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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世俗之衝突與妥協 

    ~以聖約翰科技大學創建歷程為例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目前一百五十八所公私立大專院校中，即有十二所具有基督宗教

(Christianity)
1背景的學院，2這十二所學校中，大部分在一九七○年以前便已經

創立，3在一九七○年時，全台九所大學中，4就有輔仁大學、東海大學、東吳

大學具有教會背景，其餘共九十所的獨立學院與專科學院中，亦有五所學校有

教會背景(分別是中原理工學院、靜宜女子文理學院、淡水工商專科學校、文

藻女子外語專科學校、新埔工專)，5這些接近一成的教會學校，在台灣基督徒

只有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的人口比例中，無疑是基督宗教特意投入教育事業

的結果，這些學院或由教會團體所創辦，或由基督徒個人所辦理，亦有以復校

為名繼承在中國大陸的學校所辦理(如東吳大學與輔仁大學)，由於有基督宗教

的傳統，各校辦學宗旨多以愛與關懷為理念，發揚真、善、美的事物，透過教

育的管道影響學子的人格發展，並傳授專業技能，五十幾年來，教育了數百萬

的學子，這些具有基督宗教傳統的學校仍在台灣社會繼續透過教育，發揮其廣

                                                 
1 “Christianity＂一辭可涵括以耶穌基督為信仰對象的宗教，包含天主教基督新教與東正教，
甚或一些極端的零星教派(如耶和華見證人)，但中譯中習慣以＂Protestantism＂翻為＂基督

教＂，＂ Catholicism＂翻為＂天主教＂，本文為免混淆，以「基督宗教」涵蓋基督教各宗派

與天主教，並不包含東正教與其他零星教派。 
2 目前台灣的大學有 59 所，技職院校有 99 所，其中大學有 7 所有基督宗教背景(東海大學、
中原大學、輔仁大學、真理大學、長榮大學、東吳大學、靜宜大學)。技職院校有 5 所有基

督宗教背景(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聖約翰科技大學、文藻外語

學院、聖母醫護管理專科學校)。資料來源: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edu.tw。  
3 1970 年以後創立(或升為專科以上)的學校分別是 : 長榮大學(1993)、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1999)、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2001)、聖母醫護管理專科學校(2005)。  
4 分別是台灣大學、成功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中興大學、師範大學、東海大學、東
吳大學、輔仁大學。資料來源: 《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年鑑》，〈第二十二編，教育統計〉，

頁 74~75。  
5 《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年鑑》，〈第二十二編，教育統計〉，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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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宗教影響力。 

一九六七年創辦的聖約翰科技大學(創辦時稱”新埔工專”，為了避免與上

海聖約翰大學產生混淆，以下行文均以「新埔工專」稱之)，6也是這些”教會學

校”中的一所，7該校乃由台灣聖公會8王長齡主教所創辦，創辦初期是由上海聖

約翰與聖瑪利亞女校的在台校友主動與教會聯繫，要求教會復校(上海兩校已

於一九五二年前撤銷)，隨後校友提供淡水的八甲餘土地，由台灣聖公會統籌

資金與設備等辦校事宜，並向全世界教會與校友募款，讓學校得以順利創辦，

創辦工專時乃參照當地地名”新埔仔”，校名取為「新埔工專」，至今經多次升

格改名為「聖約翰科技大學」。 

由該校創辦的歷史與發展中發現，該校的宗教傳統明顯，改名為聖約翰科

技大學後，成為台灣唯一以基督教聖徒為校名的大專院校，更讓人一眼即知該

校的基督教背景，在該校網站中說明: 

 

本校一向秉持基督教聖公會辦學之一貫理念，承襲上海聖約翰大學及聖瑪

利亞女校之優良傳統，以服務人群、貢獻社會為宗旨，並以培養具有專業技術

管理才能及博愛精神之人才為鵠的。9 

 

這樣的論述讓人了解該校的宗教傳統背景，也點出基督教聖公會辦學，及

來自上海聖約翰與聖瑪利亞女校的歷史傳承。 

                                                 
6 聖約翰科技大學在 1967 年創辦時，是以「新埔工專」為校名，1993 年改為新埔工商專科
學校，1999 年改制為「新埔技術學院」，2003 年更名為「聖約翰技術學院」，2005 年核准改

名為「聖約翰科技大學」。  
7 “教會學校”是個廣泛的用語，由於台灣的”教會學校”並不一定由宗教團體所登記設立，而

可能是由做為基督徒的個人登記辦校，董事會組織也不一定涵納宗教團體或是具有一定比例

的教徒，因此”教會學校”在這裡指的是該校創立的過程中含有基督宗教信仰的傳統，而不一

定表示該校是由特定宗教團體或是基督徒所管理。  
8 “台灣聖公會”(Taiwan Episcopal Church )，在全世界聖公宗(Anglicanism，又稱安立甘宗)
中，是美國聖公會（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於 1954
年建立的美國聖公會海外教區，現仍屬於美國聖公會第八(太平洋)教省，行政上以「台灣教

