需的官員又非

常之少，這樣，科舉

制度就要承受越來越

多的報考者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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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之人獲雋，因為這些人實在太多

了。

由此，我們將抽演出一些用來在

後面進行分析的範疇，首先是「人

累」，而「人累」又區分為「量累」與

「質累」。「量累」又可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由總人口數量增加所形成的對科

舉制度的「絕對壓力」；一是由應考

者人數增加所形成的對科舉制度的

「相對壓力」。而「質累」也可分為兩

個方面：即分別由才能之異、品質

之異所造成的「質累」。我們當然不會

認定這就是導致古代科舉陷入困境

的唯一原因或唯一重要的原因，但

它至少是一個一向被人忽視的關鍵

因素。

或說何種制度之起不是由人所

創，何種制度之衰又不是為人所累？

這樣，說「人累」不就等於甚麼也沒

說？然而此處所說的「人累」卻有其特

定涵義，是與古代中國的科舉本身的

性質有關。古代科舉本質上是一種選

拔少數精英、使他們居於社會政治高

位的制度結構，它所尋求的是才智與

道德水平均須相當地高於社會水平線

的人才，所以他們在任何一個社會中

都只能是少數，而從最後處於權威地

位的必是少數的社會功能而言，他們

也必須是少數，它不同於那種需要並

鼓勵人們廣泛參與的制度活動（如經

濟活動、大眾民主），相反，它必須

保證某種優質少量才能順利運作。因

此，對於科舉來說，有時僅僅數量的

某些變化就有可能使其受到拖累，乃

至陷入困境。

人之量累

我們可以先由以下一些統計數字

約略觀察到人口增長對科舉客觀上構

成的一種「絕對壓力」。由於其他科目

以及舉人以下功名的數字難於取得，

我們僅看歷朝錄取進士數在全國總人

口中所佔比重5。

由下表可看出，唐代雖行科舉，

但進士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極小，基

本上還是一個貴冑社會，或如陳寅恪

所言，是一個有賴於門第的舊貴族與

借助於科舉的新貴族並存及相爭的社

會。在兩宋則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變

化。宋代考試行糊名、譽錄、鎖院

等，取士全然不問門第，士大夫多出

草野，貴族就無論新舊而皆消亡，社

會漸轉成一個完全的科舉社會了。然

錄取進士
在總人口中

朝代 　　　年　份  總人口 　　錄取進士數 所佔比重  　

唐 開元二十年（732） 4,543萬 24（逐年） 0.000053%

北宋 大觀三年（1109） 4,673萬 685（三年一科，下同） 0.000489%

南宋 嘉定十六年（1223） 2,832萬 550 0.000647%

元 至元二十七年（1290） 5,883萬 50（1315年之科） 0.000028%

明 洪武二十六年（1393） 6,055萬 100（1394年之科） 0.000055%

清 嘉慶二十五年（1820） 26,428萬 246 0.000031%

歷朝總人口與錄取進士數之比例

宋代取士全然不問門

第，士大夫多出草

野，貴族就無論新舊

而皆消亡，社會漸轉

成一個完全的科舉社

會了。然而，由此所

造成的對社會的攪

動、人口的遞增及普

遍期望值的提高，反

過來又加重了對科舉

本身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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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遞增及普遍期望值的提高，反過

