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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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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考试制度 ,存在时间达 1300 多年 ,为古代选官与选才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西方公务员制度则是在借鉴中国科举制度经验的基础之上形成的选官制度 ,它与科举制

既有相同之处 ,又有自己独特之处。借鉴科举制度与西方公务员制度 ,对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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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阅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

西方 ,选拔人才最多的一种方式就是考试 ,在没有

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代替考试选才时 ,考试依

然主导着我们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科举考试是中

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考试制度 ,存在时间达

1300 多年之久 ,为中国古代选官与选才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并且它也走出了国门 ,为其他国家的选

才产生了巨大影响。近代西方公务员考试制度的

诞生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鉴了中国科举考试的

模式。1933 年 ,罗纳德曾经这样写道 :“中国的科

举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传播 ,并成为世界上

其他国家实施和发展行政精英制度的基础。毫无

疑问 ,美国公务员竞争考试的特点主要受英国的

影响 ,而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则来源于中国。”[1 ] 由

于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存在明显差异 ,因而二者就不是单纯的被借鉴

与借鉴的关系 ,可以说 ,二者是在披着考试这一相

同方式的外衣上 ,各有各的鲜活特点。

一、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的比较

　　 1. 诞生背景。关于科举起源 ,学界存在争

论。如果从狭义上讲 ,科举是以隋代进士科的出

现为标志的 ,但是隋朝并没有以明文法令形式规

定科举考试的一些重要原则与具体条例 ,而成书

于唐代中期的《通典》,则详细记载了关于科举考

试的一些情况 ,如科考科目及考试原则及程序。

按学者李树的观点 ,科举滥觞于隋 ,而科举制度成

型于唐 ,[ 2 ] 论断采取中立的态度 ,得到大多数学者

的认可。那么为何会出现科举这一制度呢 ? 秦朝

在统一中国之前 ,就已经制定了《置吏律》、《除吏

律》、《为吏之道》等任官考免制度 ,其中既提到了

任免官员的考核标准 ,又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

范。[3 ]汉袭秦制并稍加改动创立察举制度 ,以推荐

与考核相结合的形式来选拔有用之才。魏晋南北

朝时期继续在前代基础上创新求变创立九品中正

制 ,正式由中央政府选拔人才为官 ,并且将官员根

据家世、才能、德行分等授职。对比前代魏晋时期

进步颇大。

但是科举以前的这些选才制度为何皆不长

久 ,仅仅是适用一段时间之后就被取而代之 ,这有

其深刻原因。因为社会结构的分散化与政治体系

的集权化日趋严重 ,朝廷与地方势力的冲突对选

才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 ,当时的选

才任职制度就是朝廷与地方势力相互妥协的产

物 ,这样就既不能保证官员选拔的公平 ,也不能保

证被选官员的质量 ,对当朝政局的稳定是极为不

利的。为了改变这一不利的选才状况 ,隋文帝正

式提出分科举人 ,首设秀才与进士二科 ,通过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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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选拔人才 ,以保证选拔的公平与公正 ,并

能因此而得天下英才。

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前身来自于 14 世纪末期

君主制国家实行的文官制度 ,但是这种文官制度

尚不具备考试性质。公务员制度全面创立应该是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 ,一方面西方各国陆续