區」(The  Episcopal Diocese of Taiwan)稱之，簡稱”台灣聖公會”。以上說明採自林美玫教授

的說明(林美玫，2007:2,3)。  
9 參見：該校網站 http://www.sju.edu.tw/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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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台灣十二所具有基督宗教背景的大專院校中，除了七所綜合大

學以外，其餘五所技職學校多以醫護專業(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耕莘健康

管理專科學校、聖母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或是外語專業(文藻外語學院)為教學

內容，這些醫科與文科的教學內容，比較容易透過專業的教學，連接於其信仰

的辦學動機，而這所從「新埔工專」改制，至今為「聖約翰科技大學」的學校，

是這十二所學校中，唯一以科技專業為主的學校，10這樣的獨特性，更顯出該

校的創立過程具有時空下的特殊性，令人好奇該校的宗教背景與歷史傳承在台

灣的政經環境的交互影響下，是如何造就了這所學校。 

筆者於民國七十三年至七十八年在該校五專部電子科就讀，在其間皈依了

基督信仰，並且在學生團契中學習成長，台灣大學社會系畢業後又服務於該校

至今九年餘，感受到該校的歷史傳承與宗教精神，多少影響了該校所呈現出來

的氣質，也影響了其中求學與工作的我，對於了解這個教育機構的歷史傳承與

宗教精神更有一股疑惑與好奇。 

本文即在這樣的驅使中，試圖探尋基督宗教在這所學校所發揮的效應，並

瞭解宗教理念從上海兩校的歷史傳承，一直到新埔工專的創辦過程中，經過了

如何的演變，及面對如何的挑戰，進一步探究宗教在教育機構中所面對世俗世

界的衝突與妥協的過程。 

                                                 
10 不僅如此，該校同時也是全世界一百二十四個與聖公會有歷史關係的高等學院中，唯一以

科技”(Technology)專業為教學內容的學校，參見：聖公宗高等教育聯盟(CUAC)網站 : 
http://www.cuac.org/53810_53925_ENG_HT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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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識  

 

教會學校的設立是由宗教信徒因著宗教熱情與信仰的召命所驅使，透過教

育機構的創立執行宗教使命的行動結果，然宗教團體辦校應有其首尾一貫的宗

教思維，在辦理學校的過程中，宗教徒實際的涉入了俗世的領域，需要與當時

的政治經濟情勢相互磨合，由參與者的行動排解各種困難，並且藉由在一個教

學組織中的實際運作將所秉持的理念落實於校園當中，在學校肇始之先，創建

之時與辦校後的教育內容必存在著因基督教信仰所引發的宗教意識與行動，然

信徒在走出教堂建立一所教育機構時，他必須統整自身擁有的經濟條件，專業

人才等資源以投資其中，且將面迎著當時的政經情勢與社會文化種種挑戰，才

能貫徹自身的宗教意圖辦理一所學校。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論及”宗教拒世的階段與方向”時，11曾探

討宗教與現世的緊張關係，他說： 

 

一切先知或救世主的宗教⋯，與現世的秩序之間，存在著一種不僅尖銳而

且持續不絕的緊張關係，⋯越是帶有純正救贖宗教之性格者，這種緊張關係就

越是激烈⋯。
12 

 

換言之，宗教信念在接觸到世俗世界時，也就產生了或多或少的衝突，宗

教信徒因著信仰的啟發與使命的驅使，帶著因為宗教信仰而來的價值判準與行

動法則，辦理一所需要資金、人力、設備與技術的學校時，就必定與世俗世界

的價值領域相衝突，韋伯進一步說 : 

 

屬世事務(就最廣義而言)之內在、外在的擁有，越是向理性化與昇華的歷

                                                 
11 韋伯所著《宗教社會學論文集》中，為了分析世界諸宗教的經濟倫理，寫下此篇＂中間考

察~宗教拒世的階段與方向＂，提出進一步要分析的問題。  
12 Weber，1989a: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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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邁進，便會與宗教之間產生越大的緊張性，因為人與各個價值領域─無論其

為內在的或外在的宗教的或俗世的─之間的緊張，經歷過理性化與自覺性昇華

的過程後，各個價值領域獨自內在的法則性便油然被意識到，因此，各個領域

之間的緊張性─在原先與外界的素樸關係中隱而未現─即不容分說的顯現出

來。13 

 