來又加重了對科舉本身的壓力。宋代

錄取進士數大為增加，達到了一個最

高峰，明代則減少，而清代略增，但

清代中葉以後，人口已比明代、宋代

增加了數倍。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其主導價

值系統內一直存在¡一種矛盾：一方

面，它主張「慎終追遠」，尊敬祖先，

孝順父母，而又以「不孝有三，無後

為大」，提倡多子多福；另一方面，

它又不以生產力迅猛發展與財富的大

量增加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而是重

義輕利，重農抑商。這樣，迅速增長

的人口與相對萎縮的生產業的矛盾就

相當突出，而歷史上一治一亂的反覆

循環也與此大有關係。

人口因素首先影響到社會的物質

生產方式及生活水平。傅築夫認為：

人口壓力使中國歷史上早期的土地公

有變為「計口授田」的井田制，然後又

使授田與休耕的井田制亦不再可

能6。為了應付人口壓力，中國歷史

上後期的地產實際上劃分得越來越

小，農民小土地所有制廣泛存在7，

農業生產也日趨精耕細作的集約化。

然而，即便加上如洪亮吉（1746-1809）

所謂「水旱疾疫」之「天地調劑之法」，

以及「使野無閒田、民無剩力、疆土

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

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

其兼併」等「君相調劑之法」，也難於

解決承平日久條件下人口劇增的難

題，所以洪亮吉說其深為「治平之民

慮也」8。洪亮吉說，按五十年以前物

價計算，當時一人食力約可養十人，

而「今則不然，為農者十倍於前而田

不加增，為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

增，為士者十倍於前而傭書授徒之館

不加增」，「何況戶口既十倍於前，則

游手好閒者更數十倍於前，此數十倍

之游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

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9。

人口壓力造成的生計壓迫使人紛

紛棄農而從事他業乃至無業，以上洪

亮吉所言數字或不精確，但這一趨勢

卻是確鑿無疑的。如果說高官富貴之

誘惑，尚因其隔如天塹等各種原因而

尚不易成為大多數人心中的動機的

話，生存下去還是坐以待斃的壓力卻

幾可以使人們走向一切可以自救自存

的出路，而在這些出路中，科舉無疑

又是最具吸引力的。所以，凡是略微

能學、能文的，都有可能蜂湧走上此

途。顧亭林曾說明末50萬生員中，大

部分都只是為了「保身家」而已，因為

考上生員不僅可以免死、免役，還可

以免去一些官府的壓迫和欺凌。而如

此大量湧入科舉一途的結果就是使科

舉發生了性質上的變異，人口壓力不

僅影響到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這往

往受到重視），也將影響到人們的精

神生活水準（這往往不易為人注意）。

物質資源匱乏最終也將使精神資源貧

困。總之，由於生計的逼迫，人口的

劇增不僅會加重對科舉的絕對壓力，

也會同時加劇對科舉的相對壓力，不

僅使報考人的絕對人數、也使其在人

口中的比重增加。

人口對科舉的相對壓力因時間、

地域的差異呈現不平衡的狀況，總的

說，是戰亂甫平，王朝初建時壓力較

輕，朝廷有時甚至採取措施不惜降低

標準，提高出身之任官標準來吸引人

們，而當承平日久，人口蕃生，壓力

越來越大就改而嚴立標準。如《新唐

書》卷四十五〈選舉志下〉載：「初，武

顧亭林曾說明末50萬

生員中，大部分都只

是為了「保身家」而

已，因為考上生員不

僅可以免死、免役，

還可以免去一些官府

的壓迫和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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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員。有司移符州縣，課人赴調，

