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                        ※
※         求將帥之法？─宋代的武學與武舉         ※
※                        ※
※※※※※※※※※※※※※※※※※※※※※※※※※※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1－2411－H－002－099  －

執行期間： 91 年 2 月 1 日至 91 年 10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方震華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古欣芸  張家豪 藍巧玲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中 華 民 國 92 年 1 月 5 日



2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91－2411－H－002－099

執行期限：91/02/01— 91/10/31
主持人：方震華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一、 中文摘要
本專題研究計畫之題目為：求將帥之法？─
宋代的武學與武舉。

本計畫主旨在蒐集宋代武舉與武學的相
關資料，並從中分析宋代政府在軍事教育與
將才選拔上面臨的困境，及其所反映的宋代
文武關係。執行成果包括：一、建立宋代武
學與武舉資料網站，收錄近人研究成果與相
關史料。二、完成研究論文一篇。該論文指
出武學與武舉之所以產生，是文士將儒學教
育與考試理念應用於軍事領域的結果。這使
得軍事教育和考試只能居於儒學的附庸，無
法取得獨立的地位。這由武舉、武學的主要
參與者是考不上進士科的士人即可看出。因
此，武學與武舉的功能不在於選拔良將，而
是緩和進士考試激烈競爭的方式，並使得宋
的政府體制具有文武並重的表象，以符合士
大夫所信仰的儒家傳統。

關鍵詞：

武舉、武學、宋代、文武關係、軍事教育

二、 英文摘要 Abstract

Research Project: A Way for Recruiting Ideal 
Generals?— The Military Academy and 
Military Examin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establishment of 
military examination and the military academy 
made Chinese government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cultivate martial talents and 
select military officials by regularly written 
examination. This invention creates a model for 

later dynasties, as the Jin, Ming and Qing 
adopted similar method to recruit military 
officials.

Through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related 
materials of military academy and examination, 
this project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in 
military education and recruitment in the Song 
China. Moreover, while the civil elite 
dominated government, the issue of military 
recruitment serves as window to research th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hip in the So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project include 
two parts. First, I create a website to 
demonstrate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of military 
examination and military academy for other 
historians. Second, I composed an article which 
analyzes the factors causing the creation of 
military examination and academy and the 
actual influences made by these two institutions. 
The actual function of the military examination 
and academy, I argue, is to provide the dynasty 
an image of civil-military balance rather than to 
recruit excellent generals.
  
英文關鍵詞 Key Wor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hip, Military Academy, 
Military Examination, Song Dynasty

三、 計畫緣由與目的

在中國的軍事教育與武官選拔上，宋代
建立制度化的武學和武舉是一項重要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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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這不僅使軍事教育首度獨立於儒學體系
之外，也使以考試方式選拔武官成為慣例，
日後金、明、清等朝代皆仿效宋的規模，建
立類似的制度。因此，宋代的創新對於中國
武官選拔制度和軍事教育都有重要的意義。

以讀書和筆試來培育武官，其實是士大
夫將本身的思考模式和價值觀念應用於武官
制度上的結果。因此，這兩項制度不僅是軍
政制度上的課題，也牽涉到在崇尚文治與儒
學的潮流中，軍事知識和技能應如何定位的
問題。這是瞭解宋代的文武關係的演變一個
重要的課題。

武舉與武學的運作因一直未能達成選拔
優秀將領的目的而廣受批評。但宋廷不僅讓
這兩項的制度繼續存在，且逐步增加錄取及
招生的名額。這是否表示武舉與武學雖不能
達成原先設計之功用，但仍具有某些意義和
存在的價值？

相對於對宋代進士考試和儒學教育的高
度關注，學者一直未對武學和武舉進行深入
及有系統的研究。本計畫擬廣泛地收集武學
與武舉的制度內容和參與者的傳記資料，以
重建這兩項制度在宋代運作的實況及其所代
表的文化意義。

四、 計畫成果自評

過去有關這個議題的研究只注意制度規
定的建立和演變，本計畫更試圖瞭解參與武
學與武舉的人物，以及這兩項制度長期運作
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因此，蒐集史料的範圍
從過去學者所注意的官方文獻，擴及至文
集、筆記小說和地方志。在史料蒐集上的成
果，已呈現於本人所建立之「宋代武學與武
舉」網站，網址為：
http://ccms.ntu.edu.tw/~chfang。

網頁的內容主要包含近人研究與原始資
料兩個部分，後者又分為制度內容與傳記資
料兩個部分。有興趣的研究者可於其中尋找
相關研究著作，參與武舉、武學者的傳記資

料，以及相關的制度與法律規定。
研究上的成果在於完成〈以文求武─宋

代的武舉與武學〉一文，現正進行細部文字
修飾。該文主要的論點如下：

1. 武舉與武學是文士將其價值觀念應
用於軍事領域的結果。但是，文士對
於這兩項制度應否存在及其運作方
式有諸多歧見，以致於武舉與武學的
發展遭遇到許多波折，並不斷招致批
評。

2. 武舉與武學設計的原意在招徠將門
子弟及低級武官，但實際的參與者多
半是考不上進士科的士人，以此做為
另一種躋身文官之林的途徑，與原來
選拔將帥之才的設計原意相違背。

3. 導致武舉與武學失敗的主要原因在
於當時對於軍事知識和技能的定位
不明確。一方面由於君主恐懼人民擁
有軍事知識將危害政權，壓抑兵學研
究；一方面是文士不願兵學取得與儒
學平等的地位。於是武學的地位逐漸
變成低於太學一等的培養士人學
校，武舉則成為次於進士科的入仕之
途。

4. 在種種不利的條件下，南宋的武學與
武舉不但未被取消，且招生及錄取的
名額更有增加。這是因為進士考試的
競爭過於激烈，為數眾多的士人以武
舉作為另一條追求仕宦之路，政府因
而無法加以取消。正因為參與者的主
要目標是做文官，政府屢次試圖禁止
武舉和武學出身者轉換文官，皆遭遇
強大反對而失敗。

5. 除了現實的考量外，武學與武舉尚有
其象徵性的功能。受儒家傳統的影
響，宋的統治階層儘管壓制軍人、武
官，但在思想上仍標榜兼重文武二
道。武學、武舉的存在正可象徵宋的
體制是符合儒家文武兼顧的理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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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與理論的雙重需要，這兩項飽受
批評的制度終能延續到宋代結束。
本計畫的執行成果顯現了在一個「重

文輕武」的帝國中，軍事的定位成為一個
充滿矛盾的問題。君主與文官無法否認軍
事對其政權的重要性，又不願強調兵學教
育與軍事人才的選拔，以免危害其所堅信
的文治價值。宋代武舉與武學在運作上產
生的問題僅是這種矛盾的一環，尚有更多
相關議題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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