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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宗教與世俗教育的關係 

 

    宗教是個複雜的現象，凡從哲學、心理分析、歷史學、人類學或各自的

宗教傳統(神學)，甚至經濟學、政治學或物理學來趨近宗教，都將會得到他們

想要的答案，宗教現象在此眾多型號的有色眼鏡觀察下，呈現出豐富多元的圖

像，這是宗教慷慨無私之處，社會學家當然也不自外於這寬廣的宗教研究的行

列，宗教是社會學家最關心的議題之一，社會學的奠基人物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窮盡畢生之年探討世界宗教與經濟倫理的關連性，但是他

卻從不定義宗教，因為他認為宗教本質不是社會學所關心之處，由宗教所引發

的行動才是，因為「由宗教或巫術的因素，所引發的行動之最基本形式，是以

此世為取向的」，18所以對韋伯而言，宗教的研究應該著重於宗教與政治、經濟、

倫理等現世的各自價值領域的差異與衝突的研究，這不代表社會學不對宗教理

念與宗教經驗進行探索，反而，為了了解宗教行為，韋伯認為: 

 

只有透過主觀的經驗、理念與個體所關注的目的這個觀點才有辦法達到－

換言之，從宗教行動本身的＂意義＂這個視角來了解。19 

 

    因此，對於宗教信念乃至於對特定宗教傳統的研究也包含在宗教社會學

的範圍中，只是這種努力單單是為了「對社會行動詮釋性的理解(Verstehen)，
20

並從而對社會行動的過程及結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釋」，21也就是說，韋伯的社會

學研究關注的不是個人宗教經驗的內涵，也不是宗教信念的內在意義或對來世

的承諾，而是關注於因為宗教經驗與宗教信念引發的具體＂行動＂，並由此行

                                                 
18 Weber，1993b:1。  
19 Weber，1993b:1。  
20 韋伯在使用德文”Verstehen＂時，指涉的是對行動者主觀的＂心智狀態＂加以觀察和理論

上的詮釋，當現象被＂理解＂時，其相關事實皆被納入行動的參考架構來陳述分析，因此將

留意這個參考架構所涉及的各種＂主觀範疇＂，在英文中以＂Understanding＂的意義最為接

近。中文則可以翻為＂暸悟＂，＂理解＂或＂了解＂。以上說明參考中譯本「社會學的基本

概念」的注釋說明。(Weber，1993a:18) 
21 Weber，1993a:19。此為韋伯對社會學的定義，即透過同情式的理解，掌握被研究者個人

的行動主觀意義，並藉此在不同的社會事件間做出妥適的因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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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對現世的其他世俗領域所造成的衝突與影響。 

    本文所關注的正是宗教信徒因著宗教信念的激發與宗教使命的驅使，產

生辦理教育機構的行動，並與世俗領域產生衝突與妥協的過程，因此也將以韋

伯的社會學概念作為＂有色眼鏡＂，引導也對照著新埔工專的創建過程，並期

待藉此從歷史發展的表層描述中，萃取出＂行動＂的深層意義，相信這必能有

助於我們去理解所關注的議題。 

    因此，此章乃架構本文的理論基礎，首先說明韋伯所定義的目的理性與

價值理性，再說明基督教聖公會的發展歷史與獨特的神學觀，所造成的獨特的

價值理性內涵，然後說明韋伯所界定的經濟、政治與知性等世俗理性的內涵，

以及宗教與世俗理性之間衝突的模式。 

 

第一節  目的理性與價值理性的意涵 

 

    韋伯認為社會行動是「行動者有意義地將自己行動指向他人的情況」，22他

將社會行動分為目的理性（zweckrational）、價值理性（wertrational）、情感式

（affekuel）、傳統式（traditional）等四種行動模式，23韋伯定義： 

 

    情感式:是透過當下的情感和感覺狀態所決定的行動，傳統式:是透過根

深蒂固的習慣所決定的行動。
24 

 

這兩種行動與目的理性、價值理性的差距即在於這兩種行動均處在有意識

行動的邊緣，均是含糊被習以為常的習慣或情緒所影響，而做出的行動，相對

的，目的理性是: 

                                                 
22 Weber，1993a:47。  
23 德文「目的理性」（zweckrational）、「價值理性」（wertrational），其主要差別在於價值理性

中蘊含著價值的絕對性為判準，行動者的唯一考慮是實現這種價值，縱使包含了手段與目的

的選擇，但是為了追求絕對的價值就不會考慮成本，相對的，目的理性會顧及行動後果的利

弊得失，避免出現得不償失的情形；以上說明參考中譯本「社會學的基本概念」的注釋。

(Weber，1993a:49~50) 
24 Weber，1993a: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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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對周圍環境和他人之客體行為的期待所決定的行動，這種期待被當

作達到行動者本人所追求和經過理性計算目的的＂條件＂或＂手段＂。25 

 

而價值理性則是:  

 

    透過意識地堅信某些特定行為~倫理的、審美的、宗教的或其他任何形式

~之自身價值，無關於能否成功，純由其信仰所決定的行動。26 

 

    價值理性之所以有別於目的理性，是由於行動者因為懷抱著絕對價值的

信念，被這種誡命或要求所驅使，不計代價且「只求維護他對其義務、榮譽、

美感、宗教情操、忠誠或某件事務之重要性的信念而義無反顧的行動」，27而目

的理性則沒有絕對價值作為行動目標，因此會衡量行動後果的利弊得失，會在

目的與手段間權衡以做出最為有利的決定，而傳統與情感式的行動理性，在更

多的意識到行動的動機時，將會滑向目的理性或是價值理性的方向，因此在韋

伯的行動分析中，目的理性與價值理性扮演著更為重要的地位。 

    由此看來，宗教信徒的行動若是被宗教誡命與使命等絕對價值所驅動，

則傾向以價值理性來行動，而不被宗教誡命驅動的行動如經濟行為、政治行為

等等，則傾向以目的理性來行動，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等式。 

 

