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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聖約翰科技大學的創建與台灣聖公會、三校在台校友會(上海聖約翰

大學、上海聖瑪利亞女校、武昌華中大學)有著密切的關係，而這幾個單位均

是原中華聖公會96教友與三校校友在一九四九年前後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來台

後所組織起來的，若是要了解該校的發展歷程，就必須先追溯聖公會在中國大

陸的教育事業發展，才能理解該校的歷史傳承，也了解宗教與世俗的關係的演

變過程。 

 

第一節  宗教力量擴張下的教育宣教 

     

    3.1.1 文惠廉主教的初步工作 

 

    基督宗教與中國的接觸，雖自唐朝景教(西元六三五年)起，便有碑文記

載，然持久進行的傳教工作乃始於明朝，明嘉靖十三年（一五五二年），耶穌

會的方濟各 · 沙勿略(St. Francis of Xavier)到達中國廣東的上川島，97雖未得進

入大陸的許可，帶著遺憾死在島上，但隨後天主教耶穌會陸續派遣神父如利瑪

竇(Matteo Ricci，一五八二年)、湯若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一六一二

年)等人抵華，並將西方數學、醫學、天文學、曆法等現代科學帶入中國，但

在一七二三年清朝雍正皇帝宣布禁教令後，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遭到挫

折，
98暫時停止了成長。一八○七年，第一位新教傳教士，英國倫敦會的馬禮

遜(Robert Morrison)抵華傳教，自此基督新教各宗派陸續派遣傳教士抵華，一八

三五年，美國聖公會派遣駱武(Henry Lockwood )和韓森(Francis R. Hanson )兩位

傳教士到廣州傳教，因為語言不通和通商問題，退至印尼爪哇島的巴達維亞與

                                                 
96 十九世紀初美、英、加等聖公會抵達中國宣教，陸續創設十一個教區，1912 年 4 月 26 日
各教區主教與代表於上海集會，設置總議會，並通過憲綱、憲法與規例等法規，組織中華聖

公會(Chung Hua Sheng Kung Hui，英譯為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97 《牛津基督教史》，頁 262。  
98 天主教資訊小集網站，http://www.cathlinks.org/ching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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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華人學習語言，駱武在當地經營教會學校，教授華僑子弟四書五經，也

用聖經的《新約》向學童傳揚基督教教義，99一八三七年美國聖公會傳教士文

惠廉(William Jones Boone )抵達爪哇島接續駱武和韓森的傳教工作，並繼續經

營教會學校，他更嘗試前往廈門，並學習語言(閩南語)，為美國聖公會在中國

地區的傳教工作做試探性的工作。 100 

    一八四二年以前的傳教工作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無法公開且受保護的

進行，直到一八四○年清朝政府與英國的鴉片戰爭中，清廷戰敗，並於一八四

二年簽訂南京條約，上海等其他五個港口開放通商，而作為最接近北京的港

口，上海也成為中西文化政治與經濟交流的重鎮，一八四四年中美望廈條約的

簽訂，讓美國也同樣擁有英國在南京條約中在這五個港口通商的權利，還另增

加了南京條約沒有的允許購地興建教堂，醫院與墳地的內容，也廢除了禁止外

國人學中國話的命令。 

    一八四二年文惠廉喪妻，返國述職，望廈條約簽訂後，美國聖公會認為

傳教機會大增，一八四四年美國聖公會封立文惠廉為第一任中國佈道區主教，

藉由他曾在一八三七~一八四二年間在南洋爪哇島傳教與學習華語(閩南語)的

經驗，經過評估後選定上海為美國聖公會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教中心，101在美國

籌備期間，文惠廉即計畫到中國開設教會學校，因此招募三位單身女傳教鍾愛

瑪(Ms. Emma G.Jones)、莫瑪莉(Ms. Mary J.Morse)與吉勵莎(Ms. Eliza Gillette)，

以教師傳教士(missionary teacher)為職志，
102準備投入在中國的教會學校工作，

一八四五年文惠廉帶著第二任妻子文菲比(Mrs. Phoebe Boone)與其他包含三位

女單身傳教士等共十一人的團隊抵達上海，文氏到達上海後，即配合美國聖公

會主教院的有效傳教的要求，103也藉由在爪哇島巴達維亞曾經經營教會學校的

經驗，在一八四六年在蘇州河北岸王家碼頭創立男子寄宿學校(bording school 

                                                 
99 林美玫，2006:103~104。  
100 林美玫，2006:106。  
101 林美玫，2005:47。 
102 林美玫，2006:119。  
103 徐以驊，1999：3。「由於資金與人員的短缺，無法迅速開拓教務，文惠廉抵達上海後即

