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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淸初漢缺科�官任用制度�變革

――監察系瓜�封閉式昇轉�形成與任用�中央�――

項 巧 鋒1)*

緖言

一 行取考
�廢止��

(一) 順治作爲制度�行取考


1・順治年閒行取考
�範圍・條件・實態

2・�士初��變革對行取考
�影�

3・順治六年科�官任用與行取地域�擴大

(二) 康熙四十四年以�行取考
�停止與復活

(三) 康熙四十四年科�官行取制度�廢止

二 部曹改���液����其影�

三 從庶吉士改��廢止到�修・檢討改��成立

結語 ――論地方耳目�廢止與再円問題

緖 言

淸初科�官 (給事中哀御��幷稱) 任用�制度阿���行取考
哀庶吉士改�哀部曹

(亦稱部屬哀司官) 改�三種類型愛其中阿行取考
自�代嘉靖後��以來阿成爲科�官任用

���方式愛
2) �謂行取阿卽
拔在外推官哀知縣 (下�鯵稱推知) 中�卓衣者阿參加"部

考試阿取優秀者任用爲給事中哀御�和�事等愛
3) 行取幷非單爲科�官阿不�本�只討論

與科�官任用相關�行取愛考
則是
拔中書科中書舍人哀行人司行人哀大理寺#事哀太

常寺$士 (下�鯵稱中行#$) 等中央下%官僚4)
阿參加"部考試阿任用優秀者爲科�官等愛

1 ) 深圳大學外國語學院'師愛本稿是人�科學硏究�共同硏究班《東アジア)世の地域をつな

ぐ關係と媒介者》�報吿論�愛

2 ) 城井隆志：《�代の六科給事中の任用について》阿《�淵》第 124 輯阿 1987 年愛

3 ) 因�參加"部考試阿方能
用阿�以印稱行取考
愛其中考
部分阿與中行#$考
相同愛

4 ) 在�代阿根據時�不同而各�差衣阿後��開始多指中書科中書舍人哀行人司行人哀太常寺

$士哀大理寺#事等愛Å些職官都爲�士�初任官阿幷由此可昇轉科�官阿屬淸�之秩愛

334〔115〕



推知�行取和中行#$�考
作爲常例阿同時定�舉行阿因此印幷稱行取考
愛庶吉士�

改�阿一般在Õ林院庶吉士定�散館之際阿其中一部分庶吉士會被改�爲科�官愛Å也是

科�官任用�常例愛部曹改�阿是指除"部以外�其他五部司官可以被任用爲科�官愛Å

種任用方式成立于�代中後�阿未頻繁出現阿幷非常例愛

科�官任用�對象阿儘管1括了外官�推知哀京官�中行#$哀Õ林院庶吉士以�

五部�司官阿但是自�嘉靖後��始阿廷尤其重視外官愛因爲作爲外官�推知阿熟

知地方政治阿積纍了豐富�行政實務能力愛同時阿�廷也希45�行取外官阿擴大京

官任用�範圍阿6在糾正官僚內部强烈存在�京官志向和“重內輕外”�風潮愛
5) 另一方

面阿在行取制度�保障下阿推知等外官持�昇入京官��待阿爲獲得行取�機會阿:會

在地方施行善政愛從結果上看阿被行取�推知昇任科�官以後阿成爲廷�監察官和耳目

官阿能將掌握�地方;報上奏給皇<愛因此阿行取外官也是�時�聯繫中央和地方�潤滑

劑愛

淸定鼎北京阿承繼��科�官任用制度阿=初也如�一樣重視行取外官阿但是隨

著時代�推移阿廷在修正政治制度���中阿廢除了針對科�官�行取考
阿取而代之

�是原本幷非常例�部曹改�阿幷將部曹改�常例�愛庶吉士改�阿也在康熙中�也走向

?焉阿代之以Õ林院�修・檢討�改�愛Å兩個常例�變革阿表示淸政府改變“重視外

官哀抑制京官”�立場阿@円了特定京官內部封閉性�任用昇�模式愛由此阿地方�下層

官員以�中央�部分下層官員阿昇B“中央淸�部門”之路被4斷愛

基于以上提出��點阿先歸C一下目�爲止關于淸代或淸初科�官任用�硏究�愛一

般阿大多數硏究者集中關D淸怨設�制度6)
阿而對承繼�而來�政治制度阿比如對科�

官�人事制度等阿BB不太留6阿�以相關�硏究亦甚少愛其中李光輝�論�阿考察了淸

代科�官任用哀昇轉哀考核等人事問題阿但無視制度�歷�性變�阿籠瓜性論営�傾向

�顯愛
7) 對淸初行取做�專門考察硏究�阿�胡永國和萬靜二位�輩學者愛

8) 胡永國�論

�阿��分析了行取�條件哀從各省行取官員�定額哀被行取知縣�縣屬繁鯵哀以�此後

�昇���等愛關于被行取知縣�縣屬繁鯵�討論阿卽知縣來自于繁縣F是鯵縣�詳細分

析阿是該論��特色之處愛不�阿他�論�以錯G頗多而且屬二手H料性質�王慶雲《石

渠餘記》爲���料阿因此在分析之先阿立脚點:先被質疑愛幷且阿他�論�將針對給事

5 ) 參見�揭城井隆志論�愛

6 ) 例如理藩院哀內務府哀奏l哀軍機處等愛

7 ) 李光輝：《淸代監察官員�
任哀昇轉與考核》阿《成都大學學報 (社科版)》第 1�阿 2002

年愛

8 ) 胡永國：《論淸初之行取》阿中央硏究院)代�硏究��：《)代中國初�歷�硏討會論�

集》阿中央硏究院)代�硏究�出版阿 1989 年阿第 61-82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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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取排除在外阿從科�官�整體性來看阿K面性上不足愛
9) 萬靜�論�阿探討了行取

�對象與條件哀定額與時�變�哀行取手續或��中與督撫�關係哀以�官員被行取後�

經歷等愛
10) 該論�指出康熙七年以後不再存在行取�定額阿幷L爲行取之際阿督撫�推舉

尤爲重�愛只是她�論�在分析時阿沒�區分科�官�行取和司官等�行取阿對行取�廢

止問題也是�後矛盾愛另外阿該論�沒�觸�每年都舉辦行取�順治阿�以不能說是究

�瞭淸初�行取;形愛承自��行取阿在淸皇<�手中阿P漸轉變成隨6利用�“法

Q”11)阿在淸初經歷了從制度�到非制度�哀再至廢止���阿而她�論�視角恰與此相

反阿L爲行取在淸初從非制度�走向制度�愛

鑒于以上對�輩硏究�分析阿下�以漢缺爲中心阿考證F未做閏分硏究�順治哀康熙

兩科�官任用制度�實態與變革愛
12) 因R按御�和行取等任用制度阿或廢止阿或變S阿

致監察地方�官方手段漸T淪喪阿�以地方監察機@�再円阿以�政治@U�重怨V整阿

成爲皇<和廷面臨�重大課題愛皇<和廷面對Å些現狀阿如何變革阿采用何種政策强

�對地方�荏�？也是在下�中�解��課題愛

一 行取考
�廢止��

(一) 順治�作爲制度�行取考�

1・順治年閒行取考��範圍・條件・實態

順治元年 (1644)阿淸廷對行取考
�對象阿做了如下�規定：

以大理寺#事哀太常寺$士哀中書科中書舍人哀行人司行人阿歷俸二年者阿�在

外俸深�薦推官哀知縣考取愛若X缺Y補阿閒用部屬改�愛
13)

據Å個規定阿在滿洲入關定鼎北京之初阿淸廷承繼�阿幷確保了行取考
作爲科�官任

9 ) 胡永國以無從V查由外官昇任給事中�人數哀以�給事中一般由御�昇用�兩個理由阿將給

事中排除在外阿只討論御��行取愛但是阿根據我�確查阿實際上《實錄》哀《=居D》等�

料內阿載�許多關于淸初由外官昇任給事中�事例阿幷且御�昇任給事中也是雍正年閒以後

�事 (參見《雍正會典》卷一三《�部一一・考
》)阿因此在考察淸初行取之際阿把給事中

排除在外阿極不[當愛

10) 萬靜：《淸代行取制度営略》阿朱\如哀王天���：《�淸論叢》第 8 輯阿紫禁城出版社阿

2008 年阿第 288-297 頁愛

11)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五'《淸代》阿《錢賓四先生K集》第 31 册阿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阿 1998 年阿第 155頁愛

12) 滿缺沒�行取制度阿故本�不作討論阿但把滿缺�任用制度作爲今後�課題愛另外阿漢軍缺

自順治三年始與漢缺任用一體� (參見《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二八阿順治三年

十_癸巳條等愛)阿不須另作考察愛

13) 《康熙會典》卷九《�部七・考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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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徑Å一地位愛由此可見阿科�官任用對象���範圍阿限定在中行#$和推