完成工业革命 ,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 ,

商品经济秩序基本成熟 ,由此引发壮大起来的资

产阶级及其他一些社会阶层新的政治要求 ,以便

对国家进行更好的管理。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

现代文官制度的国家。1833 年 ,英国初步采用了

考试的办法 ,对每个部门中缺失的名额实行提名

考试 ,择优录用。1854 年 ,英国政府财政大臣提

交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1855

年 ,英国建立了办事公正、不受党派影响的文官委

员会。1870 年 ,英国政府明文规定 :凡是没有文

官委员会考试及格证书者 ,一律不得担任文官职

位。[4 ]由此英国文官制度正式建立完善起来 ,后来

法、美、日参照英国经验 ,也建立起了符合各自国

情的文官 (公务员)制度。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 ,科举制源于对以往选

才制度的不满 ,统治者希望找到一种合理的选才

方式以保证政局的稳定从而维护其统治。而西方

公务员制度虽始于对中国科举制的模仿 ,但其主

要还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不断发展 ,必须

有一种有效的选才方式与之相匹配 ,从而实现争

霸世界的梦想。

2. 考试内容、方式及录用程序。科举考试内

容根据各个朝代统治者信奉遵从的思想及其统治

需要而定。不过在科举存在 1300 多年的时间里 ,

科考内容多半以儒家经典为主 ,如《四书》、《五经》

就是主要考试内容 ,每个朝代的科考都会从中抽

出一定的内容进行考试。这表明自唐开始 ,官员

的选拔已经被限制在儒家所讲究并逐步被充实起

来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范

围之内。[1 ] 在这短短的十三字中 ,既包含了对考生

业务水平的考察 ,还有对他们的职业道德的考察 ,

更为重要的还是考察他们对专制君主的忠诚程

度 ,忠君是首要的考察目的 ,科举选拔人才就是为

君主的统治服务。

科举考试方式在唐代时较为简单 ,一般通过

乡试与省试之后就可以获得官职。宋代在此基础

上就增加了殿试 ,使原先的两级考试变成三级考

试。明清时期 ,科举考试变得最为完善 ,发展成为

包括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级 ,每级考试

都有各自的规则与程序 ,这对于选才效率的提高

是大有帮助的。

而在录用方面 ,一般是根据每级考试的成绩

来授予官职 ,如乡试考取举人之后就可以获得官

职 ,但是官衍是非常低的。通过会试之后也可以

得到正副两榜相对应的职位 ,但副榜一般职位卑

微。如若通过殿试 ,特别是进入三甲之中 ,那么官

位就相当高了 ,尤其是一甲中的状元、榜眼、探花

最为引人注目。

西方公务员考试一般分为笔试与口试两种。

笔试是传统的考试方法 ,通过笔试可以达到测验

个人文字、分析、思维能力的目的。一般笔试有两

种形式 :一种是在欧洲许多国家广泛采用的传统

论文形式 ,它要求以论文或是记叙文解答提出的

问题 ;另一种是美国采用的短答形式 ,它要求在三

小时内回答近百道题 ,包括问答、填空、选择、判

断、对偶等多种形式。口试也分为个别口试和分

组口试两种 ,个别口试是在一名报考人和几名考

官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之间进行 ;分组口试是由两

名考官和若干名报考人组成一组 ,采取会议、讨论

的方式进行。[1 ]

公务员的录用始终遵循“择优”原则 ,一般以

成绩排在前 10 名以内的考生作为主要选择对象 ,

当然各个国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稍有不同。其用

人标准强调专才或通才 ,以业务知识能力作为选

才尺度。同时与科举明显不同的是 ,公务员录用

不是一考上就有正式职位而没有被排除的可能 ,

而是有试用期 ,一般在半年或一年左右 ,如果在试

用期内表现良好 ,业务能力突出 ,则被正式录用 ,

否则一样被淘汰出局。由此可见 ,公务员的录用

有着更为完备的选才录用效率 ,这样可以避免一

考定终生的弊端。

3. 历史作用与影响。科举制主要表现在公开

报考、择优取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科举制保

证了官员选拔的公平、公正以及质量 ,也保证了政

治的正常运行。因为科举制以一个全国统一的标

准特别是专制君主认可的标准选拔官员 ,这样官

僚集团既有了稳定的人员补充 ,又有了大体一致

的、适应专制君主需要的人 ,扩大了封建统治队

伍。而公务员制度在西方却不一样。大多数的西

方研究者都认为 ,科举制这一“令人赞叹的发明”

传到西方以后 ,给西方带来了革命性的意义。因

为 19 世纪中叶的西方国家 ,已完成工业革命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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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这就要求推

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建立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

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在引入科举制后 ,在西方民

主政治的基础之上 ,形成了公开考试、择优录取、

政治中立、法律保障、统一管理为原则的公务员制

度。这一制度避免了任命制下“任人唯亲”所造成

的结构性腐败及因政党轮流执政所导致的周期性

政治震荡 ,使行政工作的运行具有了连续性和稳

定性。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 ,为资

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5 ]