價值理性 ≒ 宗教理性(被宗教誡命所驅動的行動理性) 

目的理性 ≒ 世俗理性(政治、經濟、知性等行動理性) 

 

然而，必須留意的是，行動理性的傾向並非是全有全無的單一理性，韋伯

認為「社會行動，很少會只指向上述討論中的單一方式」，28換言之，行動者的

                                                 
25 Weber，1993a:49。  
26 Weber，1993a:49。  
27 Weber，1993a:51。  
28 Weber，1993a: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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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模式混雜著不同行動理性，端視該行動者的身分與價值的強度，或多或少

的混雜著不同比例的行動理性，宗教信徒在行動中，因著該行動與宗教信念的

連結強度的強弱，而有不同程度的價值理性的強弱。 

    宗教信徒辦理一所學校，若是完全基於純粹的宗教動機(譬如宣教或是信

仰內涵包含著對知識的理解)，則辦理學校的價值理性將使得他不計一切代價

將學校辦起來，不論看似如何的不理性，遭遇如何的困難，宗教信念所推動的

價值理性也將使得他付上代價，使用自身的經濟、政治、權力等資源，甚至自

身的人身安危把學校辦理下去，換言之，價值理性的品質與強度會影響行動者

投入辦校的力道，而基督教聖公會做為辦理新埔工專的宗教團體，創辦該校的

人士在這樣的宗教氛圍中，被賦予了宗教動機，該宗派的特性與其特有的理念

將影響辦校者的價值理念的強度。 



第二章 宗教與世俗教育的關係  15 

 

第二節 基督教聖公會的宗教理念  

 

基督宗教的創始者耶穌，根據聖經的記載，在被釘十字架受難後三天復

活，並且在升天前傳遞了廣傳宗教的使命，即: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都賜給我了，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靈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都教訓他們遵守，我就

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了。29 

 

因此凡接受此信仰，並受洗者均為基督徒，他們均宣稱個人與耶穌此人

有個人的主從關係、他們加入＂教會＂這個群體，並且被某些教義所感化與形

塑，30基督徒遵循這召命向外地傳福音，使徒保羅(Paul)31在他有生之年已經將

此信息傳遞至羅馬帝國的大部分地方，接續者繼續擴展他們的基督教影響力，

直到基督信仰在西元三世紀前傳入英倫三島，西元六世紀英倫國王厄特爾伯特

(Ethelbert)成為基督徒，自此不列顛島成為基督教的勢力範圍。32 

十六世紀歐洲宗教改革33風起雲湧之際，不列顛島亦產生了獨特的宗派安

立甘宗(Anglicanism，亦稱為聖公會，The Episcopal Church)，聖公會做為新教

改革的一個新興教派，與其他新教教派不同的是，該教派的關鍵肇發者並非是

教士或神學家，而是由一位國王而起，一五三三年一月，英王亨利八世因為婚

                                                 
29 《聖經》，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二十節。這段經文被基督徒稱為”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是命令信徒宣揚基督教的主要經文。  
30 以上三種基督徒的特徵是由 Harver Cox 所提出。《基督宗教》，頁 100。  
31 保羅，原名掃羅（Saul），羅馬天主教聖經思高譯本譯作保祿。新約聖經使徒行傳(Act)

中記載，在經過戲劇性的皈依過程，之後便改名為保羅，是主要將福音傳給非猶太人的使徒，

也被歷史學家公認是對於早期教會發展貢獻最大的使徒，一生中至少進行了三次漫長的宣教

之旅，足跡遍至小亞細亞、希臘、義大利等羅馬帝國屬地。  
32 謝扶雅，1972:2。  
33 十六世紀初，教會腐化嚴重，教會出售贖罪券以搜括民財，徵收重稅以及買賣教職等，引

起改革聲浪，其中以馬丁·路德(Martin Luther)、加爾文(John Calvin)及慈運理 (Ulrich Zwingli)

等人為重要領袖，並以馬丁․路德於 1517 年在威登堡大學的教堂門口張貼九十五條論綱以

質疑教會，為宗教改革的發起年，該運動產生了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等各教派，以有別於

羅馬天主教(Cathol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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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問題，透過英國國會通過法案宣佈脫離羅馬教廷，自此聖公會成為英國國

教，一五七一年英國國會通過「聖公會三十九條綱領」(Thirty-Nine Articles of 

Religion)，其中融合了新教的神學觀，強調聖經高於教會權威，34排除了羅馬教

宗的權力，但其中的二十一、三十七條卻明定了教會與國家(英國)的合作關

係，35認為英國國王(或女王)是教會的最高榮譽領袖，英國聖公會均遵守信條

的一切規定，隨著英國殖民勢力的擴張，在全世界建立了聖公會教會，殖民地

各地的聖公會與宗主國仍有隸屬關係。 

英國遍佈全世界的殖民地後來雖逐漸獨立，也讓這樣的宗主關係終止，

但是聖公會這種特定基督教宗派與特定國家的緊密關係，不僅在新教改革的各

教派中中絕無僅有，36也深刻影響了各地聖公會的文化，如美國於一七八九年

獨立於英國，美國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也在同

年成立，自此脫離與英國聖公會的宗主關係，聖職人員與主教的委任不再需要

英國的教會權柄，由於美國標榜宗教自由，並沒有規定特定宗教為國教，後在

一八○一年修訂聖公會三十九條綱領，修訂其中的第二十一條與三十七條與英

國政府有宗主關係的條文，37然而美國聖公會仍保留著與國家合作的文化，至

今美國國家大教堂(National Cathedral.)仍使用美國聖公會主席主教位於華盛頓

之座堂(聖彼得暨聖保羅大教堂，Cathedral Church of Saint Peter and Saint Paul in 

Washington, D.C.)，美國聖公會信徒在政府中的公務員人口比例，高過在全美

國人口的比例。
38 

聖公會與國家的緊密關係，使得全世界聖公宗有著「對政治力量明智而

敏銳的使用是我們應擔負的一種責任」的普遍認知，39聖公會不同於歐陸重洗

                                                 
34 聖公會三十九條綱領，第六條 :論聖經足以使人得救。聖經包含得救的要道，所以凡未載
於聖經，或未為聖經所證明之道，即不必信為視為得救的要道。(湯清，1957:215) 
35 聖公會三十九條綱領，第二十一條 :「公會未奉君王命令和意旨不可召開…」。「第三十七
條 : 女王在英國及他的領土內有超群的權柄，凡在這國度裡的產業，無論是教會的或國家