知愛在�代阿作爲�士初任官職�中行#$和推知14)
阿再經一定�歷職時閒阿就可獲取昇

任科�官�H格愛其中阿中行#$�實算歷職時閒爲歷俸三年以上阿推官�經三年考滿阿

而知縣則��六年考滿才�行取�H格愛
15)

到了淸阿據順治元年�規定阿中行#$�歷俸二年以上阿但是作爲外官�推知阿他

們取得行取H格�條件阿比Å些京官却嚴苛得多阿具體�歷俸時閒和數T薦舉等��求愛

具體言之阿只�取得卓衣哀或考滿哀或數T薦舉�推知阿才被允許參加行取愛卓衣阿是指

外官在三年一T舉行�大計中阿經�審查而
拔出來��優秀者阿人數極少阿被看作外官

昇���中�難獲得�一種昇�H格阿不�一旦
上阿則官a鴻展愛考滿阿是指歷職實滿

三年�官員中經考核被#爲c任�人愛數T薦舉阿是指推知在任職�閒阿每年接d總督哀

R撫哀R按御��推薦幷獲取T數多者愛當然阿據順治八年 (1651) �規定阿可知Å三種類

型�任用H格同時F�滿足以下e個必�條件：

印題准阿外官錢糧K完阿歷俸三年阿薦二T阿無參罰者阿方准行取愛紀錄亦准作

一薦愛
16)

因此阿知縣爲獲得行取�H格阿必須滿足在任�閒KC錢糧哀三年以上�實算歷職時閒哀

薦舉二T以上哀無參罰四個條件愛而推官沒�出C錢糧�責任阿代之錢糧阿須完結在職�

閒𠛬名案件�審理阿幷作爲第一條件阿其它條件與知縣相同愛
17) Å些條件在不同時�會稍

�差衣愛順治十七年 (1660)阿紀錄不能再被合計作薦舉f用愛
18)

順治年閒阿R按御�作爲皇<和廷�地方耳目阿�向他們傳g;報�職責阿同時F

和督撫一樣阿�薦舉地方官員�權力阿�以它是地方上可與督撫鼎立�重�職位愛
19) 實際

上阿對推知來說阿爲了獲得行取�H格阿比之督撫阿來自R按�薦舉阿S具�重��作用愛

或者從實例中可以證�Å一點愛順治八年一_阿順天R按朱鼎h向廷薦舉了推官 5 名和

知縣30名愛
20) i年四_阿朱鼎h薦舉�推知中阿�推官 2 人被行取考�御�阿知縣 11 人被

考�御�阿合計之阿占此T四_因行取考
而被任用爲科�官總人數 28 人中�)�數愛
21)

14) 一時阿知州哀府同知也作爲行取�對象愛

15) 參見�揭城井隆志論�愛

16) 參見《康熙會典》卷九《"部七・考
》愛另外阿《欽定大淸會典事例》(光緖十二年敕å本)

卷一〇二九《都察院・各�》�考
御�條內阿載�“薦一T”�內容愛

17) 張洩仁��：《�淸檔案》第 12 册阿 A12-110阿《河南R撫吳景�揭報推官任滿考�緣由》阿

順治八年二_十一日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阿 1986年阿第 B6657 頁愛

18) 《康熙會典》卷九《"部・考
》愛

19) 《�淸檔案》第 26册阿 A26-32阿《禮科給事中王紀揭帖》阿順治十三年二_阿第 B14507 頁愛

20) 《�淸檔案》第 13 册阿 A13-162阿《順天R按朱鼎h揭帖》阿順治八年十一_阿第 B7421 頁愛

21)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六四阿順治九年四_己未條愛

論淸初漢缺科�官任用制度�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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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28 人內阿知縣出身 19 人阿推官 5人阿中行#$ 4 人阿而且K部 24 人�推知阿都d到R

按�薦舉後阿才得到行取�H格愛

其T阿就科�官�任用;形阿探討行取考
相關規定�變�愛順治二年 (1645) 二_阿

湖廣�監察御�高去奢因在任科�官嚴重不足阿向廷奏m從部曹改�阿以足�缺�職

位愛
22) 廷議定Å一奏m阿暫時將科�官任用�
取範圍阿從中行#$擴展到了其它京

官阿��1括"部除外�其它五部郞中哀員外郞哀�事哀內院中書哀國子監$士和京府推

官等愛
23) 而行取外官雖然保持了順治元年�規定阿但是由于國內尙未完Kp定阿不宜任6

V動在任�推知阿因此ÅT任用暫時以部曹爲中心愛到順治二年七_阿根據廷�議定阿

暫將推知除外阿考
了郞中 9人哀員外郞 3 人哀�事 3人哀國子監$士 2人哀順天府推官 1

人哀中書舍人 2 人哀太常寺$士 1 人哀行人司行人 1 人等京官阿其中 6 人被任用爲給事

中阿 16 人被�任監察御�愛
24) ÅT出于特殊;况下任用�理由阿除了國內未完Kp定

外阿會試尙未舉行阿而作爲�士初任官�中行#$和推知阿�顯不足阿也是重��原因�

在愛也就是說阿因爲人才不足阿才不得不暫時將任用範圍擴大到了部曹等愛

i年卽順治三年阿廷再T敕諭阿申�了部曹改�屬暫時之計阿今後不常舉行愛
25) 不

�阿順治五年 (1648)阿F是規定了非自地方官昇任�五部員外郞哀�事阿順治八年規定非

自地方官昇任�五部郞中阿也都可參加考
愛
26) 但是參照順治五年到八年�實錄記載阿共

��四T行取考
阿K部 34 人中阿外官推知 18 人阿京官中行#$ 14 人哀�事 2 人愛
27)

可見阿外官�推知和京官�中行#$阿顯然F是科�官任用���對象阿占�液地位阿而

針對部曹改�阿儘管出臺了怨�政策阿可實際任用上只占�少�部分而已愛

順治<親政後阿廷舉行了多T�科�官任用愛其中給事中�任用阿順治十一年

(1654) 行取考
了推知5人哀中書科中書舍人1人哀內祕書院中書舍人1人阿庶吉士1人愛
28)

22)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四阿順治二年二_戊寅條愛

23) 《欽定大淸會典事例》卷一〇二九《都察院・各�》考
御�條愛

24)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九阿順治二年七_乙丑條愛

25) 《欽定大淸會典事例》卷一〇二九《都察院・各�》考
御�條愛順治十二年 (1655) 停止考


內院中書愛

26) 《康熙會典》卷九《�部七・考
》愛

27) 根據《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載阿順治五年十_丙辰阿行取考
 10 人任用爲科�官

阿其中知縣出身 7 人阿推官 2 人阿中書科中書舍人 1 人愛順治六年 (1649) 四_己亥阿行取

9人爲科�官阿其中知縣出身 8 人阿推官 1人愛順治八年二_丙戌阿考
 10 人K爲給事中阿

其中中書科中書舍人 3 人阿行人司行人 3 人阿大理寺左#事 1 人阿大理寺右#事 2 人阿太常

寺$士 1 人愛順治八年六_戊辰阿考
 5人爲監察御�阿其中�事 2 人阿中書科中書舍人 1

人阿行人司行人 2人愛

28)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八四阿順治十一年六_丙寅條；卷八五阿同七_己酉條；

卷八六阿同九_乙卯條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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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十三年 (1656) 怨任 12 名給事中阿K從推知行取而來愛
29) 御�方面阿順治十五年

(1658) 七_阿順治<了解到在任御��少阿不能滿足差s�需求阿在議奏�基礎上阿諭定

御�定額增加 30員阿由此御��總定額阿從原來� 30員變爲 60員愛
30) 爲此阿爲了補閏

Å怨增�額數阿儘管行取了推知阿可是他們來京需時阿Y切之閒阿不能K部一體齊集阿只

得暫時命令從部曹中
取考�愛
31) �以ÅT御�怨任用�人數阿g 31 人阿其中推知 16

人阿中行#$ 4 人阿五部部曹 11 人愛
32) 從人數上看阿行取考
F是���任用a徑阿但

部曹改��比u也超�了三分之一愛同年十二_阿廷再T以差s人員不足�理由阿敕諭

再度舉行部曹改�愛可是考
部曹之後阿皇<得知御�已經滿員阿因此i年閏三_印將已

經考
幷準備�與御�一職�部曹K部 10員阿都改�爲給事中愛
33) 爲什麽順治<在Å一

年不v任用�實際;形阿在增加御�定員�同時阿印一再實行非常例�部曹改�呢？Å可

能與順治<在)兩年著力推行�京官外官“內外互用”�理念�關愛自從順治十年推行

“內外互用”以來阿大批Õ林院官員哀科�官哀"部司官外用阿在外任職一段時閒後阿其中

一部分囘歸中央任職阿效果上似乎甚g皇<�預測阿因此爲了Y于推行Å一理念阿
擇部

曹改�御�阿再讓Å些御�以R按地方�身份出差各地阿爲皇<和廷提供;報愛而且比

=Õ林院官員外任�Å種臨時措施阿御��差s是承繼�代以來�制度阿也就是說部曹一

旦被
�御�阿再被差s外任阿是�制度上�荏持愛因此阿對順治<來說阿京官因歷來重

視京官不願外任而產生�抵觸阿就會减少愛

�後阿參照下面�表 1 和表 2阿再總體上分析順治一科�官任用�對象問題愛幷和

�代�;况加以對比阿考察其相衣之處愛

29)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〇四阿順治十三年十_壬辰條愛

30)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一九阿順治十五年七_戊午條愛

31)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一九阿順治十五年七_己未條愛

32)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二〇阿順治十五年八_甲戌條；卷一二一阿同十_甲子

條；卷一二二阿同十二_丁亥條愛

33)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二二阿順治十五年十二_乙亥條；卷一二五阿順治十六

年閏三_甲子條愛

34) 表 1 根據《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作成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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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順治給事中任用�出身官職別比u34)