換言之，因著教育機構的創立，宗教將與越形獨立運作的”屬世事務”相互

衝突。 

 聖約翰科技大學的創建，是由上海聖約翰大學、聖瑪利亞女校在台校友

所倡導，並由台灣聖公會接受建議，為延續聖公會在中國大陸的教育理念所創

辦的學校，因此該校的辦校精神與宗教初衷乃源自上海，上海兩校的辦校之初

即存在著宗教理念，在中國經過七十三年的發展，與各個”價值領域”相互糾葛

與衝突後，在台灣延續其宗教使命，並由創辦者王長齡等人承擔各個價值衝突

的緊張性，透過個人的價值倫理的抉擇，在行動中完成該校的創建，因此本文

首先要了解存在於上海兩校(主要是聖約翰大學)在發展過程中宗教理念為

何？再者，新埔工專的創建過程遭遇了如何的與各個價值領域相互衝突與妥協

的過程？透過如何的行動倫理，發揮其宗教理念，並與世俗理性的衝突與妥協

的過程。 

總言之，本文試圖探索聖約翰科技大學這個教育機構，在歷史傳承與創校

歷程中，宗教理念與世俗理性所產生的衝突與妥協，以及創辦者基於如何的行

動倫理解決其間的問題的過程。 

                                                 
13 Weber，1989a: 109。  



6 宗教與世俗之衝突與妥協~以聖約翰科技大學創辦歷程為例 

  

第三節  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 

 

本文欲透過了解新埔工專的宗教精神，在創辦的過程中遭遇到世俗世界的

挑戰，以此分析宗教與世俗在教育的場域中存在的張力，因此，本文須先界定

宗教團體因秉持宗教信仰所產生的思維的特性，深入了解聖公會該宗派獨特的

神學觀與歷史發展的特性，同時需界定世俗價值領域如政治、經濟與教育等領

域，所特定追求的事物，以及展現出來的特性，因此，社會學家韋伯對宗教與

世俗之間的緊張性關係的理念型(Ideal type)分析，
14便具有高度解釋的能力，透

過獲得純粹性的參照架構，建立宗教與經濟、政治與知性領域等各自固有法則

性的特質，並因此產生宗教與世俗領域的衝突，本文即透過韋伯為了分析世界

諸宗教的經濟倫理，所寫下的《中間考察~宗教拒世的階段與方向》一文中，

對宗教與世俗世界(經濟、政治、知性)的本質與關係性的分析，借用到本文中，

以詳細追究教育機構的開創歷史發展中宗教與世俗之間的張力。 

    基於以上的問題意識與研究範圍界定，本文需要透過以下二種研究方法

來取得需要的資料及進行史料分析。 

 

     一、歷史文獻資料分析法： 

        針對聖約翰科技大學(新埔工專)歷史資料來了解該校的宗教精神，分

析材料如：美國聖公會宣教過程，上海聖約翰大學，聖瑪利亞女校校史

等相關著作，聖約翰（新埔）校訊、新埔二十、三十周年特刊，台灣聖

公會教區通訊(1963~1976)，台灣聖公會年議會紀錄(1961~1970)、教會所

蒐藏學校創辦人王長齡主教及相關人士的著作與書信，學校董事會會議

記錄（1966~1971），15教育部所存該校史文件(1966~1971)16等等。 

                                                 
14 理念型(Ideal type)分析，就韋伯的定義而言，是建構社會科學追求經驗事實之普遍規律的

主要工具，為了讓社會學的分析具有客觀性與普遍性，需要「勾勒出每一種結構型態的明確

含義，而使他們成為一個個儘可能展現完備之意義妥當性的概念單位，…這些理念型的絕對

純粹形式，…不太可能會在現實中存在」。(Weber，1993a:43) 
15 經筆者請求，該校董事會秘書室同意調閱該校創辦至辦校後五年(1971)之董事會紀錄為學

術研究之用。  
16 經筆者去函教育部文獻資料組，取得存於教育部有關該校創校歷史(1965~1971)的正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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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深度面訪： 

        透過針對了解學校事務的人士進行深度面訪，如: 

1. 了解創校過程的相關人士: 嚴家昌前董事、馬漢寶前大法官(亦是董

事)、陳大同牧師、謝博文牧師(前副校長)、葛培根牧師。 

2. 教會領袖: 簡啟聰前主教、陳金地牧師。 

3. 校務人士: 張員榮校牧(亦是第四屆校友)、方斌前主任秘書、該校技術

合作處劉士娟小姐。 

4. 早期畢業校友: 第一屆校友呂允仁先生、陸嘯程先生。 

 