遠方或賜衣續食，猶辭不行。至則授

用，無所黜退。不數年，求者甚多，

亦頗加簡汰。」

在地域方面，則是文風愈盛的地

方報考人愈多而額愈顯少，乾隆二十

六年（1761）上諭提及：四川之直隸茂

州及所屬保縣，直隸松潘廳、寧遠府

之越雋p等處，均屬邊僥地瘠，向學

寥寥，而取進額數，茂州、保縣各十

二名，松潘、越雋各八名，人少額

寬；至直隸資州、直隸眉州、直隸達

州之新寧縣等處，應考童生自七八百

至千餘名不等，而取進額數，資州八

名，眉州十名，新寧四名，人多額

少，較之茂州等處，不無偏枯。湖南

瀏陽考文生員的童生通常為2,000人，

而學額僅12人，但在安鄉考生雖剛過

2 0 0人，學額卻有1 5個。在河南南

陽，十九世紀初每次有將近2,000名考

生競爭16個文生員和16個武生員學

額。廣東南海、番禺兩縣，道光十二

年（1832）有考生2,000名以上，而據說

附近香山縣還不足其半數。道光十三

年（1833）在廣州舉行的一次府試中，

據說所屬七縣有2.5萬名考生應試。道

光十五年（1835），學政在廣州主持一

次院試，據說參加者達五千至六千

人，而江蘇蘇州府舉行的一次院試竟

有約萬名考生bk。

清代決定生員錄取的院試一般每

三年舉行兩次，每次院試錄取名額，

順治十五年（1658）定大府學為20名，

大州、縣學15名，小州、縣學4-5名。

後中、小官學名額有增加，報考人與

錄取數之比平均約為100：1。太平天

國前夕，全國1,741所官學每次院試錄

取名額為25,089名。張仲禮估計在太

平天國前夕，全國文生員約53萬人、

武生員約21萬人，合計約74萬人，約

佔全國總人口（道光二十二年〔1842〕

戶部統計數40,230萬）的0.18%bl。

鄉、會試均三年一次（但有時增

加恩科），全國鄉試的舉人名額，順

治二年（1 6 4 5）為1 , 4 2 8名，十七年

（1 6 6 0）為7 3 6名，康熙三十五年

（1696）為988名，五十年（1711）為

1,223名，乾隆九年（1744）為1,143名，

嘉慶二十五年（1820）為1,493名，道光

十四年（1834）為1,371名，咸豐元年

（1851）為770名，同治元年（1862）為

1,566名，同治九年（1870）為615名，光

緒七年（1881）減至1,254名，光緒十一

年（1885）又調至1,521名，整個清代略

有上升但變化不大bm。全國通過資格

考試可參加鄉試的報考人與錄取數之

比前後平均起來約為70：1。清代會試

中式無定額，每科以應試實在人數，

並上三科中式人數，請旨欽定中額。

據商衍鎏統計，清代會試共112科，

錄取人數26,391名，平均每科取中

236人bn，每次會試約有七、八千舉人

參加，報考人與錄取數之比約為30：1。

張仲禮估計太平天國興起前夕，全國

舉人總人數約為1.8萬人，進士總人

數近2,500人，翰林則僅650人bo。而

當時京師和地方文武官員職位數據

《清會典》可定為近2.7萬人，其中2萬

是文官缺。

我們要注意，以上學額、舉額、

進士額及官員額雖主要是以晚清為

據，但在整個清代都變化不大，增加

不多，而清代的人口已由清初的不

足一億bp，迅速上升到乾隆二十七年

（1 7 6 2）的超出2億，乾隆五十九年

（1794）超出3億，道光三十年（1850）

約4.3億bq。

由於古代科舉本質上

是一種選拔少數文化

道德精英的活動，所

以它要成功運作並持

久平穩運行，除了需

找到合適並切實可行

的錄取標準，還要有

一個適當數量的報考

者（侯選者）隊伍。



112 人文天地 出：清代共舉行過會殿試112科，共

得巍科人物約560人（指一甲三名及二

甲第一名以及會元，其中有重複

者）。據他調查所及，這560人中已經

可以指明至少有42%是彼此有血緣關

係的，即屬於同一個龐大的血緣網，

儘管他們表面上是屬於張王李趙等許

多不同的家世，而分散在全國的各

地，但在血緣上卻息息相通，只是一

個脈絡bt。應當說，科舉取士還是把

質累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即雖時

有僥倖，但取中的大多數還是人才。

但是，由於人潮洶湧及考試過程中難

免的種種偶然因素，還是有相當一些

迂腐、平庸之人得以羼入。他們在試

前囿於見識，主要以坊刻時文為學，

所以，坊刻時文在宋代實際上就早已

泛濫過一圈ck。其人僥倖得第，其學

即已告終，不再求進學，故除一點時

文考試範圍內的內容，其他經史子籍

幾一概不知，且再以此去錄取新的同

類，就像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寫

的暮年登第，後做過學道、國子監司

業的周進，以及不知蘇軾為誰，但也

做到學道的范進等，皆此類也。而這

些人尚可稱為是迂腐之老實人，更有

才能平平而品質卑下者亦混ß其間。

《儒林外史》對科舉及儒林的諷刺，實

際上主要是對科舉之流弊、儒林之世

俗化的諷刺，而一種制度，那怕是一

種再具精英性的制度，實行一久、與

者一多，在某種程度上也難逃世俗化

的命運。

古代科舉所欲選拔者又不只是有

才者，而且是有一定道德品行的有才

者，如此，才有可能加強對缺乏外在

權力制衡的官員階層的一種內在約

束。所以，不僅察舉時代重品行，科

舉時代到王安石改革時也是想以考經

《儒林外史》對科舉及

儒林的諷刺，實際上

主要是對科舉之流

弊、儒林之世俗化的

諷刺。而一種制度，

那怕是一種再具精英

性的制度，實行一

久、與者一多，在某

種程度上也難逃世俗

化的命運。

人之質累

如果說人口數量對社會結構與精

神文化的影響尚少為人注意，那麼人

口素質的影響就更不為今人所注意

了，這其間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受到了

現代平等觀念的強烈影響。由於古代

科舉本質上是一種選拔少數文化道德

精英的活動，所以它要成功運作並持

久平穩運行，除了需找到合適並切實

可行的錄取標準，還要有一個基本前

提條件，就是一個適當數量的報考者

（侯選者）隊伍。這個數量不宜太少以

致於相當多的人才不能包括在其中，

這個數量也不宜太多以致泥沙俱下而

同樣將使人才難於得中。在某種意義

上，量累與質累是相互聯繫的，量累

也將引起或加劇質累。人多加大了遴

選傳統社會所需人才的難度，而才低

品卑考生的混入及其再為考官的輾轉

往復，更把古代科舉拖入困境。