�士 庶吉士 中行#$ 推知 部曹 其他 合計 �官員

人數 10 29 21 36 14 17 127 30

% 8.0 22.8 16.5 28.3 11.0 13.4 100



合計表 1 和表 2阿直接從�士初�爲科�官者 22 人愛Å 22 人阿K都是順治三年 (1646) �

淸首科�士36)
阿屬淸入關初始�特殊;况愛不�阿�士初�爲科�官阿幷非淸才開始

�愛�代正德年閒 (1506-1521) 以�阿�士初�曾占據科�官任用���地位37)
阿但是嘉靖

十一年 (1532) 以後阿�士初��任用方式完K|失阿�入淸代也只此一囘愛關于庶吉士�

改�阿下�再作詳細闡釋阿不�根據各表�數字阿從庶吉士任用爲給事中��人數與比

u阿都�}高于監察御�阿可見庶吉士改�在給事中任用上阿尤屬重�愛合計推知和中行

#$阿昇任爲給事中�比u占 44.8%阿御�則占 44.4%愛從�占比u來看阿順治年閒總體

上保~了行取考
�核心地位愛
38) �代�嘉靖 31 年−40 年 (1552-1561)哀嘉靖 41 年−隆

慶 6年 (1562-1572)哀萬歷元年−11 年 (1573-1583) �各階段阿行取推知等地方官�比u阿

分別高g 60.2%哀 61.4%哀 68.7%39)阿�液地位突出愛到了淸代順治開始阿行取作爲��

任用方式�優勢阿P漸减�阿而部曹改��優勢P步提昇愛�後阿從科舉出身來看阿�士

和舉人占據��地位阿順治十一年禁止貢生出身者參加科�官�考
愛
40)

2・�士初��變革對行取考��影�

淸廷在順治三年考取首科�士之際阿議定"部右侍郞金之俊�題m阿確定�士初��

定例愛其中阿除一甲三名直接�與Õ林院官職和考
庶吉士外阿二甲K員初��事與中行

#$等京官阿而三甲之中阿�十名初�中行#$哀十一名到二十名初�知州哀其他三甲�

士分別初�推哀知愛
41) Å個初�定例�原則是按照成績優劣�順序�職阿先京官阿後外

官愛根據席T阿以“先內再外”原則��職阿在于强V合理性和公p性阿金之俊在題本中

亦Å麽闡営愛Å也反映了自�代以來“重內輕外”�官場6識在淸初�士初�制度上�承

繼愛

然而阿順治<親政後阿基于京官外用�理念阿常采用將京官外放爲地方官�人事方

針愛順治十五年會試之際阿Å個理念也被�用到怨科�士�初�職愛順治<L爲�士對地

35) 表 2 根據《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作成愛

36)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二六阿順治三年五_丙寅條；卷二八阿同九_己酉條；卷

二九阿同十一_壬戌條哀十一_乙丑條哀十二_己卯條等愛

37) 參見�揭城井隆志論��表Ⅳ愛

38) 順治阿漢軍科�官�任用與漢缺一體�阿從推知行取爲御�� 92 人中阿�漢軍 32 人愛

39) 參見�揭城井隆志論��表Ⅳ愛

40) 《欽定大淸會典事例》卷一〇二九《都察院・各�》考
御�條愛

41)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二五阿順治三年三_甲子條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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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順治監察御�任用�出身官職別比u35)

�士 庶吉士 中行#$ 推知 部曹 其他 合計 �官員

人數 12 18 17 92 (32) 41 (1) 66 (12) 246 (45) 64

% 4.9 7.3 6.9 37.5 16.6 26.8

D：( ) 內爲漢軍。



方政治尙未熟練阿馬上初�京職阿實爲不[阿�以�求�士先歷地方愛爲此阿諭令"部阿

�去內外之�阿除一甲和
�爲Õ林院庶吉士��士外阿其他怨科�士K應初�外官愛
42)

雖然順治<强V�士初�應內外無別阿求其公p性阿但是隨著怨規定�出臺阿e乎���

怨科�士都初�爲外官推知阿以致�事與中行#$等Å些京職再也沒�怨科�士�初�者

愛爲此阿皇<同時印諭令"部阿從推知中
擇稱職者阿任用爲�事等Å些京職阿以之替代

�士初�愛
43) 顯然阿Å條諭令表示廷在
�京官時阿重視�地方經歷�外官愛關于外官

昇入京官�具體政策阿順治<也諭令"部議奏愛"部議奏�結果如下：

順治十五年五_甲辰阿"部�諭議奏：向例怨科�士�職阿內則�事哀中哀行哀

#哀$阿外則知州哀推官哀知縣阿皆照甲第阿分別除�愛今旣不分二甲三甲阿俱
外

官阿恐數年後阿�無應補中行等官愛今議除候
者補完外阿X�中哀行等官缺出阿亦

于推哀知內俸深�薦者昇轉愛如X五部�事一同出缺阿先昇�事阿T昇中哀行哀#哀

$愛從之愛
44)

根據Å個議奏阿�士初�職一改順治三年�規定阿而作爲京官��事和中行#$�
�原

則阿也如同科�官�行取阿不得不從任職時閒長且�薦在身�推知中行取愛由此阿�事哀

中行#$哀各部部曹哀科�官等京官阿都必須經由外官
任愛按照Å一怨政策阿事實上廢

止了任用沒�外官經歷�五部部曹爲科�官�舊例阿一改“�士→五部�事或中行#$→

科�官”Å原��昇轉路綫阿重怨產生了“�士→推知→五部�事或中行#$→科�官”

或是“�士→推知→五部�事或中行#$→五部員外郞或郞中→科�官”Å兩種怨a徑阿

與“�士→推知→科�官”Å一��昇轉路徑幷存愛廷重視外官或地方經驗�考量阿顯

而易見愛

3・順治六年 (1649) 科	官任用與行取地域�擴大

順治元年至順治四年 (1647)阿南方政治形勢T第安定阿但行取考
F��集中在直

隸哀山西哀陝西哀山東哀河南等北方地域舉行愛順治五年伊始阿行取�地域才擴展到江

南哀江西45)
阿但未�浙江愛然而阿順治六年行取�地域集中于南方阿而且以浙江爲中心阿

Å也是順治第一T在浙江行取愛ÅT經由行取考
阿任用爲科�官者阿一共 9 人阿其中

來自浙江�推知 5人哀江南�知縣 2 人阿湖廣�知縣 1 人阿山西�知縣 1 人愛
46) 其以浙江

爲中心行取�原因阿不��是爲了維繫行取地域上�p衡阿S是爲了�行南方地域�民生

42)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一六阿順治十五年四_丙戌條愛

43) 同上愛

44)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一七阿順治十五年五_甲辰條愛

45)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四三阿順治六年四_己亥條愛

46)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四〇阿順治五年九_丙辰條；卷四一阿同十二_乙卯條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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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阿5�行取該地域�推知阿廷可以切實掌握Å些地方�實際;形阿尤其Å些地域液