的，其主要掌管權皆屬之…。」(湯清，1957: 220、225) 
36 至今基督新教作為國教的有英國、挪威、丹麥、芬蘭、冰島等國家，其中挪威、丹麥、芬

蘭、冰島均為路德宗，曾以聖公宗為國教者唯有英國(或其殖民地)。  
37 湯清，1957:212。  
38 Urban T.Holmes，1995:112。  
39 Urban T.Holmes，19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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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anabaptist)政教分離的主張，40「如果認為基督徒的效忠只是一個私人良知的

問題，而政治方面不是我們基督徒所要關心的，那麼這種觀念就與安立甘的思

想背道而馳」，41在一九三一年的蘭伯會議42中，甚至認定聖公宗有著「特殊的

或國家性的教會，在不同國家的聖公會，他的基督信仰，生活及崇拜的表現均

擁有其特殊的國家色彩」43的特色，全世界聖公宗遂有著與世俗政治親近的傾

向，聖公會對待政治不採取相應不理或全然對抗的方式，而是透過維繫與國家

的關係，透過政治力量來達到其宗教目標。 

除了與世俗政治的親近關係，聖公宗對於＂理性＂也有著獨特的見解，

英國聖公會在獨立於羅馬天主教之後，由當時的坎特伯里大主教克藍瑪(The 

Rev. Thomas Cranmer)大主教於一五四九年訂立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成為聖公會崇拜的統一禮儀規範，伊利沙白女王時期任命馬太･派克

牧師(The Rev. Matthew Parker)為坎特伯里大主教，並著手詮釋聖公會特有的信

仰規範，一五七一年頒布「聖公會三十九條綱領」，但真正論證聖公會特有神

學觀的則為同時代的胡克牧師(The Rev. Richard Hooker)，他反對羅馬天主教的

權威，但是同時也對抗當時歐陸強勢的以加爾文神學為主的清教思想，他在著

作的《教會政制法規》(Of the Lawe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ie)中陳述上帝創造世

界有其法則可循，上帝透過自然法則顯示他自己對所創造世界的管理法則，上

帝也透過全人類的理性彰顯出他的心意。 

胡克引用聖保羅關於「外邦人」的談話:「他們就是自己的律法」，
44認為

上帝藉著人的理性向全世界不分宗教種族的人展現他的意旨，他認為： 

 

上帝藉著理性之光的力量，照亮那進入世界的每一個人，⋯並學習到上

                                                 
40 重洗派認為「教會為信徒的團契，而非國家之教會…拒絕基督徒參政及運用暴力…拒絕從
政、從軍、及拒絕參加戰爭…。」。 (楊牧谷，1997:21~22)  
41 Urban T.Holmes，1995:110。  
42 全世界聖公宗主教於 1867 年起聚集於英國蘭柏開會，此後每隔十年均召聚全世界聖公會

各教省主教進行會議，稱為「蘭伯會議」(Lambeth Conference)，此會議提供聖公會相互諮詢

以加強彼此的關係，決議為聖公會共同的認識，但並無約束的權力。 
43 Herbert, Roy，1981:64。 
44 《聖經》，羅馬書二章十四節：「沒有律法的外邦人，若順著本性行律法上的事，他們雖然

沒有律法，自己就是自己的律法。」，而所謂外邦人，即為沒有受割禮的非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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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旨意為何。45 

 

因此理性本身即為認識上帝的合法途徑，而聖經所揭露的只是與信仰有

關的特殊啟示，胡克認為: 

 

聖經之表現為絕對完全，是在於他所欲達到的目的有關。46 

 

即就信仰而言，聖經的內容已經包含了一切得救之所需，但是若以救贖

無關的資訊或知識，就不應該引用聖經來佐證，而自然世界的所有知識如物理

學、生物學、心理學、社會學等等的一般啟示也都可以幫助人類認識上帝，這

些知識若在特殊啟示的輔佐下也能走在正途上，於是這些世俗知識也會幫助信

徒去理解聖經。 

加爾文與胡克對聖經的詮釋方式的理解不同，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一書中表示，聖經有其內在的「整體性」

(Unity)，他認為: 

 

真理不假助力，本身即足以使一切疑團冰釋，⋯聖經教理之屬天而絕不

屬地的性質，他各部份間互相合諧的美麗，以及其他足以使人欽佩的特性，都

能幫助我們對聖經的理解。
47 

 

而對聖經的理解應當在聖經所自顯的次序與邏輯中尋見，認識上帝的方

法只有透過聖經一途，世俗世界的知識與理性均已墮落敗壞，人們無法透過自

然啟示與理性來認識上帝，48因此信仰的權威全落在《聖經》一書上，全然的

                                                 
45 謝扶雅，1972:10。  
46 謝扶雅，1972:33。  
47 John Calvin，1955:40。  
48 加爾文認為 :「在宇宙的創造中所給予我們的微光，雖然在我們四周若隱若現，到底無法

表明造物主的光榮，也不足以引領我們走上正軌，誠然，有些火光是燃著了，不過在他們還

發不出什麼光輝以前，就熄滅了。」(John Calvin，19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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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了教會歷代傳統上的詮釋，也當然排除了世俗理性的影響，而胡克的這種

詮釋方式讓對聖經的解釋權威訴諸古代教父如奧古斯丁等權威，也訴諸人類的

理性知識，胡克顯然要在天主教與新教之間取得平衡，聖經只能用以應用於與

信仰的救贖有關的事務，他認為:  