古代中國人對人的才能素質的差

異持有相當堅定的信念。孔子認為人

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

學之」、「困而不學」等種種差別。在

他心目中，人的天賦差異可能大致是

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狀況。而「學

而優則仕」就尤其吸引了中間一部分

人，雖然學成而官，學優而仕者

畢竟還只是很少數。但一個社會文風

興衰的關鍵，則往往繫於這中間的

階層——繫於他們追求甚麼，尤其是

他們尊重甚麼。後來孟子的聖賢史觀，

董仲舒、王充的性分等級br，荀悅、

韓愈的「性三品」說bs，其說作為一種

哲學理論來說或嫌粗糙，卻都反映了

古人對人之差異的一種持久共識。

人之才德的差異乃至遺傳在科舉

考試中似也得到某種證實。潘光旦指



人累科舉 113義扭轉以往考詩賦的文人浮薄之習，

此正如阮元所言：「唐以詩賦取士，

何嘗少正人？明以四書文取士，何嘗

無邪黨？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

無論為何藝所取者，皆歸於正；下等

之人，無論為何藝所取，亦歸於邪，

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囿之，則

其聰明不暇勞涉，才力限於功令，平

日所習者惟程朱之說，少時所揣摩者

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寧、潛移默

化，有補於世道人心者甚多，勝於詩

賦遠矣。」cl但是，由於科舉本身客觀

上是一功名利祿之途，且為客觀公平

計，又要以文取人（雖是經義文），要

想防止品行不端者混入就頗為困難，

尤其是那些善於揣摩，具有一定為文

才能的追名逐利者，就更不易防範。

而社會上確實不乏此類專門追名逐利

者。武后載初元年（689），薛謙光上

疏批評說：「今之舉人，有乖事實，

或明詔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

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

至足，冀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為覓

舉。夫覓者，自求之稱，非人知我之

謂也。故選曹授職，喧囂於禮闈，州

郡貢士，諍訟於陛闥。謗議紛紜，寢

成風俗。」cm

唐代每年科目甚多而進士科甚

狹，歲貢八九百人僅取二三十，但考

試不糊名譽錄，也不專以考場試文定

錄取，應試舉子可編選己作，寫成卷

軸，考試前送呈當時在社會、政治、

文壇上有地位者，請他們向主司推

薦，此卷即為「行卷」。這本來是一件

兼顧考生平時實力、水平的好事，由

此也確實選中了一批才華橫溢者，但

是，久而久之，一些品行低下或品行

才華均低下而又熱衷名利者，不惜濫

投行卷、廣託公卿，一時「公卿

之門，卷軸填委，率為閽媼脂燭

之費」cn。江陵項氏描述當時風俗之弊

說：「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

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

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設其所為之

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

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

而又不問，則有贄於馬前，自贊曰

『某人上謁者』。」co乃至有些人竊人

舊文以作自己的「行卷」，藉此招搖

撞騙，甚至當場被人逮住也面不改

色cp。如此風氣，無怪乎潔身自好與

恃才自傲者不願與之為伍，而本來一

種可結合士子平時水平與考場成績的

好辦法，在此風衝擊下遂不能不漸趨

廢止，而走向完全的以三場試文為定

的制度。

改試經義後，此類鑽營者仍屢見

不鮮，有的乃至輾轉於對立的朝廷與

農民政權之間，以求一逞。如「張申

伯為咸豐時之廩生，文譽頗著。咸、

同間，蘇常州縣相繼失陷於粵寇，張

避世鄉居。時洪秀全開科取士，張為

儕輩所推舉，改名諸維星，至金陵，

入場。題為『平定江南文』，仿制藝

體，張作頗雄壯，拔置解元，⋯⋯張

於粵寇平後，思復應秋試。蘇人欲攻

之，因作七律二章，以明前者應試之

非己志。既而鄉試，亦擢高第」cq。而

許多品行、文才均不佳者，更是或托

關節、或以懷挾，使科場風氣趨於卑

下，士子尊嚴遭到屈辱，因為即便是

很少數人的作弊，也將使所有考生都

不得不蒙受搜身等嚴格防範措施的

羞辱。

傳統的批評

我們現在再來觀察一下科舉時代

人們對之提出的批評，這些批評亦可

「行卷」本來是一件兼

顧考生平時實力、水

平的好事，但久而久

之，一些品行低下或

品行才華均低下而又

熱衷名利者，不惜濫

投行卷、廣託公卿。

如此風氣，無怪乎潔

身自好與恃才自傲者

不願與之為伍。



114 人文天地 說明科舉的主要癥結所在正是人累。

如前所述，科舉至武后時，人多已

「委積不可遣，有司患之，謀為黜落

之計，以僻書隱學為判目，無復求人

之意」cr。至中、晚唐，猥瑣士人奔競

覓舉之風日烈，庸愚咸集，取士更

濫。大中十年（856），中書門下奏權

停三年，上果從之。

但暫停一類措施只是權宜之計。

杜佑曾探討科舉弊病的根本原因說：

「緬徵往昔，論科舉者，無代無之，

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員』，或云

『等級太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

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

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究

所失之由。」那麼，究竟甚麼是科舉

各種闕失的根源呢？

杜佑認為主要還是人太多了：

「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

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