散著各色抗淸人物愛另外阿F�一個原因：順治五年在江南哀順治六年在浙江阿依T舉辦

行取阿是因爲江南在順治二年哀浙江在順治三年阿依T被p定後阿廷在各地補�了推

知阿而按照定例阿推知只�在歷職三年以上阿才�被行取�H格愛根據此規定阿順治二年

和三年分別在江南和浙江被�任爲推知�官員阿到了順治五年和六年阿恰多滿足了歷任三

年��求阿具備行取�任�H格愛

順治六年十_阿從南方地域行取 5人阿
�爲御�愛他們被任用爲御�後不久阿:被

�s到他們任職推知�閒�地域阿或者到鄰接省份R方愛
47) 其中阿王亮敎以浙江宣p縣知

縣行取爲御�阿R按浙江；趙如瑾以浙江�昌縣知縣行取爲御�阿R按與原任職地浙江鄰

接�江西；王佐以湖廣石首縣知縣行取爲御�阿R按湖北；聶玠以江南南陵縣知縣行取爲

御�阿R按淮揚愛Å種措置阿顯而易見廷�目��在愛廷以爲Å四人熟知原任職地或

臨)地�狀况阿任用他們爲御�尙未��年阿:��地�s他們到原任職地阿是因爲Y切

需�5�他們掌握地方"治等;報愛此時�R按御�阿是廷掌握地方;報���a徑之

一愛由此阿原本F是地方上�下層正印官哀d制于督撫�他們阿�年之閒阿搖身一變阿昇

�到可以監察幷牽制督撫等地方大員�職位阿與督撫形成鼎立之勢阿�以行取考
爲科�

官阿對推知來說阿是極具魅力�昇�路綫愛

(二) 康熙四十四年 (1705) 以�行取考��停止與復活

康熙初年四大臣輔政時�阿官僚制度變動多阿處于非常不安定�階段愛爲鯵�職官阿

康熙六年 (1667) 廢去各省左右布政f二員體制阿每省�减一員阿幷裁去各省守R� 108名

和推官 142名愛
48) 各省守R�阿不久後印復活阿而推官沒�被重怨設置愛推官原本是�士

初任官�重�職位阿但被廢之後阿�士初任�官職驟减阿出路窄�愛如���営阿順治年

閒推官和知縣印是科�官任用���範疇阿但是康熙元年 (1662) 停止行取考
阿推官也因

此失去昇�“中央淸�官員”――科�官�a徑愛康熙元年關于科�官�行取考
阿規定

如下：

其科�員缺阿向來以推知考
愛以後推知阿俱應昇部屬阿補�科�愛仍著�議定

例具奏愛�議：科�員缺阿應將各部司官考
阿停止推知哀中行#$開列；其各部�

事員缺阿將推知等官推昇愛從之愛
49)

47)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四六阿順治五年十_戊戌條哀甲辰條；《�淸檔案》第 10

册阿 A10-167阿《R按浙江監察御�趙端題本》阿順治十三年二_阿第 B5675頁愛

48) 《大淸�祖仁 (康熙) 皇<實錄》卷二三阿康熙六年七_甲戌條愛

49) 《大淸�祖仁 (康熙) 皇<實錄》卷七阿康熙元年十二_己未條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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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阿推知和中行#$不再直接行取考
爲科�官阿而是行取考
爲各部�事愛Å些�事

歷職後阿經由員外郞哀郞中阿才允許�被任用爲科�官�H格愛與順治十五年科�官行取

考
�規定比阿昇轉a徑印爲之一變愛卽從“�士或舉人→推知→科�官”哀“�士或舉

人→推知→五部�事或中行#$→科�官”或“�士或舉人→推知→五部�事或中行#$

→五部員外郞或郞中→科�官”三種a徑阿變爲“�士或舉人→推知→六部�事→六部員

外郞或郞中→科�官”Å一���昇轉方式愛

關于上営停止針對科�官�行取考
�原因阿目�尙未能發現相關�料阿幷加以闡

釋愛不�阿Å可能與順治十八年完K廢止R按御�Å一舉措�關愛因爲如��分析阿R按

御�在行取推知中阿承擔重��薦舉職能阿而推知只�獲得多T舉薦�H格阿才可參加行

取阿因此隨著R按御��被廢阿推官也失去了獲取S多薦舉�機會和可能愛而且阿推官在

地方上原本擔當R按御��耳目阿可是順治十八年 (1661) R按御�園底被廢阿由此推官也

不再擁�耳目�機能愛加之阿它�𠛬名職掌也漸被知府等�蝕愛�?阿推官�具���機

能K部喪失阿或被轉移阿結果只得走向?焉愛當然阿S重��現實原因可能是輔政大臣鰲

拜和他�黨羽當政阿不願行取考
和任用沒�面識而且難以駕馭�推知或中行#$等�下

層官員愛相反阿六部員外郞或郞中多爲他們�熟知阿或與他們關係密切阿昇轉科�官後阿

�利于他們�制言路愛

從康熙二年 (1663) 至康熙七年 (1668) �任用實態來看阿�用康熙元年�規定阿共從

部曹
�了 14 人爲監察御�愛
50) Å 14 人K是六部郞中阿1括從來不是科�官任用對象�

"部郞中 2人愛

總之阿�士出身��下層地方正印官阿在初任時阿已被淸�衙門Õ林院淘汰在外阿甚

至自順治十五年以來阿初任中央其它官職�機會也被剝奪阿而他們�入中央幷取得淸�官

職�路徑阿只剩下5�行取考
昇任科�官Å一條a徑愛推知原本F可以5�Å條唯一�

a徑阿�入中央阿幷借淸�地位以�科�官�昇轉路綫阿��上位阿成爲大僚愛但是因康

熙元年怨規定�出臺阿Å條唯一�a徑也被切斷阿f得昇轉爲科�官�路綫單一�阿�限

于六部阿儘管比之原規定�五部阿增加了"部阿可是任用對象順治十五年阿却大爲縮

小愛而且總體上科�官任用�關卡變多阿�士或舉人�成爲科�官�年限h長愛根據怨規

定阿京官�中行#$失去了昇轉科�官�H格阿而外官�推知可以直接昇�科�官�路綫

也被切斷阿他們只�在昇���中經歷多重障礙後阿方能具�考
科�官�H格阿大大h

長了他們昇轉�時閒阿甚至久不得位阿沉落下僚愛因此阿對�下層�地方正印官來說阿昇

�a徑�階層多重�阿越加轉難阿打擊�爲嚴重愛

50) 蘇樹蕃�：《淸御�題名錄》阿臺北�海出版社阿 1967 年阿第 75-181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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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七年皇<親政阿諭令"部恢復科�官�行取考
常例阿停止康熙元年�規定愛爲

此阿諭令"部議奏愛

舊例阿科�乏員阿行取在外�司阿考
補�愛原因�司乃親民之官阿諳悉民閒利

�阿得以據實指陳阿�裨政治；且外官內擢阿足以鼓勵人才阿振興"治愛今後科�缺

出阿可移�督撫阿就�司內阿舉才能夙著者阿諮部愛爾部詳核具題阿行取來京阿�親


用阿每歲宜行取e人阿爾部�議以聞愛
51)

Å份諭旨中��司阿��指知縣愛如��営阿康熙六年已經廢置各省推官阿�以恢復行取

後阿行取�地方官e乎都是知縣愛復活行取�理由阿��因爲�司作爲地方官阿熟知民閒

利 阿將他們昇用中央官僚阿�利于鼓舞和振興地方"治愛同時阿康熙<拔擢5曉地方實

;�知縣爲科�官阿�待他們能爲他提供地方;報阿閏當耳目愛恢復行取之事阿在皇<親

政後阿擒拿鰲拜�阿因此皇<�目�或許也希45�Å些官員阿提供鰲拜一黨在地方上�

�做�爲阿以爲扳倒鰲拜一黨做準備愛

另外阿康熙四年 (1665) 停止考滿52)
阿�以須重怨規定恢復後行取�條件愛

凡知縣內�卓衣哀薦舉哀無錢糧盜案者阿列名諮¡愛如無卓衣哀薦舉之員阿將歷

俸三年哀無錢糧盜案哀才能夙著者阿令該督撫詳確
擇阿列名諮¡愛臣部複行詳核具

題阿行取來京阿候皇上考
愛以科�用者阿D册阿候缺出阿以T題補阿用完之日阿再

行具題行取愛若無才能官員阿不必閏數濫¡愛督撫�諮¡匪人�錢糧盜案未結之員者

阿治以徇;之罪愛從之愛
53)

根據Å一議定阿卓衣哀薦舉以�才能突出者阿才准行取阿幷優先行取卓衣和薦舉者愛若兩

者皆無阿才
擇行取才能突出者愛當然阿Å三者都必須滿足以下e個條件：一哀歷俸滿三

年或三年以上；二哀在任�閒阿沒�未結�錢糧與盜案愛督撫
擇其中�優秀者阿諮¡"

部愛然後阿"部嚴格審查Å些官員�詳細經歷阿題m來京阿等候皇<親自考
愛行取考


�K��中阿儘管�?�任用决定權掌握在皇<手中阿但是無論是舉卓衣阿F是薦舉阿甚

至諮¡阿Å些權限都�制在督撫手中愛
54) 或是說督撫借用其權限阿基本上爲Å些官員制定

了昇轉�大致方向阿�致推知出身�科�官多不願彈云他們愛
55)

