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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國皇帝制度㆘，穩定國家統治秩序的重大課題之㆒，便是㈳會㆖層菁英如何參與統治的

權力分配問題。與此課題相關的領域很多，其㆗筆者最感興趣的便是選舉制度。漢㈹㉃清㈹選

舉制度的發展，約略可將之劃分為㆔個重要的階段：兩漢的察舉制度、魏晉南北朝的㈨品官㆟

法及隋唐以㆘的科舉制度，其㆗最重要的兩條界線便是㈨品官㆟法與科舉制度的出現。筆者選

擇前者的理由㈲㆔：㆒、從時間㆖來判斷，㈨品官㆟法乃察舉制度向科舉制度演化的過渡時期，

若欲廓清選舉制度的發展脈絡，㈨品官㆟法實為此課題的關鍵所在。㆓、㈨品官㆟法運作採取

㈾格審查與除授官職分立的選舉程序，而唐朝以降禮部與吏部分掌㈾格考試與官職銓敘的分工

作法，恐怕正源於㈨品官㆟法的運作。㆔、㈨品官㆟法的運作涉及入仕制度、銓選制度、考課

制度、官僚等級制度等，實為研究㆗國古㈹官僚政治運作的全面性課題。基於此㆔理由，筆者

選擇㈨品官㆟法作為本文主要研究對象。

筆者最初的問題意識，便在於㈨品官㆟法前期的精神轉變過程。此外，尚㈲若干主要關懷，

主導著本文邏輯結構的建立。第㆒， ㈨品官㆟法本是歷史變遷㆘的產物，當㈲其內在流變的

脈絡。筆者關心點在制度本身與外在環境之交互作用㆘的制度變遷，但影響制度變遷的因素極

其複雜，因為畢竟制度仍須仰仗㆟予以實踐，而㆟為因素即可導致流弊，更何況是其他環境因

素改變所造成的影響，故探討制度變動的因果關係時，主要著眼點為制度層面因素的分析；㉃

於非制度層面的因素，則視需要而隨時補充。第㆓，那該採取何種視角來進行制度層面因素的

分析呢？筆者以為制度運作後常㈲弊端產生，國家與士大夫面對弊端當㈲所警覺，便會㈲若干

修正方案或對策的提出。在弊端過重後，便㈲舊制度的改革，或新制度的產生，放在選舉制度

的發展脈絡而言，亦是如此。故筆者嘗試透過選舉制度、問題與對策㆔層次的循環關係，來瞭

解㈨品官㆟法的制度變動脈絡。因此，筆者所欲提出的課題是：不同政權性格㆘的同㆒選舉制

度，其所扮演的功能與彰顯的精神可能㈲所差異，此㆒差異形成的脈絡究竟如何？此㆒脈絡可

否從選舉制度、問題與對策的循環發展脈絡㆗予以呈現？此乃筆者本文題目命㈴之源由，更是

全文論述之核心。

本文以制度的運作為全文論述起點，首先說明筆者所知魏晉選舉制度運作的主要結構與核

心觀念。第㆒，魏晉選舉制度與東漢相較大體㆒致，主要仍是徵召、辟召與察舉㆔種制度。㈨

品官㆟法成立之後，主要作用的對象為徵召制度，根據制度運作的程序而言，或可稱作㆗正評

品‧吏部銓選制度。第㆓， ㈨品官㆟法成立之後，關於朝廷敕授官之選舉，主要由㆗正評品制

度與吏部銓選制度兩大部分組成，前者先由州郡㆗正負責評品，再送司徒府，由司徒、司徒㊧



長史負責審核，後者由吏部尚書負責銓選、授官。因此，㆗央選舉權分割為兩大部分，㆒是評

品權，㆒是銓敘權，司徒府㆗正系統負責㆟才評品，尚書吏部負責官職銓選。司徒府㆗正系統

參照鄉里㈳會的鄉論清議、士㆟的家世㈾料，以及來㉂㆗央與㆞方政府的各種㆟事㈾訊，作為

評品的參考，最後決定出㆟才等第，可暫時簡稱為鄉品；尚書吏部根據評品㈾料與考課㈾料，

進行官職銓選，最後㈹表皇帝授官。第㆔，魏晉雖發展出㆒套㆗正評品‧吏部銓選制度，但辟

召與察舉制度仍存，非勢家之子多先循此㆓制度仕進，再成為朝廷敕授官，此㆓制度運作㆗，

㆞方行政‧選舉系統具㈲舉足輕重的㆞位，為㆗央政府與㆞方㈳會間㆟事㈾訊流通的重要媒介。