 

關於聖經的完足無漏，有兩種意見，彼此各極相反，而皆與真理不符，

羅馬天主教教訓為聖經並不完備，假如不補充一些傳統解說，彷彿他不曾包含

一切啟示和超自然的真理，這在人類今生中是絕對必要認知的，另有人很不錯

地非難這一種意見，但同樣趨至危害的另一極端，似乎聖經不但包含那為得救

必要的一切事情，⋯.凡做任何事，不但不需要任何其他法律，而且遵行其他

法律是不合法，犯罪的，違反救恩的⋯。49 

 

可見胡克不同意天主教解釋聖經的方式，天主教認為聖經對於救恩的信

息並不完備，需要加入傳統的解釋，也不同意新教所說的聖經包含了一切的人

類知識，因此要排除人類的知識的正當性。 

因為這樣的詮釋，胡克揭示的是安立甘宗訴諸＂聖經＂、＂傳統＂與＂

理性＂的信仰特點，聖經、傳統、理性成為聖公會的特色，並稱為三大支柱，

曾任英國聖公會坎特伯里大主教蘭賽(Archbishop Michael Ramsay)，因此詮釋

聖公宗對基督信仰的特點是: 

 

訴諸聖經，認為聖經包含一切得救必需的道，訴諸古聖先賢(傳統)，認

為是認識聖經的響導，訴諸理性，認為是上帝所賜接受神性啟示的一種才能。

50 

因此「理性」在聖公會的信仰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他既是理解上帝的

工具，也透過理性管理世界，只要在信仰的＂光照＂中就能找到理性應有的位

                                                 
49 謝扶雅，1972:36。   
50 Archbishop Michael Ramsay 為 1961~1974 英國聖公會坎特伯里大主教。(Archbishop 
Michael Ramsay，19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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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開展理性本身就是理解上帝的途徑。 

    由於對理性的看重，使得聖公宗看重理性的培植與發展，教育工作於是

成為聖公宗所看重的工作之一，英國的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一直有傑出的表

現，51遠在美國獨立前的一七五四年，英王喬治二世捐款給紐約市民籌設了以

人文、科學和語言為主的國王學院，成為紐約第一所學校，美國獨立後改為哥

倫比亞學院，雖該校脫離了教會的管轄，但聖公會與該校一直有著深厚的關

係，52美國獨立後，美國聖公會亦於一八一七年成立聖公會總神學院(The 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 )，負擔起神學教育的工作。透過辦理學校，將基督教的

影響透過教育傳遞給下一代，53成為聖公會的特色，隨著英國殖民勢力的開拓，

全世界聖公宗至今在全世界開辦了超過一百三十個學院或大學。54 

    安立甘宗的神學特色讓＂理性＂獲得一種神聖的正當性，也使得學術追

求這種職責有了神聖的性質，對自然與人文的了解不僅對今生有益，也是一種

對上帝的本性與意志的啟示，因為所有學識其意義上都可能是神學的，也因

此，對於聖公會會友，透過其宗教人文主義的傳統和以理性作為他能認識上帝

的方式之一的方式，對宗教的學術性研究，和任何其他以嚴謹且深刻的學術訓

練，均能夠幫助造就一個同時具備見聞廣博，且神學上篤信宗教信條的平信

徒，55因此，對聖公會而言，教育工作不僅是宣揚教義的手段，而且是發掘真

理的過程，若在信仰的規範內，教育本身即是認識上帝的途徑，教育即為目的

本身。 

作為基督宗教的一支教派，聖公會與其他基督教會分享著－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的宣教使命，也因著聖公會的獨特歷史背景與神學思想，

讓該教派有著對知性開放以及對政治友善的態度，使聖公會與政治及教育等世

俗事務有著選擇性親近(Elective affinities)的關係，56聖公會與世俗世界的友善關

                                                 
51 一八七一年以前，入學學生必須宣誓同意「聖公會三十九條綱領」，並成為聖公會會友，

否則不得成為兩校的學生。  
52 參見：該校網站歷史介紹 : http://www.columbia.edu/about_columbia/history.html。  
53《為何選擇聖公會》，頁 112。  
54 參見：聖公宗高等教育聯盟(CUAC)網站 : http://www.cuac.org。  
55 John M. Krumm，1995:114。  
56 「選擇性親近」(elective affinities)一詞，原為德國文學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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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隨著全世界聖公會的開拓，使得該宗派呈現一種因地制宜的文化，基於這樣

的特性，教會更善於使用世俗力量來籌設學院以教授知識與宣揚教義。 

                                                                                                                                                   
借用化學反應中，物質間相互關聯的作用來暗喻人際關係上的行動是基於類似化學作用所引

發，後韋伯借用此詞，在其《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說明新教(主要是加爾文教

派)所影響的職業觀念與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精神有種親近性，非意圖性的造成資本主義的開

展，此概念貫穿於韋伯的著作中，成為其社會學理論用以造成因果關聯的重要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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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世俗理性的內涵 

 