二、从科举制度看现代公务员制度

　　1. 政治角度。

1)科举制公开透明地向全社会实行多渠道选

拔人才。凡是有文化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 ,从而

打破豪门世族对行政权力的垄断。即使是最贫贱

家庭出身的人 ,也能通过这一正常的竞争程序而

进入社会管理者队伍之中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

子堂。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因此 ,它是对

血统论和世袭制的彻底倾覆。用今天的社会学话

语来说 ,就是它启动了一种“顺畅的社会流动机

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阶层界限的凝固

化 ,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和希望 ,缓

和了因社会地位差别形成的冲突 ,释放了由于社

会不公平而产生的社会张力 ,在一定程度上维系

了社会的稳定。

2)科举制又极大地强化了“读书做官”的官本

位意识 ,使“学而优则仕”观念深入人心。其实官

本位意识是任何传统社会都必然具有的一种普遍

社会心理 ,并不只限于中国。只是因为中国的封

建社会延续的时间最长 ,所以这种意识最为顽固 ,

在某种意义上 ,似乎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了。

本来读书人不一定非做官不可 ———诚如春秋战国

时期的大思想家荀子所言 :“学者非必为仕 ,而仕

者必须如学”。但是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

国家中 ,做官给人带来的利益 (物质的和精神的)

实在太多 ,任何人特别是读书人都无法抵御这种

诱惑 ,所以才会形成“学而优则仕”的浓厚社会文

化氛围和强烈的社会文化心理。

3)古代的科举考试采用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

相结合的方法来共同选拔人才。这一作法也许是

当时的权力构架下的唯一选择 ,而在现代社会中

则不可取。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仿效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搞三权分立 ,但考虑官员选拔的需要和中

国科举考试的传统 ,他独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五

权分立”的权力架构 ———专门成立了一个考试院

以选拔官员。这个考试院便是一个相对独立 ,与

行政院和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平行的机构。他

这样设置的目的 ,就是为了公平和公正。因为由

作为政府的行政院来组织考试 ,是自己为自己挑

选人才 ,无法实行监督和制约。在古代科举考试

中 ,向主考官行贿、拉关系、科场作弊等形为大量

存在。而由另一个权威的专门考试机构专司此

事 ,就有可能把此种弊病降到最小程度。有鉴于

此 ,笔者认为现在实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应由各

级人大来组织实施。因为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

构 ,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 ,为人民服务的公

务员理应由人民来挑选 ,而不应由政府自己来挑

选。其次 ,由人大组织实施 ,更能保证考试的公平

和公正。

2. 经济角度。科举把国民的注意力和聪明才

智引向做官这一渠道 ,冷落了其他学科和行业 ,形

成了“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和风

气。结果中国最多的人才是文学人才和政治人

才 ,而少有经济、科技人才。中国在科技、基础科

学方面落后 ,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科举不考这些

内容。数学家祖冲之、郑玄 ,建筑家鲁班 ,物理学

家墨子 ,均出现在科举产生之前。科举考试在唐

代还考数学、法律及其他一些应用科学 ,后来逐渐

变成以儒家经典为主 ,至明清则成了死板的八股

考试 ,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 ,这大大钳制了人的思

想 ,限制了人的能力发挥。

3. 文化角度。

1)科举制将文化水平的高低作为选拔官员的

标准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因为任

何社会都必须要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来进行管

理 ,文官执政与武士专权两者相比 ,其优劣高下一

目了然。

科举考试考八股文的做法虽然必须摒弃 ,但

重视文学修养这一条却应当保存并设法纳入现代

公务员考试的内容之中。文学修养实际上反映了

一个人的人文素养。现代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来

的知识分子都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 ,而且由于科

学技术的发展 ,专业也越来越细化 ,但是否具有一

定的文化修养却很难说。在当代 ,我们干部队伍

中理工科出身者恐怕居多数 ,他们在人文科学方

面的知识相对比较欠缺 ,这对于他们管理公共事

务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汲取科举考试重视文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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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传统 ,在现代公务员考试中适当加进文学、历

史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相关内容 ,对于提

升他们的人文素养 ,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无疑大

有裨益。

事实证明 ,让应试者写一篇文章 ,可以看出他

的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表达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