令徵闢；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

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才過百

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器能。自茲厥

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

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

功、藝術、胥吏，眾名雜目，百戶千

途，入為仕者，又不可勝紀，比於漢

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

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

常情進趨，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

邇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暇淹留¡

績。⋯⋯茍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

部專總，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

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

也。」杜佑提出的改革之要，則在最

終使士與民保持一個適當的比例，即

士寡民眾：「凡為國之本，資乎人

氓；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

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

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

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眾，

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cs

宋代取士名目雖少，而額數卻大

增，其最盛一朝大概是北宋仁宗一

朝，41年共取進士4,570人，平均每次

考試取351人，最高一次取538人。南

宋每科取人亦不少。至朱熹（1130-

1200）時，人累已很明顯，朱子有關

科舉的議論多是針對此，他回顧北宋

之初的情況說：當時張乖崖守蜀，有

士人亦不應舉。乖崖去尋得李畋出來

舉送去，只一二人。商鞅論人不可多

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

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

會甚麼，真所謂游手！這樣的人一旦

得了高官厚祿，只是為害朝廷，何望

其濟事？又說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

上之人分明以賊盜遇士，士亦分明以

賊盜自處，動不動便鬧事，以相迫

脅，非賊盜而何？這個治之無他，只

是嚴格挾書傳義之禁，不許繼燭，少

間自沙汰了一半。不是秀才的人，他

亦自不敢來，雖無沙汰之名，而有其

實。又說有人至論要復鄉舉里選，並

說須是歇二十年才行，要待那種子盡

了方行，說得也是。朱子一方面說科

舉種子不好，說試官也是這般人；但

另一方面又說：科舉是法弊，大抵立

法，只是立個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

其人，卻不幹法，若只得人便可。今

卻是法弊，雖有良有司，亦無如之

何。即此有無奈處，此法弊實際上是

時弊，積弊已久，僅僅靠個人的力量

是難於改變的。他提出的改革辦法

是：今科舉之弊極矣！但也廢科舉不

得，然亦須有個道理，鄉舉里選之法

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

中與之區處，且變¡如今經義格子，

宋代取士名目雖少，

而額數卻大增，至朱

熹時，人累已很明

顯。朱子主張嚴加淘

汰，適當限額，以保

證科舉作為一種選拔

英才的制度的順利運

行。



人累科舉 115使天下士子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

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

懷挾。出題目，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

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

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

為無益。更須兼他科目取人ct。欲革

奔競之弊，還須均諸州解額，減少

太學之額dk。總之，朱子顯然也是主

張嚴加淘汰，適當限額，以保證科舉

作為一種選拔英才的制度的順利

運行。

顧亭林對科舉的意見也主要是對

人多謬濫的批評。他說當時約50萬生

員中有35萬只是「保身家」而已，而並

非有學問之秀才。然而，科舉並不是

保身恤平之途，而是選拔英才、立功

建業之途。「夫立功名與保身家，二

塗也；收俊乂與恤平人，二術也，並

行而相悖也，一之則敝矣。」他主張

廢天下生員，然而：「吾所謂廢生員

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

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儒之制，天

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

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

矣，而其廩之學者之限額，略倣唐人

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