    聖公會的宗教信念提供了宗教信徒特殊的”價值理性”，讓信徒基於對知性

的興趣與宣教使命來辦理學校，儘管聖公會的特殊宗教理念如何的與世俗世界

(尤其是政治與知性領域)相互調和，價值理性的絕對性與使命感在實踐過程

中，勢必遭遇到世俗世界的種種衝擊，原因在於宗教與世俗世界的特質有根本

的差異，韋伯認為宗教對世俗的排斥乃在於「屬世事務的理性化」，57所造成的

結果，西方世界的理性化，在韋伯的理解裡，是由多種原因所造成，在其名著

《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論證其中決定性的一種是基督新教(尤

其加爾文派)的禁慾主義，透過對俗世生活內在緊張性的全面控管，形成經濟

行為首尾一貫的理性行動，並造成了資本主義的發展，58這種理性化也擴充至

西方文化的各種領域之中，諸如政治、音樂、建築、法律等等。而這些世俗領

域的理性化，因著自身的發展，逐漸追求自身的獨立運作法則，最終拋棄了宗

教的根源，成為自外於宗教的獨立機制，並回過頭來成為壓制人性的「鋼鐵般

堅固的牢籠」。59 

    韋伯的理論乃在西方的文化脈絡中探討西方理性化的過程，並得到上述

的結論，本文無意承襲韋伯的理論來証成，在東方，宗教與世俗教育的關係也

是一種必然的「過河拆橋」般的關係，甚至要論證宗教在東方對於東方普遍文

化也造成一種非預期性的倫理行為的指導作用。因為東西方本有不同的屬性，

西方的新教，在東方的傳遞過程所造成的效果也並非廣泛的現象，而只存在於

傳教士能接觸的區域，東方的理性化過程(或者也無法用理性化來形容)與西方

所遭遇的截然不同，西方教育在東方所遇到的適應性問題更是一個複雜的現

象。然而，韋伯所做的宗教與世俗世界的衝突的本質，對於本文的現象解析卻

                                                 
57韋伯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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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邁進，便會與宗教之間產生越大的緊張性」。(Weber，1989a:109) 
58韋伯在該書總結時說 :「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
中，以「職業」概念為基礎的理性行為這一要素，正式從基督教禁慾主義中產生出來的」。

(Weber，2001a:114) 
59 韋伯說 :「對聖徒來說，身外之物只應是披在他們肩上的一件隨時可甩掉的輕飄飄的斗蓬，

然而命運卻註定這斗篷將變成一個鋼鐵般堅固的牢籠」。(Weber，2001a: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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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有價值，尤其當西方宗教團體來到東方架構了西式的教育機構，也遇到種種

宗教與世俗世界的衝突問題，韋伯的理論對於本文分析就更有親近性，本文即

透過韋伯在論證「屬世事務理性化」的過程中，與宗教發生的衝突的本質性分

析，來對照新埔工專的創建過程中宗教與世俗世界的衝突與妥協的過程。 

    韋伯歸類屬世事務為政治、經濟、知性、性愛、審美等等領域，這些領

域都將隨著自身的開展，與宗教產生一種對抗與衝突的關係，由於本文乃集中

於宗教與教育的緊張關係，宗教團體承辦一所學校時，就牽涉了世俗的價值領

域，如國家機器、政府法令、資金需求、學校行政運作等等，因此本文聚焦在

與宗教辦校有關的領域即為知性、政治與經濟等領域。 

    首先，宗教本身即有教育的功能，任何宗教在誕生之後必定會歷經一段

例行化的過程，創教者本身擁有的卡理斯瑪(Charisma)的魅力，60以巫術、神啟、

或是英雄崇拜開展了宗教，但其接續者為了守護這樣的宗教傳統，就必須以理

性與教義維繫神話與英雄的傳說，因此教育下一代青年人就成了接續者的重要

職責，這些人便是教士。韋伯認為: 

 

    教士 ~ 作為唯一有能力維繫傳統的代理人─從巫師手中接過訓練年輕

人的棒子，教導他們律法上純粹行政技術上的學問，以及特別是書寫與計算這

兩方面。⋯因此對教士而言，壟斷青年人的教育便成為他們權力的中心問

題⋯，教士階層通常是學校教育的擔綱者。
61 

 

然而透過教士所提供的就不再只是超自然的信仰(照韋伯的說法是＂巫術

信仰＂)，為了護教的需求，教士必須提供理性且可供辯論的教義，尤其在一

個教育團體之中，知識主義將在這個團體中成為主導力量，而漸漸的除卻了神

秘色彩，世界成為一個除魅(disenchantment)了的世界，「整個生活態度必須服

                                                 
60 卡理斯瑪(Charisma)是韋伯分析支配類型中的一種，「指的是具有一種不平凡稟賦的人，無

論這種資質視實際真有的、自稱具備的、或是人們假設認定的。因此，卡理斯瑪所指的是一

種對人的支配，被支配者基於對某一特定個人之非凡稟賦的信仰，因而服從…卡理斯瑪支配

的正當性乃根源於對巫術力量、神啟、與英雄崇拜的信仰」。(Weber，1989a:93~94) 
61 Weber，1989a: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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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一個既重要且又有意義的秩序之下」，62由教士所發展的除魅後的宗教於是

成為一個意義上首尾一貫，且對日常生活有指導性作用的生活方式，這種宗教

對於知識的需求便遠大於卡理斯瑪類型的宗教。 

    照著韋伯的說法，知性的起源是宗教的，只是因為解釋神義論與例行化

的需要，成為了不帶著巫術或神秘論的認知活動，因此知性活動是: 

 

    理性、經驗的認知徹底一貫地將世界解除魔咒並轉化到一種機械性的因

果關係之中。63 

 

    知性既是一種因果邏輯與認識上的追求，而知性的理性化與固有法則的

有機形式就是形成一所教育機構。 

    韋伯認為，政治理性乃是追求「權力與權力的威嚇之成功」，64而權力的

使用則造成了支配的關係，65在韋伯的分析中，合法支配的類型有三種主要的

類型，分別是卡理斯瑪支配(charismatic domination)、傳統型支配(traditional 

domination)、法制型支配(legal domination)，66雖然這三種支配並沒有絕對的先

後順序，現實世界中的支配類型也都混雜著這三種支配類型，但是卻有著主要

的支配方式。照著順序發展，卡理斯瑪的支配因著例行化(routinization)，而轉

化為通常是家父長制且受傳統束縛的社會，後再因理性化的發展，逐漸被工具

傾向的法制型支配所取代，支配類型的理性化程度越高，價值理性的成分越

低，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純粹形式化的目的理性的官僚體制(bureaucracy)。且不

論何種支配類型，政治理性的行使是以「威脅使用＂暴力＂而獲得保證」的。

                                                 
62 Weber，1989a:164。  
63 Weber，1989a:138。  
64 Weber，1989a:117。  
65 韋伯定義「權力意指行動者在一個社會關係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貫徹其意志的機會，而不