恢復行取知縣舊例後不久阿康熙九年 (1670) 復活了京官�考
愛
56) 恢復後�考
阿

51) 《大淸�祖仁 (康熙) 皇<實錄》卷二五阿康熙七年三_辛酉條愛

52) 《大淸�祖仁 (康熙) 皇<實錄》卷一四阿康熙四年正_丁酉條愛

53) 《大淸�祖仁 (康熙) 皇<實錄》卷二五阿康熙七年四_癸未條愛

54) �揭萬靜論�指出行取��中督撫薦舉�重�性愛

55) 《淸五監察御�給事中等條陳密奏》第 1 册阿《"科都給事中王益£奏爲敬陳人臣円言之體

事》阿順治十五年阿K國圖書館�獻縮¤複製中心阿 2010 年阿第 231 頁愛

56) 《欽定大淸會典事例》卷一〇二九《都察院・各�》考
御�條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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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順治元年�定例阿在中行#$�基礎上阿把除"部以外�五部�事也C入考
�範

圍阿幷將其常例�愛不�阿允許�事參加考
阿�其限制愛卽從中行#$昇任��事阿或

是從外官昇�幷在任兩年以上��事阿方准考
愛
57)

(三) 康熙四十四年科	官行取制度�廢止

康熙四十四年二_阿監察御�黃秉中以“行取知縣阿卽以科�用阿似爲太�”58) �理

由阿題奏修改行取定例愛關于Å份奏m中提��昇��度阿康熙三十三年 (1694) 𠛬科給事

中劉蔭樞在奏駅中阿曾�論営愛
59) 他指出：知縣�經十餘年阿才能昇轉知州或5¦阿內閣

中書�花十來年阿才可昇轉同知或�事阿如果他們F�B上昇轉阿須再花上十年甚至S長

�歲_愛幷且阿他F强VÅ類昇轉a徑�官員成爲京堂�可能性極低愛而經行取昇任科�

官�知縣阿却與之大不相同愛知縣在地方上任職滿三年阿同時滿足行取考
�條件阿:可

昇入中央阿任用爲給事中或監察御�阿此後外轉可爲�官阿內昇可爲京堂阿制度上爲他們

確保了一條穩定�昇�路綫愛從知縣到科�官哀再從科�官到京堂Å一昇�a徑阿甚至出

現了不少用十年左右�時閒:步入中央核心�事例愛因此阿以昇轉�度考量阿拔擢爲科�

官幷留在中央昇轉�知縣阿比=滯留地方昇轉�知縣阿�費�時閒確實縮小許多愛

對此阿康熙<接d黃秉中�奏m阿再付以滿漢一致�理由阿�求九卿議奏愛
60) 滿漢一

致阿具體言之阿康熙初年以來滿洲人科�官都由郞中哀員外郞昇任61)
阿�以皇<L爲漢人

官員也應以此爲准阿改正任用方式愛"部議定黃秉中�奏m阿再經皇<諭令後阿再T停止

了針對科�官�行取阿規定行取�漢人知縣阿必須歷職各部�事後阿才允許參加科�官

�考
愛
62) 由此阿形成了“知縣→�事→�事・員外郞・郞中→科�官”���昇轉路

綫愛
63) 針對科�官�行取阿也由此步入完K被廢�結局愛除去昇��度與滿漢一致�理由

57) 《康熙會典》卷九《"部七・考
》愛

58) 《大淸�祖仁 (康熙) 皇<實錄》卷二一九阿康熙四十四年二_壬申條愛

59) 《淸代 (未刊) 上諭奏駅公牘電�彙�》第 6册阿《康熙至咸豐年奏稿》之劉蔭樞奏駅阿K國

圖書館�獻縮¤複製中心阿 2010 年阿第 2623 頁愛

60) 《大淸�祖仁 (康熙) 皇<實錄》卷二一九阿康熙四十四年二_壬申條愛

61) 《雍正會典》卷八《"部六・滿缺昇補》哀卷九《"部七・漢軍缺除�昇補》愛

62) 《大淸�祖仁 (康熙) 皇<實錄》卷二二一阿康熙四十四年六_甲午條愛

63) 參見《淸御�題名錄》第 210-224 頁�記載可知阿康熙四十九年 (1710) 考�知縣 1 人爲

御�阿康熙五十五年 (1716) 考�知州 1 人爲御�阿康熙五十六年 (1717) 考�知縣 2 人爲

御�阿康熙五十九年 (1720) 考�知州 1 人哀知縣 1 人爲御�阿共 6人愛與Å時已經成爲考


�液��事哀員外郞哀郞中相比阿以上�人數爲寥寥愛而且Å 6人皆爲舉人阿非�士愛Å

時� (康熙四十四年到康熙六十一年) ��士出身者阿�經由�事・員外郞・郞中或�修・

檢討後阿才被考�科�官愛也就是說阿Å時�以�士出身�部曹和Õ林院官員爲科�官任用

��液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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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阿知縣爲得“中央淸�官僚”科�官Å一美缺阿向督撫賄賂阿求取保舉阿助長了腐敗�

風氣阿也是行取被廢�重�因素愛
64)

以上怨規定�昇轉模式阿6在抑制被行取知縣�昇轉�度阿同時也爲滿漢一致=見愛

不�阿知縣在地方歷俸三年或三年以上阿經行取阿
�爲�事阿再在�事任上歷職二年或

二年以上阿:能參加科�官�考
阿成爲科�官後阿可昇轉至京堂阿合計時閒阿�短需�

十二年左右愛因此阿可見卽:是Å個怨模式下�昇轉�度阿比滯留地方昇轉�知縣阿也�

}}快得多愛

再者阿根據"部�議定阿由�士初任�中行#$阿也失去了直接考
任用爲科�官

�可能性阿只�昇任�事之後阿才准許參加科�官�考
愛不�阿經由知縣昇任�中行

#$阿F是被允許參加科�官考
�愛
65) 雍正五年 (1727) 行取知縣幷直接任用爲科�

官�制度阿一度被復活阿但實際上e乎沒施行�愛
66)乾隆元年 (1736) "部奏m行取知

縣 (此時e乎都是行取知縣爲�事) 今後三年舉行一T愛乾隆十六年 (1751) 敕諭永}停止行

取67)
愛

原本阿從�士初�推知哀再從推知昇轉科�官阿Å一人事制度是�代中後�成立�


拔官員�定例愛對�代中後�以來��士來說阿Å是成爲淸�官員幷�入中央��短昇轉

路綫愛
68) 根據�営城井隆志�硏究瓜計阿推知直接昇任科�官�人數�多阿是�代中�以

後�爲重��昇�模式愛然而阿淸入關之初阿:�减漢缺監察御�和給事中�定額阿只剩

�代�一�愛順治<親政後阿持續�减愛到了康熙五年 (1666)阿被�减後�漢缺給事中只

��代�五分之一阿� 12 人阿而漢缺監察御�在康熙七年 (1668) 再T被�减阿只剩�代

�六分之一阿� 24 人愛
69) 也就是說在推官被廢��淸初�阿推知�K國總定額阿與�代

幷沒�很大差衣阿但是作爲推知昇轉去處�科�官定額阿却比�代大幅度縮减愛因此阿對

淸�推知來說阿昇�中央淸�官僚之路阿}比�代狹窄困難愛表面上是同一件事阿但是

�淸易代之際阿實際上已經發生巨大變�阿不可同日而語愛不�如此阿行取知縣爲科�官

�人事制度阿也在康雍年閒園底被廢置阿知縣也因此喪失了直接昇任科�官�快�軌�愛

64) 《大淸�祖仁 (康熙) 皇<實錄》卷二一八阿康熙四十三年十一_辛亥條愛

65) 參見《欽定大淸會典事例》卷一〇二九《都察院・各�》和《淸御�題名錄》�第 210-

224 頁可知阿在Å�後以“�士或舉人→知縣→中行#$→科�官”路綫昇轉�阿只� 1

人愛奄言之阿除此外阿Å條昇轉路綫�事例e乎不存在愛

66) 《欽定大淸會典事例》卷一〇二九《都察院・各�》考
御�條愛

67) 同上愛

68) 參見大野晃司$士論�《�淸官僚制の基礎硏究 ―― ｢同年齒錄」を中心として――》(京

都大學�$第 279號)愛

69) 參見拙稿《淸初科�官の@成と定員――定制への��》(《東洋�硏究》第 73卷第 3號阿

2014 年)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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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阿�士一旦初�推知哀:以科�自任�風氣隨之一變70)
阿他們滯留地方阿無4京官阿

成爲常態阿不得不S加依賴督撫等Å些地方大員愛而督撫等地方大員阿因爲R按御�和行

取�停止阿增强了對地方人事�話語權阿因此圍繞著地方政治�權力轉奄阿P步成爲廷

需�應對�棘手問題阿到了淸代後�阿中央與地方�對立û加激�阿成爲國家©切解决�

重大難題愛

二 部曹改���液����其影�

――科�官封閉式昇轉�形成與任用�中央�

�嘉靖哀萬歷年閒阿屢禁部曹改�科�官阿卽:如此阿部曹改�也不是完K沒�愛
71)