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

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然則天下

之生員者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

亦知自重。」dl他又說：「科場之法，

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

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

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

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

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群居

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漸以

正矣。⋯⋯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

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

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dm他並指

出：「今人論科舉，多以廣額為盛，

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為美談，著之於

史。《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初，遷

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

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丘一

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

以為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

者。《嚴挺之傳》：開元中考功員外

郎，典舉二年，人稱平允，登科者頓

減二分之一。《陸贄傳》：知貢舉，一

歲選士才十四五，數年之內，居台省

清近者十餘人。此皆因減而精，昔人

之所稱善。今人為此，不但獲刻薄之

名，而又坐失門生百數十人，雖至愚

者不為矣。」dn顧亭林並遠承左雄等人

意見，主張限年do，他還同意歐陽修

逐場淘汰的意見，批評北宋初年取人

太多，用人太驟、太顯，為後世開了

壞的先例dp。

其後袁枚亦言：「今則不然，才

僅任農工商者為士矣，或且不堪農工

商者亦為士矣，既為士，則皆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

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

妒，造誹謗，而怨之上不我知，上之

人見其然也，又以為天下本無士，而

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夫！天下非

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

無士也。」dq

餘　論

然而，這人累又是一種時累。人

弊又是一種時弊，一種流弊。幾乎任

何現實地存在過的制度差不多都可以

說是有利有弊，其產生和存在常常是

因為其始利多弊少，但隨¡時光流

轉，積累的弊害就可能與日俱增，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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贅。

古人甚明時累之理，但知此勢常

有人難以一下扭轉處，所以朱子一面

批評讀書種子、試官不好，一面又說

「良有司」亦「無如何」。人累科舉，但

又幾可說不能不累。人性之自我關

懷、人情之均欲向上，可以說是人情

所難免，所以此種奔競又可說是情有

可原。於是，一種「進取歸一律」的上

升之途就不能不承受某種人累的負

擔，它可能裁抑卻無法杜絕人之奔

競。所以，恰如其份地承認「人累」，

承認「時累」又是必要的。不能幻想有

一種十全十美並永久存在的制度，人

類許多制度可以說其始興也自然，其

終敗也自然，其中含有一種深刻的自

然合理性。

總之，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一直

遭受¡人口數量的巨大壓力，遭受¡

人的素質所帶來的趨下變異之苦，它

所採取的對策主要是：一是不斷地加

長「走廊」，亦即增加功名的層次，增

加考試的次數。漢代被察舉者可以從

鄉間直登朝廷，唐宋科舉層次也還算

少，而明清卻得經縣、府、院三試才

僅得秀才，又須參加科試才能應鄉

試，鄉試中後才能應會試，會試中後

才能應殿試，此外還有秀才的歲考，

舉人的復試，進士的朝考等等名目繁

多的考試；二是立嚴格錄取的標準，

考試內容的限制越來越嚴，自由發揮

的餘地越來越少。在傳統政治的格局

下，科舉名額有一個很難逾越的限

度，因為傳統政治並不需要那麼多官

員，原有的官場已經臃腫，擴大名額

往往只會近一步加劇百姓的負擔，並

激起另一輪競爭的浪潮，而不擴大名

額又將使人才壓抑，「人才無可表

現，於是有大亂」dr。

這就是科舉社會所內在地具有的

一個深刻的、難解的矛盾，這一難解

的矛盾常常使社會陷入困境，對這種

困境的解決辦法有時是靠一種「沒有

辦法的辦法」，即客觀上通過戰亂、

通過改朝換代來得到大緩解。戰亂使

人口大大減少，並有鑒於戰亂中官員

首當其衝，「世家先亡」、「大家先

覆」，人們期望值降低，經濟壓力也

減輕，應試者人數比例也會相應減

少。然而，當時光流逝，和平持續，

生息繁衍，科舉可能又會陷入另一輪

困境。只是中國在未遇西方前，尚能

一次次走出這一困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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