論這種機會的基礎是什麼。支配，是指一項特定內容的命令會得到特定人群服從的機會」。

(Weber，1993a:91) 
66 卡理斯瑪支配是基於「對個人、及他所啟示或制定的道德規範或社會秩序之超凡、神聖性、

英雄氣慨或非凡特質的獻身和效忠」，傳統型支配的基礎是「確信淵源悠久的傳統的神聖性，

及根據傳統行使支配者的正當性」，法制型支配是基於「確信法令、規章必須合於法律，以

及行使支配者在這些法律規定之下有發號施令的權利」。(Weber，1989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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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這並不表示政治的行使一定使用暴力，因為各種利益的交換與協商妥協

是大多時候政治活動的內容，然而政治權力的特徵就是其最後終極的手段就是

暴力的使用，若是在一個特定區域內宣稱擁有獨占的使用暴力的正當性則稱為

國家，68法制型支配因為形式上的需要，往往會建立官僚制國家，官僚制國家

的建立，便意味著政治團體逐漸排除了基於個人魅力的支配類型，朝向理性化

之後純粹形式化的非個人關係的支配類型，於是理性化後的政治理性的特質便

是： 

 

    實事求事的不以當事者為何人為念，不動怒，也沒有愛。69 

 

    這種以非人性關係為特徵的政治理性，使得任何國家均會向國內外行使

暴力，以確保自身的生存。70 

    經濟行為在韋伯的理論中是他主要的關懷，這也是他窮盡畢生之力研究

《經濟與社會》的原因，然而他對經濟行為的關注，並非針對物品的生產、流

通、交換和消費等經濟行為本身，而是針對宗教倫理如何提供經濟行為所需要

的理性主義的發展，因為他認為: 

 

    宗教的或巫術的因素，所引發的行動的最基本的形式，是以此世為取向

的，⋯宗教與巫術的行為，其目的主要都是屬於經濟性的。
71 

 

    宗教所許諾與提供的「大多是此世的實質好處」，72韋伯並非指宗教的目

的只是經濟效益，宗教當然是提供人們安身立命的世界觀(或來世觀)，透過對

                                                 
67 Weber，1989b:25。  
68 Weber，1989b:25。「使用暴力的＂正當性＂有獨占的權利就稱為國家」。  
69 Weber，1989b:25。  
70 Weber，1989a:116。「所有政治團體在面對國外或國內的敵對者時，無不訴諸赤裸裸的暴

力以作為強制手段，此乃絕對的本質」。  
71 Weber，1993b:1~2。  
72 Weber，1989a: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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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者的崇敬、宗教經典的傳閱與宗教社群的建立展現出來的現象，只是社會

學所關注的並非宗教的內在本質，而是宗教產生的社會行動及其效果。正如先

前所提，新教倫理提供了一種首尾一貫的理性思考，這種世界觀使得人們「對

生命抱持一種尋求意義及內在統一的態度」，73在現世的日常生活中進行一種持

續自我監控的經濟行動與財富追求，以「天職」(Beruf)74的理解方式將世俗職

業加以神聖意義，並落實在資本累積與有效勞動上，以此證明宗教預選的恩寵

擁有，這正符合了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精神生活型態，其結果就是造成了資本主

義的發展，宗教提供了經濟理性的內涵，經濟理性化的成果便是： 

 

    以貨幣價格為取向的、切事的經營⋯市場上的利害鬥爭計算。75 

 

    於是經濟理性的邏輯於焉產生，然而，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隨著理性化

的發展，政治、經濟等各種組織會形成官僚化機構，雖然韋伯特別強調政治上

的官僚化支配與官僚機制對資本主義的影響，但是他也指出官僚制的特性超越

了特定範疇，他認為： 

 

    (官僚機制)乃是一件精密的機器，可以供極端不同的利益團體所使用~無

論是純屬政治性的，還是純屬經濟性的~任何種類的團體均可使用。
76 

 

    也因此，在宗教、文化等各種領域均產生了獨有的官僚機構以遂行其功

能，官僚機制提供了貫徹某領域行政職務的專業化，在該機構中均以實事求事

(切事)與非人性化(不問對象是誰)的規則行事，其技術的優越性與專業性，以

及在機構中的人們為了維繫其共同利害的關係，使得官僚機構難以被摧毀(除

                                                 
73 Anthony Giddens，1989a:284。  
74 德文”Beruf” 的意義為”職業”，馬丁路德在翻譯聖經中的”召命”(calling)時，以”Beruf”翻
譯之，因此在馬丁路德詮釋下的世俗職業意涵，便有著從上帝所賜予給個人的特殊使命的神

聖意義。  
75 Weber，1989a:112。  
76 Weber，1989b: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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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另一個官僚機構產生)，政治、經濟、宗教乃至教育領域皆然。 

    綜合以上知性、政治、經濟理性的特質，無論其起源是否有著宗教的起

源與影響，其特徵都在於其目的理性的特質，即缺乏了絕對價值的指導，單以

形式上合理，為達到知識、權力、貨幣取得最大效益的不論對象為誰的一視同

仁的對待，而這種目的理性的思考與宗教的價值理性的思考方式有著不可消融

的差異，因而產生了宗教與世俗理性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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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宗教與世俗世界的緊張關係 

 