接到美國聖公會主教院的指令，要他訓練一批本地基督教教員、譯員和牧師以辦理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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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boys)，104以便在盡量短的時間內，訓練一批本地基督教教員，稱職的譯員

和有效的牧師。 

    來到中國後，吉勵莎在廣州等候文惠廉先遣上海以了解傳教環境時，就

認識了美國公理會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 )傳教士，脫隊下嫁裨治文，另

一位莫瑪莉則因為身處異地，遭遇的身心壓力需要得到紓發對象，而對已婚的

文惠廉主教表露傾慕之意，在鍾愛瑪與其他傳教士的建議下於一八五一年返回

美國，105三位來華的單身女傳教士只剩鍾愛瑪一人留在聖公會中，於是鍾愛瑪

便獨自摸索，於一八五一年在上海虹口開設第一所女子寄宿學校，教授女紅與

聖經知識，106這個學校在一八六三年因為鍾愛瑪健康受損，且接辦人鐘凱琳(Ms. 

Catherine E. Jones)在院內照顧病童感染天花過世的情形下，無人接續辦學，且

受美國南北戰爭的影響，經費來源受阻而停辦。107 

    文惠廉在中國的宣教，語言一直是個不容易突破的障礙，他在爪哇島習

得的閩南語到了上海就派不上用場，到上海後，他還另需要一年時間才能使用

初淺的上海方言講道，108文化上的間隔，與政治上的動盪對於教務的發展產生

難以跨越的屏障，於是辦理學校以為教會儲備人才，既可以與當地華人接觸，

又可以傳教，便是一個較為穩定且持續的策略，一八六四年文惠廉主教病逝，

文惠廉在華二十年間(1845~1864)，寄宿學校曾經辦理男女學校各一所，但是到

他過世時，因為經費問題，寄宿學校已經完全解散，
109但是文惠廉卻已經建立

了教育宣教的模式，他認為，唯有教會學校的畢業生，才能真正將基督福音立

基於中國，110他的作法與理念獲得他當時的傳教團隊的認同，在他過世之後，

由他帶領的團隊繼續開創興學。 

 

    3.1.2 度恩書院、培雅書院、裨文女學、文記女學的開辦 

                                                 
104 熊月之,周武，2007:頁 2。  
105 林美玫，2005:226。 
106 林美玫，2005:230。  
107 林美玫，2005:234。  
108 林美玫，2006:121。  
109 林美玫，2006:138。  
110 林美玫，200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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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公會主教在一八六六年由原本於日本擔任佈道區主教的韋廉臣