藉由以上訪問，以了解創校過程與早期校園中學生生活的細節，盼透

過質化的面訪工作，直接感受與體悟，以補足歷史書面資料的不足。17 

 

    透過以上兩種研究方法，將取得該校的相關史料，了解該校在歷史中的

發展軌跡後，參照韋伯的社會學式的理念型分析，將可進一步深入探尋存在於

宗教與世俗世界的張力。 

                                                                                                                                                   
件等歷史資料，此資料並存放於該校校史室，以供學術研究之用。  
17 以上口訪均先行去函邀請，並依照受訪者所在地點與身份，而有不同的訪問方式(電話訪
問或面訪)與訪問內容，訪問邀請信函如【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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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文是探索宗教與世俗在教育領域的衝突與妥協，尤其透過社會學家韋

伯的眼光探究新埔工專這所學校，在歷史中呈現出來的具有張力的過程，因此

本文在第二章先就韋伯的社會學理論進行說明，界定目的理性與價值理性的意

涵，並說明作為價值理性的指導方針，即基督教聖公會的歷史發展與神學觀對

於教育事業的特殊影響，隨後再說明目的理性的特質，即韋伯所界定的政治、

經濟、知性等世俗領域的特性，以及目的理性與價值理性所各自指向宗教與世

俗領域的衝突關係。 

    在說明本文所參照的理論背景後，即進入新埔工專的史實探討，必須說

明的是，本文的史料挖掘與呈現是在第二章所揭示的架構與參考中進行的，即

宗教透過教育機構的創建，而與世俗世界接觸時所引發的衝突與妥協的過程，

由於該校的創建過程，有許多史料都是首次被蒐集與使用，本文主軸乃藉著時

間的先後順序以編排各章節，這是為了避免脫離了特定時空以進行抽象理論的

分析時，將難以理解該校在歷史脈絡中所經歷的種種，是如何的挑戰該校的創

辦理想，也影響該校所呈現出來的氣質，然而在各章節中，仍會嘗試在理論的

關照下針對特定的歷史事件進行反思，以萃取出普遍的社會學意義。 

因此在第三章中，將追溯該校所稱，其學校傳統與宗教精神的創發地~上

海，以了解上海兩校在基於如何的動機下，由美國聖公會開辦，並了解兩校(主

要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在發展與終結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宗教理念與世俗世界的

衝突與妥協。 

隨後在第四章與第五章，將詳細爬梳該校的創設過程與管理特色，這是因

為筆者認為，該校創辦時為一所五年制專科學校，學校將隨著每年新生的入學

與在學學生的成長，逐步籌建學生所需的教室、宿舍、廠所與設備，以及師資

與行政設施的建置，以符合容納五個學年的需要，而討論該校的創辦過程，即

需要了解從倡議辦校、招生開學，一直到五年終了，即第一屆入學學生完成五

年學業畢業為止，一所學校在創校五年過程中，由於需要組織人事、籌募資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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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辦學方針，也最需要與政府部門協調以取得辦學的合法性，因此面對的挑

戰最大，所呈現的宗教與世俗之張力也最強，同時該校的精神與特質在該校的

創設過程中會慢慢成形，辦校後的運作只將循著創設期間所奠定的基礎繼續發

展，因此本文聚焦於該校的創辦期間所呈現的宗教與世俗之間的張力，因此，

在第四章將集中說明從籌備到首屆學生開學，以及該校在何種挑戰與情境下完

成五年建設的過程。 

第五章將繼續說明開辦後的五年中，校方在教務、學務，與宗教事務上的

管理特色，這是因為學校開辦後的管理方式，將會呈現出該校的教育哲理，也

將檢驗辦校人士如何將其辦校初衷落實於校務發展之中，因此校方所採取的教

學特色、培育學生的人格養成方式，以及實際推動的宗教生活，都將看出校方

是基於如何的辦校理念，在實際的校務推動中實踐出來。 

該校的創辦人為王長齡，他作為創辦人並非是因他個人而為之，而是因他

的職務－台灣聖公會主教－的頭銜來領導辦校，創辦該校應是台灣聖公會這個

宗教團體來承擔辦校責任，同時王長齡也將動用該團體的資源來促成此項任

務，因此，了解該團體在辦校過程中造成的影響與教會內部的反應將會使我們

更了解宗教人物在辦校產生的張力中，是如何的決策與付上如何的代價來完成

使命，這過程將在第六章中陳述出來。 

在經過第三章到第六章的歷史陳述與各章節的理論反思，我們將在第七章

的結論中彙整所得，在社會學的眼光中，完整的陳述本文的關懷~宗教與世俗

的衝突與妥協，在該校的歷史傳承與創辦歷程中所呈現出來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