淸順治年閒阿廷以�也施行��理由阿繼承了部曹改��任用方式阿幷舉行�eT阿

對行取考
=到了輔助補閏�作用愛但是阿康熙年閒阿部曹改��地位發生變�阿替代行

取考
阿成爲科�官任用���方式阿取得�液地位愛

順治二年阿允許五部�郞中哀員外郞哀�事阿與中行#$一同考
愛順治五年哀八

年阿規定非地方官昇轉��事哀員外郞哀郞中不能參加考
愛關于出臺Å些怨規定�理

由阿以�改��;形阿��已經做�考察愛關于改��實際;形阿歸C之阿在順治年閒一

共舉行�三T阿卽順治元年哀二年和十五年愛
72) 參照表 1 和表 2阿可知Å個階段阿部曹改

�依然是非�液愛

從上�可知阿順治三年到十四年之閒阿幷沒�眞正實行�部曹改�愛就此阿在順治十

二年阿"部右侍郞ª內Õ林祕書院學士梁淸標L爲部曹作爲中央六部官僚阿)侍皇<與大

臣阿其人品爲他們�熟知阿因此向廷円議�從舊例阿應行考
愛
73) 根據《淸御�題名

錄》和實錄等記載�任用;况可知阿Å個円議幷未被采C愛

到了順治十五年阿在任科�官嚴重不足阿}}滿足不了R按等差s阿而行取�推知一

時難以抵g京城阿�以馬上采用了部曹改�阿以代之愛對此阿《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

錄》載�順治十五年七_對"部哀都察院�諭旨：

見在御�甚少阿不足供差s之用愛�旨行取各官阿尙未到齊阿著暫于各部郞中哀

員外郞哀�事內阿察取才品堪用者阿改�御�差用愛以後除�御�阿仍照行取考
例

行愛
74)

70) (淸) 郭=元《介石堂集》古�卷一〇阿雜著阿淸乾隆刻本愛

71) 《��》卷七一《
舉志三》愛

72) 參見《淸御�題名錄》第 139-174 頁愛

73) 《淸代 (未刊) 上諭奏駅公牘電�彙�》第 1册《順治年奏稿》阿梁淸標駅阿第 226頁愛

74)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一九阿順治十五年七_己未條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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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阿諭旨中印再T强V阿今後御��任用仍然�以行取考
爲��定例愛顯然阿部曹改

�只是科�官極度缺員�特殊;况下實行�應Y措置阿只具補閏功能愛同年十二_阿順治

<再T敕諭"部舉行部曹改�愛

御�備各項差s阿見在御�尙不«用阿著將各部司官阿盡數開列職名具奏阿候�

親加
試愛其行取推知阿考�未用者阿俱著以部屬用愛
75)

依照ÅT諭旨阿部曹改�御�阿而原已行取但F未任用�推知阿則改�部曹愛但是阿順治

十六年閏三_阿在職�御�已經滿員阿因此印將Å些原本�改�御��部曹K部改任給事

中愛
76)

順治十五年部曹改��特色之處阿卽著重考核在部曹��任職經歷愛如上��営阿

順治五年哀八年規定經由外官�部曹阿才能考�科�官愛其後阿順治十年皇<��幷推

行“內外互用”政策阿在它�影�之下阿規定�事等中央官員出現員缺阿
擇“俸深�薦”

�推知昇用愛由此阿如表 3�示阿順治十五年九_改�御��部曹阿都��任職地方�經

歷愛

如表 3 顯示阿Å些官員改�御�以��官職阿或郞中阿或員外郞阿或�事阿雖爲部

曹阿却�不同愛他們在昇用部曹之�阿都在地方任�職阿或者說他們�初任官�麽是推

75)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二二阿順治十五年十二_乙亥條愛

76)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二五阿順治十六年閏三_甲子條愛

77) 表 3 參見以下�料製成：《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一二一阿順治十五年十_甲子

條；�揭《淸御�題名錄》；《淸�稿》中田六善哀季振宜哀施維Õ哀李之芳哀朱裴等各

傳；日本內閣�庫藏《�士三代履歷:覽》愛據《金壇縣志》(《中國地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13號阿臺北成�出版社阿 1970 年)阿馮班卽馮斑愛許之漸哀余司仁�初任官職阿目�尙難查

確阿從當時�任用傾向來看阿推知應是他們�初任官職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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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順治十五年部曹改�表77)

人名 籍貫 科目 初任官 歷任官職 改�御�職

田六善 山西 順治三年�士 太康縣知縣 戶部�事，員外郞，郞中 江南�監察禦�

季振宜 江南 順治四年�士 蘭溪縣知縣 𠛬部�事，戶部員外郞，郞中 浙江�監察禦�

許之漸 江南 順治十二年�士 ○○○○○ 戶部�事 江西�監察禦�

余司仁 順天 順治五年舉人 ○○○○○ 兵部郞中 福円�監察禦�

馮班 江南 順治四年�士 西安府推官 兵部郞中 湖廣�監察禦�

何可� 直隸 順治三年�士 寧波府推官 兵部員外郞 河南�監察禦�

施維Õ 江南 順治九年�士 臨江府推官 兵部�事 山東�監察禦�

方亨咸 江南 順治四年�士 ○○○知縣 𠛬部郞中 陝西�監察禦�

朱裴 山西 順治三年�士 易州知州 禹州知州，𠛬部員外郞，郞中 廣東�監察禦�

李之芳 山東 順治四年�士 金華府推官 𠛬部�事，郞中 廣西�監察禦�

劉源濬 直隸 順治三年�士 太和縣知縣 濟陽縣，伏羌縣知縣，𠛬部�事，員外郞 雲南�監察禦�



官阿�麽是知縣哀知州愛因此阿他們�成爲部曹阿首先�獲取督撫按�舉卓衣或者薦舉愛

也就是說他們從�士或舉人到御�爲止�完整昇轉路綫是：“�士或舉人→推官或知縣哀知

州→五部�事→五部��事哀員外郞哀郞中→御�”愛顯然阿重視地方任職�經驗阿是此時


擇科�官任用�基本條件愛推衍之阿無論是5�行取阿F是部曹改�阿順治<都�求科

�官��地方任職�經歷阿卽從推知中
取任用阿Å也是爲了從官方性質上聯結中央與地

方阿擴大廷�來自地方�耳目阿强�廷�耳目機能阿增强;報�來源阿以:瓜治地

方愛

如��営阿四大臣輔政時�阿部曹改�一度取代行取考
阿成爲科�官任用���方

式愛但是康熙<親政以後不久阿復活行取考
舊例阿加上�事阿與知縣和中行#$成爲科

�官任用���來源愛康熙四十四年以後阿廷停止從知縣和�士初任�中行#$中直接

行取考
科�官阿幷敕諭將Å些官員先行取考
爲�事阿再由�事或�事歷任員外郞哀郞

中後阿拔擢爲科�官愛
78) 由此之後阿部曹改�取代行取考
�常例阿成爲科�官任用��

液方式之一愛

雍正元年 (1723)阿歷來行政獨立�六科阿在行政系瓜上歸屬都察院管理愛
79) Å屬六科

給事中在淸��大變革之一愛和科�官任用制度�變革一�阿@成了監察系瓜和言官系

瓜在淸代��大變革阿可以說Å是除了怨設�軍機處等以外阿Å也是Å個時��爲顯著�

官僚制度變革之一愛不�如此阿隨著六科行政歸屬都察院阿至雍正五年 (1727)阿停止針對

給事中任用�考
阿規定給事中由御�昇用愛
80) 由此阿形成了“部曹→御�→給事中”�

昇轉體制阿原本御�與給事中�各自昇轉體系首T合一阿在科�官系瓜內阿@円由御�到

給事中�T序式昇轉制度愛雍正七年 (1729)阿依從滿漢一致�原則阿抬高漢缺給事中與御

��品%阿漢缺給事中從原來�七品提至正五品阿而御�則是由員外郞哀郞中哀內閣侍

讀哀�修哀檢討昇任�阿從七品改爲正五品阿由�事哀中行#$哀知縣昇��阿從七品改

爲正六品愛
81) Å時阿御��部分品%與給事中同%阿而部分印低于給事中阿但已經P漸區

分出兩者在品%上�等T愛

乾隆十七年 (1752) �一步瓜一品%阿給事中正五品阿而御�K部都改爲從五品愛如此

一來阿以從五品到正五品�品%T第阿御�與給事中@成了昇轉上�等%秩序愛
82) 乾隆

二十九年 (1764) 皇<L爲滿洲御�無�從�事和中行#$昇任科�官者阿諭令�循滿漢一

78) 《欽定大淸會典事例》卷一〇二九《都察院・各�》考
御�條

79) 《雍正會典》卷三《"部・官制一》愛

80) 《欽定大淸會典事例》卷一〇二九《都察院・各�》補�給事中條愛

81) 《欽定大淸會典事例》卷一〇二九《都察院・各�》考
御�條

82) 同上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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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原則阿漢缺御�也以滿洲御�爲參照阿從員外郞哀郞中哀內閣侍讀哀�修哀檢討內改