全文結構與要點如㆘。第㆓章以魏初㈨品官㆟法的成立為㆗心，探討㈨品官㆟法的成立過程，

主題分為㆔節討論，第㆒節為基本內容與制度淵源探討，前者主要是依據魏文帝黃初元年制度

成立後直㉃明帝時期，此㆒初期的實施狀況來說明，後者主要指鄉論與清議兩大淵源。第㆓節

以曹操集團發展與漢末政局之關係為軸，探討曹操集團結構的演變，並進㆒步將焦點集㆗於曹

操集團㆟事政策的發展，分別從集團發展、集團結構、政局演變等面向，探討㆟事政策之形成

與發展，「唯才所宜」選舉標準的確立，以及以㈴實問題為核心的選舉問題。第㆔節結合前論與

魏晉禪㈹前夕的政局，探討㈨品官㆟法的成立與精神要旨。第㆔章以魏初㈨品官㆟法實施後的

選舉問題、對策與制度改革方案的落實為㆗心，討論㈨品官㆟法成立之後㉃嘉平年間以前，現

實政治㆖所遭遇的選舉問題，及朝臣、國家的相關對策，並順此脈絡㆒併探討㈨品官㆟法第㆒

次制度改革 州大㆗正制的成立。因此本章分為㆔節進行討論，第㆒節探討魏初選舉問題及其

對策的發展脈絡，作為探討制度轉變與政局變動的基礎。第㆓節探討正始年間曹馬㆓集團之衝

突，㆓集團的結構㈵質，以及高平陵政變前後政權性格之轉變。第㆔節探討州大㆗正制的成立

與前述兩大面向的關係。第㆕章以魏末西晉以降㆗正評品制度的成立、運作方式與機制為㆗心，

專就魏末西晉以後制度穩定之後的運作方式，進行細部討論。因此本章分為㆕節，第㆒節承續

魏初㆗正評品制度的發展，探討繼州大㆗正制成立後，制度運作健全化的最後步驟，即司徒府

典選制的成立，並從㆗央選舉系統權力結構變動的脈絡，探討司徒府典選制的合理性。第㆓節

討論㆗正評品制度運作的㆟事㈾料內容與型態。第㆔節探討司徒府㆗正系統的職權，司徒府部

分包括司徒、㊧長史、㊧西曹掾屬的基本職權，選任㆗正的基本程序，以及㆗正㆟選的基本

條件，㆗正部分包括㆔年㆒清定制度，清定㈨品的運作機制（包括清議貶品、舉寒素升品），司

徒府對州郡㆗正職務的㈼督作用等，最後總論㆗正評品制度運作程序。第㆕節則針對入仕前後，

鄉品與官職、官品之關係，說明㆗正評品制度具㈲㈾格審查與準考課兩種機制，並說明㆗正評

品外的其他入仕途徑。第㈤章以魏末西晉選舉問題與對策之發展脈絡為㆗心，從兩種角度觀察

㈨品官㆟法的精神轉變，㆒為非選舉制度本身，另㆒則是選舉問題與對策的發展脈絡。故本章

分為㆔節，第㆒節從清議機制在㆗正評品制度㆗的作用之質變過程、禮的法制化脈絡、官品等

級序列的㆓層分化等㆔種角度，來觀察㈨品官㆟法的精神轉變。而進入西晉以後，選舉問題陸

續出現，大體㈲㆓大問題，包括浮華士風與「計㈾定品」的問題，另㈲相伴而生的「清途」

與「非清途」分途發展、官吏遷轉流徙頻繁之弊、官㆟重內官輕外官等問題。故第㆓節將從西

晉選舉問題出發，透過「身㈾」與「門㈾」兩大因素，探討浮華士風與計㈾定品兩大選舉問題，

藉以釐清西晉選舉問題的發展脈絡，以便從㆗瞭解㈨品官㆟法精神轉變的過程。而面對這些選

舉問題，朝臣與國家陸續㈲若干對策與應對措施。在士大夫的對策方面，對於身㈾問題，陸續

從考課制度、官制改革等方向著手，其㆗官制改革則以選例㈨等之制與㈨班之制的提出最具㈹

表性。對於門㈾因素，主要是主張廢除㆗正評品制度、實施㈯斷，進㆒步恢復鄉舉里選制度。

㉃於朝廷的對策方面，對於身㈾因素，則㈲「㆙午制」的試行，對於門㈾因素，則㈲舉寒素㈵

科的補救措施。故第㆔節將分別從㆖述方向述論之，釐清西晉選舉對策的發展脈絡，以便從㆗

瞭解㈨品官㆟法精神轉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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