    宗教排拒現世的現象，照著韋伯的說法，發生在越是救贖性的心志型宗

教，與越是理性化與自覺性昇華的屬世事物相碰觸時，就產生越是劇烈的緊張

性。77換言之，最大化的價值理性(心志型宗教)與最大化的目的理性(理性的屬

世事物)相碰觸，就會產生最大化的拒斥現象，在上一節所標誌出的世俗理性

如知性、政治、經濟等領域，經過了內在的理性化，形成了各自獨立的「固有

法則性」，也就分別與宗教產生了緊張關係。 

    首先在知性方面，卡理斯瑪類型的啟示宗教因著例行化與理性化，需要

經由知性的活動將宗教昇華為教義與神學等理性活動，神秘的宗教經驗若是需

要發揮他傳遞與論證的功能，就勢必需要知性的協助，不同宗教宗派對於知性

主義的態度與立場或許有不同(就如同聖公會對待知性的態度就顯然寬容很

多)，但是兩者之間的緊張性卻永不會消失，韋伯認為理性認知活動對宗教的

內在意義上有相當的取代性，使宗教在面對「理智認知的領域時所產生的自覺

性緊張關係，是其中意義最為重大且最具原理性的一環」，78因著宗教需要知性

以傳遞宗教經驗並發展教義，這樣的衝突，便會一直在宗教與教育之間不停的

循環重覆著。 

    同時知性與宗教衝突的基本原因還在於，這兩種對世界的認識方式不

同，
79因為宗教所提供的方法是: 

 

並非以知性為手段，而是靠著所謂啟示的卡理斯瑪。80 

 

因此宗教提出的不是認識世界的意義而已，還在提供有效的解決之道，即

                                                 
77 韋伯認為 :「當宗教越是從儀事主義昇華為＂心志(或信念的)＂宗教意識之時，緊張性就越

是劇烈，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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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的歷程邁進，便會與宗教之間產生越大的緊張性⋯」。(Weber，1989a:109) 
78 Weber，1989a:138。  
79 Weber，1989a:140。「此種緊張關係實肇端於二者在世界圖像的終極形式上無可避免的根
本矛盾」  
80 Weber，1989a: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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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具有巫術能力的神職人員將神啟的諭令傳達給信眾，或是將宗教經典轉譯

為帶著命令的訓令，以解決日常生活的困惑，而知性活動提供的乃是： 

 

使世界的終極意義，以及隨著掌握此種意義而來的實踐立場，成為可論證

的。81 

 

經由知性論証產生的教義得以回覆人們理性上的提問，也使某特定時空，

方便特定人物的宗教經驗越過地理位置與時空的限制傳達給世界另一端的

人。這兩種世界觀，或許可以在大部分時間彼此相容，互相退讓，甚至相互利

用，但是因著世界觀的不同，宗教一定會在”某一點”上犧牲理性，因為： 

 

    從來就絕對沒有任何一個素樸完整且充滿生命力地活躍著的宗教不會在

某一點上提出：我相信它，不是因為他悖理，而是完全因為他悖理~理性的犧

牲~這樣的要求。82 

 

    而這一點，就是神啟與知識的衝突點，同時也會是宗教與教育的衝突點，

教育透過知性的力量，培養具有知識或技能的學術人或某些世俗領域的專業人

才，但是宗教所培育的，卻是臣服於宗教卡理斯瑪所傳遞的神啟訓令的信徒，

在宗教團體所辦理的學校中，這個衝突點，即明顯的展現在透過教育系統培育

出來的人才不符合宗教團體的原初辦校期待(培育出更多信徒)，使得宗教團體

重新評估辦校的成效，另一個可能便是基於宗教理念的指導過於影響校務運

作，以致威脅學校的生存，也將造成校務人員的反彈，但是知性理性已經建立

了他的固有法則性，特別是形成了官僚體制(也就是教育機構)時，將會捍衛其

自身的生存，也就更不容易摧毀它，83因此，在教育的場域中，當宗教與教育

衝突時，並不保證被摧毀的一定是教育，相反的，宗教也可能逐漸退出教育領

                                                 
81 Weber，1989a:141。  
82 Weber，1989a:140。  
83 Weber，1993c:56。「官僚制一旦確立，即為社會組織中最難摧毀的一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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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或是與教育保持一段彼此尊重的距離。 

    與知性相較，宗教與政治的緊張關係更為激烈，理性化後的政治呈現的

是非人性化的”不以當事者何人為念”的特徵，”不動怒，也沒有愛”，84而且政

治所追求的目標(權力)，是以暴力威嚇為手段，這也是「維繫政治團體自身權

威的基礎」，85但是這與宗教的同胞意識(愛鄰舍、愛人類乃至於愛仇敵)有著極

大的差距，不僅如此，政治與宗教的衝突原因不僅是目的與手段不同的極端差

異，還因為政治引發的戰爭行為涉及了個人的生死現實，這讓政治主動或被動

的賦予生命與死亡一種神聖的意義，86政治團體或政治領袖本身(不管是別人賦

予或是自己加身的)帶有神聖性，這種模擬使得政治有著＂類宗教＂的功能，

但是政治力量有武力做為後盾，宗教與政治的緊張關係不言可喻，因此韋伯認

為: 

 

    (政治)會在決定性要點上成為宗教倫理的直接競爭對手。87  

 

    政治將死亡神聖化以及賦予生命特殊意義的作法，與宗教所賦予的意義

不同，為政治而死(或因政治而活)需要有政治神話或民族國家作為奉獻目標，

是為了某特定族群或政治團體量身訂作，通常需要設定敵人(無論真實的或是

想像的)作為對抗目標，而為宗教而活卻較具有相對的普遍性，奉獻目標為該

宗教膜拜的神祇或教義，敵人則設定為沒有歸信該宗教的或敵對的宗教團體，

政治與宗教所設定的奉獻目標與敵人若是相同或類似(如英國聖公會等政教合

一的國家)，那麼對宗教團體或對政治團體各別而言都有相乘相加的效果，對

外的政治行動被稱為「聖戰」，同時也藉著對外戰爭開拓宗教市場，但若，政

治與宗教的獻身目標與假想敵人彼此有衝突，以致彼此懷疑，宗教面對政治背

                                                 
84 Weber，1989a:116。  
85 Weber，1989a:118。  
86 Weber，1989a:118。「戰爭中，也只有在戰爭中才見得到的這種大量生死際會的現象裡，

個人的得以相信自己知道是”為了”什麼而死，何以，為什麼會面對死亡，對他而言通常是如

此的清楚明白，以至於有關死亡的”意義”對他根本不成問題」。  
87 Weber，1989a: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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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武力，若非被全盤圍剿以致消滅，通常只有順應一途，不僅如此，宗教還