�愛
83) 如此阿不�是品%阿科�官任用�範圍也趨向瓜一阿而�事哀中行#$�直接昇

任阿園底被排除在外愛�以此時�昇轉路綫是“員外郞哀郞中哀內閣侍讀哀�修哀檢討→

御�→給事中”愛

康熙四十四年阿自停止科�官�行取以來阿中央官員尤其各部部曹改�科�官阿成爲

�液�任用a徑愛到了乾隆年閒阿再T縮小
用中央官員�範圍阿科�官�任用完K步入

中央�愛卽隨著其他行取爲�事等制度�停廢阿知縣等外官昇�中央�路徑被阻斷阿任用

�科�官阿e乎是從沒�地方任職經歷�中央官員中考�愛中央官員與科�官之閒阿御�

與給事中之閒阿@築了封閉式�昇轉路綫愛Å一方式�變S阿對作爲言官�科�官來'阿

極爲不利阿因爲他們沒�地方經驗阿無法周知地方;形阿也因此不能爲廷�時提供地方

上�;報阿而廷也因此失去了一條重��;報綫路愛正是因爲如此阿廷才�索替代之

物阿以搜集地方;報阿或者說正是廷或者皇<找到了Å個替代之物阿�以才�廢除
任

地方官員爲科�官�任用方式愛另外阿知縣因爲失去直接昇入中央官僚系瓜��路阿只剩

下在地方上昇轉�希4阿�以與督撫之閒�關係阿之以�S爲緊密阿而督撫也�一步强

�了地方上�人事權愛

三 從庶吉士改��廢止到�修・檢討改��成立

Õ林院庶吉士不參加考
阿散館後直接改�科�官愛《��》卷七〇〈
舉二〉記載：

(庶吉士) 三年學成阿優者留Õ林爲�修哀檢討阿T者出爲給事哀御�阿謂之散館愛

�代庶吉士散館之際阿常�改�科�官阿�以庶吉士�改�也被視爲常例愛淸也繼承了

庶吉士改�制度愛

不�阿淸自首科�士館
庶吉士以來阿庶吉士分學±漢書和學±淸書兩種阿基本

上各占一�愛順治阿對學±淸書�庶吉士阿在滿洲語±得上�求特爲嚴格阿熟練掌握

之人在昇�上BB快于學±漢書�庶吉士愛淸初�漢缺大學士中阿大部分是學±淸書�

庶吉士出身阿如李霨哀王熙哀張玉書等愛他們能長�在內閣任職阿與淸書�熟練�莫大�

關係愛

而當時�初兩科庶吉士改�科�官者阿却都是學±漢書愛順治六年 (1649)阿時任禮科

右給事中�姚�然題m淸書庶吉士也應改�科�官：

�此兩科館
阿雖�淸書阿但
員無多阿故未�改�別衙門者愛臣m于怨�士

83) 同上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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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阿廣
庶吉士阿察其品行端方阿年力强壯者阿俾肄±淸書精熟阿�以科�等官愛內

而召對可省轉譯之煩阿卽出而R方阿亦:與滿洲鎭撫諸臣言語相5阿可收同寅協恭之

效愛
84)

也就是說阿順治�初兩科館
�庶吉士阿散館後阿學±淸書者K部改��修和檢討阿沒�


用爲科�官者愛不�阿廷同6了姚�然�題m阿順治六年館
�庶吉士阿在順治八年

散館之際阿共 10 人改�科�官阿其中 3 人學±淸書85)；順治九年庶吉士散館之際阿共 12

人改�科�官阿其中 5人學±淸書86)
愛此後阿常�淸書庶吉士改�科�官者愛關于改�淸

書庶吉士�原因阿姚�然在題本中已經�言阿卽爲了|除皇<與漢人官僚之閒哀滿漢官僚

之閒因語言�字引=��閡愛順治年閒阿滿洲人官員�題奏譯成漢��阿極其稀少阿因此

若是從事糾彈円言�漢缺科�官不懂淸書阿就無從理解和審查滿洲人官員�題奏內容阿自

然也無從糾云他們愛從此推測姚�然題奏�眞實目�阿卽將滿洲人官員也C入漢缺科�官

�糾彈範圍內愛

淸順治年閒阿每科都�
�士爲Õ林院庶吉士阿每T散館 (順治十八年Å科除外) 改�爲

科�官也不在少數愛如表 4�示阿©于人才需�和官員任用阿在其中e個年份阿未等庶吉

士在館學±滿三年阿只在館學±一年阿或者兩年不到阿:被直接改�科�官者阿且人數不

少愛對此阿《大淸世祖淸 (順治) 皇<實錄》�載�：

諭"部：�
庶吉士阿作養敎±阿已經一年阿才學俱堪任用愛今科�缺員甚多阿

欲將庶吉士改�科�阿觀其報效阿果�忠言讜論阿斯謂不¶�學愛周季琬哀王元曦哀

侯于¸哀王命岳哀張松齡哀劉祚}哀孫光祀哀嚴沆哀周宸藻哀李立哀伊闢哀王益£哀

梁鋐阿著卽補科�愛
87)

其中阿順治十二年��士成爲庶吉士後阿c»科�官缺員甚多阿因此皇<諭令阿
拔學±

只�一年�Å科庶吉士十三人阿改�科�官愛由之阿不熟練政事�科�官相繼出現愛

爲S好討論庶吉士改��特徵阿將淸初庶吉士改�科�官�人數和在館學±�時閒列

表如下：

84)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四三阿順治六年四_丁未條愛

85)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五九阿順治八年八_己酉條愛

86)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八六阿順治十一年九_丁未條愛

87)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九九阿順治十三年三_庚子條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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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舊例阿庶吉士學±滿三年後阿散館改�官職愛然而阿三年未必眞�是整整滿三年愛比

如阿官員丁憂三年阿一般是以二十七_計算阿卽兩年三個_愛庶吉士�學±時閒也和丁憂

一樣阿不必以足數計算阿�一定�伸縮可能阿表 4 中二年以上�學±時閒皆可看作學±滿

三年愛表中�示阿順治年閒學±不滿二年阿就改�科�官�年份�三T阿人數g 34 人之

多阿加上其它年份阿共改� 63 人T；順治十八年以後阿也就是表中�康熙年份阿庶吉士改

�都�循三年一T舉行�原則阿改�人數共 33 人愛康熙年閒阿庶吉士�循三年一T改��

原則阿同時改��人數也比順治年閒大幅度减少阿只爲順治年閒總人數�一�多些愛

康熙三十六年 (1693) 以�阿康熙年閒每科庶吉士�人數阿基本維持在三十人以上哀四

十人以下阿與順治年閒幷沒�多大差衣阿但是每科庶吉士散館後阿改�科�官�人數阿却

}少于順治年閒阿甚至沒�改�科�官�年份也出現�eT愛根據實錄記載阿康熙三十六

年以後沒再出現庶吉士改�科�官�事例阿因此此表亦只列到康熙三十六年爲止愛[麽是

否表示庶吉士改�被淘汰？是否�出現替代庶吉士改�之物呢？½如部曹改�替代行取考

88) 表 4 參見以下�料製成：《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三三哀四三哀五九哀八六哀九

九哀一二九；《大淸�祖仁 (康熙) 皇<實錄》卷二哀一〇哀二〇哀三〇哀三九哀五六哀七

五哀九六哀一一八哀一三一哀一五〇哀一六二哀一八四；錢實甫�：《淸代職官年表》(中華

書局阿 1980 年) 之《會試考官年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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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淸初庶吉士改�科�官表88)