知识面的宽窄。总而言之 ,写文章是一个人文化

水平的综合反映。现在各级学校的语文考试仍要

考作文 ,其道理便在于此。而且 ,作文的考试是最

难作弊的。当然 ,写文章的确是纸上谈兵 ,文章写

得漂亮不一定就能当好一个“官”。但是如果一个

人连文章都写不通顺 ,语言不准确 ,逻辑混乱 ,说

理不清 ,他的文化素养也就可想而知 ,能当好

“官”,也就令人怀疑了。

2)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国家制

度 ,是每年都要举行的 (一般是在秋季) ,不少考生

第一年落第可以第二年、第三年接着考 ,并非“一

考定终身”。这种以文化为标准的选拔方式 ,自然

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导向 ,使得全社会都重视文化

教育 ,读书求学的风气遍及神州 ,使得中国成为一

个最重视教育的国家 ,从而也保证了文明的延续

和承传。中国之所以成为所有文明古国中唯一没

有中断自身文明的国家 ,科举制功不可没。

但是 ,这种考试的可重复性虽说是为应试者

提供了更大的机遇 ,但也容易使应试者沉迷其中

不能自拔 ,以致考到满头白发仍乐此不疲。因此 ,

应规定应考者的年龄界限 (如 35 岁以下) 。但允

许应试者重复考试仍是应当遵循的原则 ,这样可

以不致因一两次考试失手而导致人才被埋没。

三 科举制度与西方公务员制度
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启示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 ,在

中国持续了 1300 多年 ,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出了

众多优秀人才 ,有效地促进了封建社会的经济政

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而西方公务员制度也为西

方各国的人才选拔做了巨大贡献 ,使他们的国家

获得了大批优秀人才 ,壮大了本国实力。以史为

鉴 ,我们可以为现阶段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提

供一定的经验。

1.建全规范的法律制度。科举考试在各个时

期都有相应的法规予以保障。唐、宋、明、清对于

报考条件 ,考试的时间、科目、程序、内容设立、行

文要求 ,阅卷程序 ,发榜程序及相应待遇都有明文

规定。西方公务员制度也有着严格的法律体系。

如英国的《诺斯科特 ———杜威廉报告》、美国的《鼓

德尔顿法》、德国的《帝国官吏法》等[6 ] ,对公务员

考试、录用都有着详细而严格的规定。我国目前

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还没有通过人大立法 ,

因而法律效力不够 ,这样对于公务员考试、录用都

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我们只有通过法律来完善公

务员制度 ,才会使公务员的选拔高效 ,从而获得

良才。

2. 考试方式应多样化 ,保证公平公正录用。

在现行公务员考试比较公平的基础上 ,我们考虑

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选拔出人才。

同时进一步扩大和提高竞争岗位的范围和层次 ,

扩大竞争岗位比例 ,强化竞争机制。古代科举考

试以分级考试来选拔人才 ,形式多样 ,所以我们现

在不应仅仅以单一的考试来录用人才 ,而是采取

多样化标准 ,如看他是否具有领导潜质 ,是否在某

一方面具有专长 ,如果他确实有一技之长 ,我们就

应该把他纳入到录用范围之内 ,尽可能全方位、多

角度选拔有用之才。

3. 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在当今

的公务员选拔录用中还存在很多不足 ,考试作弊、

到处找关系的现象还存在。一些领导干部违反考

试录用制度 ,利用职权违规进人 ,在人员的任用上

搞不正之风 ,腐败行为、徇私舞弊、暗箱操作还很

严重。另外以身份、地域作为限制的现象还存在。

要尽量地减少这些现象的发生 ,就要建立一整套

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首先 ,健全公务员选拔任

用管理制度。认真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

权、选择权 ,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坚持任人唯

贤、德才兼备 ,注重群众公认和实绩考评 ,坚持公

开、平等、竞争与民主集中和依法办事原则相结

合。其次 ,建立自上而下的民主监督机制。在加

强内部监督的同时 ,把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摆在突

出的位置 ,完善自上而下的民主监督 ,形成全方

位、多角度的监督体系 ,全面推行公务员的任前公

示制 ,对于公示过程中群众反映的问题应认真对

待 ,调查核实 ,对有问题的应考者不予任用。[ 7 ]

同为大规模社会性考试 ,现代公务员考试或

在考试内容、考试功能 ,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

上 ,都与科举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承继或间接渊

源关系。如今 ,科举制已停废除 ,但深含公平精神

的考试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能够废止。从

“科举学”的视角进行考试历史与现实的对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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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 ,并能为今天

的考试改革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 ,使考试制度沿

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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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Western Servant System

Zeng Hua
( I nsti tute of Hi gher Education , X iamen Universit y , X iamen , Fuj ian 361005 , China)

Abstract :As t he most far - reaching examination system in Chinese history , t 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existed for more t han 1300 years , and it make f ull use for official and talent . The western

servant system learns f rom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 which has the similar places with t he im2
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 but it also has it own particularity. We can use for reference f rom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western servant system , and it has the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impro2
ving our modern serva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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