會成為被政治利用的工具，並且「為其正當性提供宗教的基礎」。88 

    在一所教會所辦的學校中，若是宗教與政治產生了對抗關係，以致於影

響了學校的生存，因著教育已經生成的固有法則性，為了自身的生存，也因著

上述政治強於宗教的特性，將會要求宗教讓步，以換取自身的生存，在此情形

下，宗教若非犧牲自己以換取學校的生存，不然就得犧牲學校的利益(如政治

上的合法性)，以讓學校繼續保有宗教性。 

    如同政治一樣，經濟領域也因著非人性化的特質而與宗教產生緊張關

係，理性化後的經濟關係就是資本主義的那種以貨幣為導向，取代了人際樞紐

的關係，因為「貨幣是人類生活中最抽象、最＂非人性化＂的要素」，89而宗教

卻是以同胞倫理為考量的，這種關係與宗教的衝突就在於宗教以不論何人均以

愛相待，並以建立普遍性的愛的關係為任務，但是經濟關係則基於供需原則，

以具有某種經濟利害的人為關係的建立對象，尤其宗教對於窮人有著自然的貼

近感，同時必須保持與富人的距離，以拒斥世俗世界，也因此，韋伯認為： 

 

    同胞意識宗教與現世間的緊張關係，最明白的顯現於經濟領域。90 

 

    在一所教會所辦的學校內，宗教所要建立的關係具有普遍性，尤其是以

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為優先，使他們能夠進入學校就讀，同時希望學校的經

濟來源以相同信仰的教友的捐款為主，教會寧願讓學校無法擴大發展也不願得

到從不同信仰的人手中得到募款，因為這將沖淡該校的宗教性，違背了辦校初

衷。然而，如同上述，一旦教育發展了其固有法則性，形成了官僚機制，就不

會放任宗教信徒損害其生存發展的權益，教育為了維護其自身，並以獲得最大

經濟效益為目標，就算違背了宗教的普遍性同胞意識，也可能為了較高學費而

                                                 
88 韋伯認為「各種妥協與相對化的結果，使之落入無可避免的虛脫狀態，宗教組織之適用於

大眾的政治馴化，而被加以利用，以及，特別是應既有的政治權力之需求，為其正當性提供

宗教的基礎」。(Weber，1989a:121) 
89 Weber，1989a:112。  
90 Weber，1989a:11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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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入學的門檻，使得入學學生必須有某種程度的經濟能力，或是增加入學學

生以增加經濟來源，執行普遍同胞愛的宣教活動反而成了次要的考量，同時學

校將與具有較高經濟能力的人建立關係，不論其宗教背景，向有經濟能力的人

募款，雖然這將以危及宗教初衷為代價。 

    按照以上的分析看來，在本文的脈絡中，宗教與世俗的緊張關係均因宗

教涉足了教育領域所產生，宗教信徒本以價值理性為思考，辦理一所學校，也

因此與世俗世界的教育領域、政治環境、經濟條件相關聯，進而產生衝突，宗

教與世俗領域的人各自承擔著不同理性思索，也以不同的行動倫理行事，按照

韋伯的分類，依照價值理性為依循的行動倫理是「心志倫理」(Gesinnungsethik)91~

因著使命的感召與激發，不考慮行為結果的倫理思索，就韋伯的定義來看，心

志倫理是： 

 

    在宗教上的說法就是＂基督徒的行為是正當的，後果則委諸上帝。92 

 

    而按照目的理性來思索產生的行動倫理則是「責任倫理」

(Verantwortungsethik)~計算代價與結果，並為其後果負有責任的倫理思索，韋

伯定義為: 

 

    當事人對自己行動的可預見後果負有責任。
93 

 

    這兩種行動倫理彼此間有著「不可調和的衝突」，94也就產生了宗教與世

俗間的張力。按照韋伯的說法，一旦宗教與世俗世界產生衝突，”心志倫理”

與”責任倫理”的思考便已經產生，這衝突廣泛的存在於現世內的所有理性行為

                                                 
91 德文「心志倫理」(Gesinnungsethik)與「責任倫理」(Verantwortungsethik)，”心志倫理”亦可
翻為”終極目標的倫理”或是”信念倫理”，兩者主要的差別在於行為本身的價值與可預見後果

之間的不同意義，前者屬於主觀的價值認定，涉及意圖與動機，後者則牽涉到客觀世界與環

境中的現實運作。(Weber，1991:322~323) 
92 Weber，1991:227。  
93 Weber，1991:228。  
94 Weber，19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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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宗教之間，雖然韋伯討論兩項行動倫理的內涵，是集中在討論「政治作為一

種志業」時，但是韋伯也認為：  

 

    正如經濟的理性行為與政治的理性行為所遵循的是各自的法則性一般，

現世內的其他理性行為也無可避免的受制於現世中的種種條件，這些條件與同

胞之情兩相乖離，而必然僅僅唯理性行為本身的手段或目標是事，因此所有的

理性行為遂與同胞倫理處於緊張關係之中，並且也在理性行為內部產生深刻的

緊張性⋯行動本身的心意所具有的價值，讓行動者有理由拒絕對後果的責任，

而將這責任轉卸給上帝，或是轉卸給上帝容許之下的塵世之惡與愚蠢⋯。95 

 

    因此這兩種行動倫理並不一定只能用於政治領域，而能擴大到所有其他

理性行為之中，然而，必須留意的是，實際的歷史個案中，一個個人身上可能

同時具有宗教人與教育家的角色(如教會學校的創辦者，和具有基督徒身分的

校務行政人員)，也可能是教育家也同時是政治家(如參與辦校的政府官員)，因

此行動者必須在心志倫理與責任倫理中做出倫理判斷時，將更顯得角色衝突與

困難重重，這也就必須在以下的歷史事實中了解其中的脈絡了。 

 

 

                                                 
95 Weber，1989a: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