年份 庶吉士人數 改�科�官人數 改�年份 在館學±時閒

順治三年 46 11 順治四年 一年四個_

順治四年 20 3 順治六年 二年

順治六年 40 10 順治八年 二年三個_

順治九年 40 12 順治十一年 二年二個_

順治十二年 36 13 順治十三年 一年

順治十五年 32 4 順治十八年 三年

順治十六年 41 10 順治十八年 一年八個_

順治十八年 10 0 康熙二年 二年六個_

康熙三年 15 5 康熙五年 二年六個_

康熙六年 12 4 康熙八年 二年三個_

康熙九年 27 2 康熙十一年 二年五個_

康熙十二年 32 6 康熙十四年 二年四個_

康熙十五年 32 1 康熙十七年 二年四個_

康熙十八年 32 5 康熙二十年 二年四個_

康熙二十一年 32 6 康熙二十三年 二年四個_

康熙二十四年 35 0 康熙二十六年 二年七個_

康熙二十七年 34 2 康熙三十年 三年

康熙三十年 33 0 康熙三十三年 三年

康熙三十三年 39 2 康熙三十六年 三年四個_

康熙三十六年 31 0 康熙三十九年 二年九個_




愛就此阿下�展開�一步�分析考察愛

如上�営阿康熙三十六年停止庶吉士改�愛作爲替代之物阿康熙三十九年 (1700) 規定

從Õ林院官員中拔擢堪任科�官者愛
89) Å裏規定�Õ林院官員阿1括�修和檢討阿將庶

吉士排除在外阿卽提昇了科�官任用範疇中�Õ林院出身者阿地位S顯淸�愛康熙五十一

年 (1712) 後阿曾一度停止�修和檢討�補�阿但是雍正元年復活�修和檢討補�科�官

例愛
90) 由此阿Õ林院�修和檢討補�科�官�規定阿在取代庶吉士改��舊例後阿再T被

確定阿幷成爲淸代中後�科�官任用�常例愛而且雍正五年規定給事中必須從御�中昇

任阿因此形成了“�士→庶吉士→�修或檢討→御�→給事中”�昇�路徑愛

按照以上分析阿康熙年閒始阿P漸廢除�代以來�科�官任用常例阿代之以怨�常

例愛歷經雍正哀乾隆��以後阿Å些怨例成爲永久奉行�制度愛Õ林院�修檢討替代庶吉

士改�阿成爲科�官任用��液之一阿而部曹改�取代行取考
阿成爲科�官任用�另一

個�液愛因此阿從地方到中央�昇�系瓜被再�以後阿給淸代官僚世界�生存方式帶來深

}�影�愛

結 語

――論地方耳目�廢止與再円問題

淸初阿廷反復强V科�官�耳目機能愛如任靑�言阿科�官原作爲廷�耳目阿或

題奏阿或彈云阿以此成爲皇<����;報源愛
91) 科�官��5�兩種不同�a徑阿實現

它�耳目作用愛一旣是以R按御��身份阿作爲天子�耳目阿�s各地阿R察各省愛R按

御�阿監察兵馬�强�哀封疆�安否哀錢糧和𠛬名等地方上��政治阿以�官僚�善惡阿

可彈云地方��官員阿以題本或密奏�方式阿向皇<報吿地方民生和��利�92)
阿是獨立

向皇<傳g地方信息�官方;報機@愛不�阿順治年閒阿曾以R按¿民哀貪腐哀密5上官

之事頻發阿停止�eT�s愛
93) 尤其阿密5和勾結其它官員阿成爲淸當局掌握;報以�R

按g成耳目機能��大障礙之一愛結果阿以此作爲理由之一阿在順治十八年園底廢止R按

御��差s愛
94) 隨之廢止阿�s到地方�官方性質�;報機關阿也就此|À愛

爲g成耳目機能�另一條a徑是廷5�行取阿拔擢推知阿任用爲科�官愛Å些外官

推知熟知地方;形阿被任用爲科�官後阿能直接向皇<題奏報吿各地方�利�愛因此阿行

89) 《欽定大淸會典事例》卷一〇二九《都察院・各�》考
御�條

90) 同上愛

91) 任靑：《淸初奏l探析》阿《淸�硏究》第 3�阿 1996年愛

92)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八三阿順治十一年四_丙戌條愛

93)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九七阿順治十三年正_戊戌條愛

94) 《大淸�祖仁 (康熙) 皇<實錄》卷二阿順治十八年五_壬子條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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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也是皇<收集;報�重�方法愛可是阿康熙四十四年阿Å一a徑也完K被廢愛

總而言之阿對皇<阿R按與行取各自承擔提供重�;報�作用阿但是科�官不能向皇

<常常幷切實地提供;報阿與各官勾結哀隱瞞;報阿g到肆行�狀態阿其作爲;報機關�

功能也就等同喪失愛
95) 如此阿R按也罷阿行取也罷阿依T步入完K被廢�結局愛再加之�

代以來�傳瓜監察方式阿幷不都是順著皇<�6旨展開愛�以淸廷和皇<爲了切實掌握地

方;報阿在廢除兩條a徑�同時阿采取什麽樣�怨方式掌�;報和重円地方�;報機關阿

成爲中央政治�緊�課題愛
96)

康熙三十一年 (1692) 皇<�s腹心1衣阿出任江寧哀蘇州和杭州�織U衙門97)
阿賦與

他們奏l�特權阿Å也6味著皇<一邊P步停止原�;報耳目系瓜�同時阿開始著手重円

地方;報機關愛原本�s各部郞中管理織U衙門阿Å些郞中沒�円言�職掌和責任愛但

是阿康熙<自任用李煦爲蘇州織U後阿幷令他ª職R鹽御�愛根據Å一措置阿蘇州織U李

煦可用官方性質�題奏權阿傳g;報阿也可5�奏l阿以私人性質�方式;報傳g愛後來

爲加强李煦官方上�題奏權阿印給與他京堂官�加銜愛也就是說阿作爲地方機@阿與皇<

之閒旣@築了私人�耳目關係阿在此基礎上阿印円@了官方性質�耳目關係愛而官方性質

�耳目關係阿也只是爲了强�私人�耳目關係愛也反映了皇<對官方耳目�不信任感愛行

取�完K廢止阿正是出于Å樣�理由愛總而言之阿隨著腹心�任用阿織U衙門發生了實質

上�變�阿從原來�專門¶責生產�機@阿轉�爲ª任監察地方幷向皇<提供地方;報�

機@愛
98) 而奏l特權�賦與阿S是反映了他們屬皇<私人�;報機關�性質愛幷且阿康熙

<針對Å三個衙門阿修改任用規定阿撤去任�時限阿以致其中�任職數十年者愛
99) 因此阿

長���任職阿f得地方;報源固定�阿爲皇<提供穩定�;報阿在皇<獨裁强�和政策

�决斷上阿發揮重�作用愛

從上可知阿完成地方耳目再円�關鍵是奏l�創設與完善愛如��営阿康熙三十一年

�後阿康熙<賦與三個織U衙門奏l�特權愛由此阿皇<個人與官員個人之閒阿5�祕密

�書B來�方式阿形成緊密�私人閒�;報網愛Å種私人性質�祕密�書阿囊括了從向皇

<問候到地方政治等��;報內容愛對皇<來說阿Å屬��而且豐富�;報源愛正因如

此阿康熙四十一年 (1702) 皇<將Å種奏l權從織U擴展到總督哀R撫哀提督哀總兵阿集中

在地方大員身上愛因此阿地方耳目再円得以初步完成阿而承擔官方耳目機能�行取阿也?

95) 《大淸世祖違 (順治) 皇<實錄》卷八一阿順治十一年二_丙寅條愛

96) 傅禮白：《康雍乾時��奏l制度》阿《��哲》第 2�阿 2002 年愛

97) 參見�揭任靑論�愛

98) 韋慶}：《江南三織U與淸代��政治》阿《�學集刊》第 3�阿 1992 年愛

99) 同上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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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三年後被停廢愛康熙五十一年阿皇<S允許中央大臣與科�官f用奏l權阿奏l權�

f用者從地方擴大到中央愛如此一來阿皇<與地方大臣哀中央官員之閒阿以題本@円了官

方性質�公�關係阿同時印5�奏l阿閲結個人與個人之閒�私�關係愛
100) Å就貫園了皇

<分割各官之閒�聯繫幷加以�開瓜治�理念阿5�私人��書阿f各個官員以獨立�個

體阿承擔耳目機能愛Å種�制地方官員和中央官員�方法阿對皇<權力�强�極爲�利愛

�後阿將本�闡��內容加以槪括愛淸初科�官任用制度�變革阿其大趨勢是排除地

方性格愛Å一趨勢帶來�影�阿首先知縣直接或者閒接昇�“中央淸�衙門”��路被阻

斷阿向皇<傳g地方;報�路徑阿變得轉折而且困難愛皇<在掌�地方民生哀利�哀官僚

優劣上阿得不到閏足�;報阿在制定國家政策和f用人才時阿會產生不利�局面愛其T阿

知縣等外官昇�中央��路被4斷阿�致地方官員與中央官員之閒發生巨大鴻�阿給對地

方與中央之閒展開圓滑�政治�營阿帶來障礙愛再者阿隨著科�官任用�中央�阿科�官

�品%被提昇阿在中央官員內以�科�官內阿形成封閉性�昇�路徑愛一方面阿淸康熙年

閒廷顯示了精鯵機@與鯵�官員人事�傾向阿另一方面却印對地方下%官員中�昇�京

官志向�阿設置各種限制阿由此地方上人事���權阿也從中央液向督撫愛但是阿面對Å

樣�勢態阿皇<警戒心極强阿結果變S瓜治方式阿舍去官方性質�地方耳目阿再円怨�私

人性質�地方耳目阿P漸以祕密�;報渠�爲根本制度阿確立獨裁政治愛

100) 參見�揭傅禮白論�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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