(Rev.Channing M.Williams)兼任中國地區的主教(1866~1877 )，韋主教對於中國

的語言並不熟悉，對傳教實況也沒有參與的經驗，文惠廉所開辦的男子寄宿學

校從一八六一年美國南北戰爭(American Civil War，1861~1865)年起因為國內動

盪，總部無法依照原訂預算提撥經費到中國來而停辦，美國南北戰爭於一八六

五年結束之後，男子寄宿學校的發展，便由費理雅女傳教士所承擔，聖公會女

傳教士費理雅(Ms. Lydia Mary Fay，一八五一年抵達中國傳教)將因為經費無以

維繫的男子寄宿學校招收學生，重新開辦學校，並獨立督導學校的業務，擔任

最高行政主管，111費理雅女傳教士極為重視在華的教育事業，為了書院的存

續，她主動向美國聖公會傳達他的傳教理想與辦校理念，並透過＂差傳精神＂

雜誌傳達學校事務與照片，以便獲得教友持續不斷的捐款，該書院也以教友的

子弟為招募對象，讓學校可以培育教牧人才，一直到一八七六年改名為度恩書

院(Duane Hall for Boys)時，112已經培養了四人成為聖職候選人(Clergy)，另六人

聖職候選人(Clergy Candidate) ，113費理雅來華傳教主要以教育事業為主，她曾

在主持書院最後二年的一八七八年說 : 「在過去的十年裡，我一直在為能有一

所足以容納四十至五十名學生的校舍而祈禱，並為不能得此而嘆息，教書是我

的生命和快樂!」，
114她重視教會辦學的使命，建議美國聖公會在尋覓新任主教

的時候以建立一所學院為首要任務。 

    美國聖公會在中國的傳教事業發展，除了在華北地區以外，一八六五年

起也開始開拓武漢地區，陸續派遣何新（Rev. Augustus C. Hohing）與顏永京等

人到武昌開拓教務，但是成效不如預期，在韋廉臣主教任內，決定先建立兩所

                                                 
111 林美玫，2005:53。  
112 該書院的名稱乃為美國聖公會海外差傳委員會執行長的名稱命名，因為費理雅跳過主教

的權限，直接與美國差傳委員會建立關係，以維持學校的經費來源，於是學校便以表揚度恩

為學校的貢獻為由命名。(林美玫，2005:55) 
113 徐以驊，1999:5。聖公會的聖職人員受聖職之神職人員，包含主教(Bishop)、會長(Elder)、

會吏 (Deacon)，聖職候選人則為尚未進行按立聖職(Ordination)的人員，以上定義參照《聖公

會友的特色》，「教會專用名詞及其釋義」，頁 71~90。  
114 林美玫，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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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學校，以儲備未來的中國助手與教牧人員，一八七一年韋主教爭取到經

費，在武昌成立了文華書院 (Boon Memorial School for Boys，即為華中大學的

前身)，以紀念文惠廉對中國差傳的貢獻。115 

    韋廉臣但擔任主教的時期，因為以遠距領導的方式無法有效領導中國境

內的教務發展，各傳教士則依照自己的能力與專長各自發展自己的傳教事業，

除了前述費理雅女傳教士承續文惠廉主教的教育宣教的策略，並且獲得了從美

國差會持續的支持，成立了度恩書院，湯藹禮(Elliot H. Thomson)，湯真愛(Mrs. 

Jeannette R. Conver Thomson)教士夫婦，也認同文惠廉的理念，循著這個模式趁

著返美休假，向美國國內教友宣揚辦學理念，一八七三年獲得了培爾女士

(Mrs.M. Baird)子女為了紀念其母親，提供特別捐贈給學校，於是辦理了男子寄

宿學校培雅書院(The Baird Hall for Boys)，116並以上海的商人子弟為招生對象。

另外，原為聖公會傳教士的裨吉勵莎(Mrs. Eliza Gillette Bridgman )，立下遺囑

要求公理會將所屬的教會女學的學生轉託給聖公會照顧，湯氏夫婦在得到美國

母會的捐款後，便執行這份遺囑，於一八七一年成立女子寄宿學校裨文女學

(Bridge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以紀念裨吉勵莎。117 

    一八七六年，上海資深的美國傳教士孫羅伯(Rev. Robert Nelson)之女孫瑪

莉(Ms. Mary C. Nelson)由聖公會差傳總會所屬女輔傳道會支助，年僅二十歲便

來到上海，她接管了鍾愛瑪當初在上海虹口開設的女子寄宿學校，在停辦十三

年的情況下，爭取到差傳總會提供給學生獎學金，於當年十一月改名為文記女

學(Emma G.Jones Memorial School)，以紀念來華的第一批單身女傳教士鍾愛瑪

(Emma G. Jones)，此後即獨立經營該校。
118 

 

    3.1.3 小結:  

                                                 
115 該校於 1924 年與華中地區的博文書院、博學書院、湖濱大學、雅禮大學等校合併，以文

華書院為核心，並由美國聖公會出資組成華中大學。(林美玫，2006:175) 
116 林美玫，2006:163。  
117 稗文女學原由聖公會傳教士帥利（Edward W.Syle）發起籌設，並交由當時的「上海婦女

學校協進會」會長裨吉勵莎經營。(林美玫，2005:236) 
118 林美玫，20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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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聖公會在上海地區就有了度恩與培雅書院兩所男子書院，以及裨

文女學以及文記女學兩所女子書院，119在武昌有文華書院，這幾所學校的開

設，早在來華之初即為宣教計畫的一部份，宣教士來華與中國文化接觸後，感

受到文化隔閡與差異更加強了辦理學校的決心，在短程不易獲致宣教成果時，

長程宣教的思考便是透過創辦教會學校，增加與本地人的接觸，120也可以透過

學校機制，長期且持續的培養本地人的宗教信仰，寄宿學校的設置即是讓學生

全時間的在傳教士所設定的課程活動中接受聖經知識，學習技能，接受全人式

的教養，以致可以成為中西文化的橋樑、中國基督教的承擔者，學校所教授的

知識仍以幫助學生獲得一般的基礎知識，和生存技能為主，學校內對知識的需

求也不足以威脅到宗教詮釋世界的法則，在聖公會對知識的友善態度的影響

下，既可以宣揚教義，又可以傳授強勢的西方知識，教會辦學無疑是最有效的

宣教工具，傳教士基於由宗教熱誠所驅使的價值理性為理念，在中國與美國兩

國的政治動盪，經費來源受到影響，以至於遭到停辦的命運時看出其價值理性

的強度，因為辦理學校已經是一個相對有價值且有效的方法，讓傳教士的宗教

熱情得以投諸其內，在經費有限，沒有有力的宗教領導的情形時，仍然前仆後

繼的將學校運作起來。121 

    此時，宗教將政治、教育與經濟的力量結合在一起，以協助宣教工作，

國際政治環境有利於西方宣教事業的推展，清朝政府連連簽訂的戰敗條約使西

方宣教士得以合法進入內陸，宗教團體的宣教要求如開設教堂等，也成為條約

內容，戰敗的中國因畏懼於西方的軍事力量讓渡了宗教領域的獨占性，宗教團

體也在軍事力量的保護下進入內陸，得以開設教堂，籌辦學校，由宣教士開設

的教堂與學校有(外國)政治力量提供庇護，宣教士也利用西方武力的協助，達

成其宣教企圖，在此階段，教育事業完全在宗教團體的掌握中，無論師資人員，

                                                 
119 1876 年止，美國聖公會在上海已經設立了四所寄宿學校，14 所日校。(徐以驊，1999:3) 
120 Jessie G..Lutz 認為外國宣教士到中國以後開展教育事業，以教育來發展宣教工作，是因

為中國社會還不能接受他們巡迴佈道，分發宣教小冊子或是街頭講道，所以只有藉著學生來

接近學生的家庭與鄰舍，教會學校是傳教的橋樑。(Jessie G.Lutz，1971:1,11-16) 
121 林美玫教授認為：「這些教會學校設立的目的，與其說是為了教育事業而存在，不如說是

為差會傳教事業的願景而設置。」。 (林美玫，2006:177) 



第三章 聖公會在中國大陸教育事業的發展  41 

 

課程內容或是生活管理，全由宣教士負責，學校資金也由宣教士母國的教會資

助，辦校基金既由教會而來，只要滿足母國教友的海外宣教的熱情，有效將教

育事業與宣教事業連結起來，便可得到持續的經濟援助，因此辦理雜誌，以便

向母國定期報告工作進度，並且回國宣揚辦校理念，便是有效為教育機構獲得

經濟援助的方法，因此，宣教士所創辦的教育機構是說服母國教友支持國外宣

教的途徑，教育事業也可以滿足宣教士本身的宣教熱誠，學校的資金、行政、

教學內容與教員，均由宣教士所掌握，宗教理性透過世俗的政治、經濟與教育

的力量，擴張其自身以發展宣教工作，此時的教育學校尚未發展有別於教會的

固有法則性，教育就是宣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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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育固有法則性的強化－上海聖約翰、聖瑪利亞的開辦 

 

    度恩學院等四所學校的開辦，建立起教育宣教的模式，但其經費、教學

與行政都能由各自的教會管理者所掌握，也互不干涉隸屬，教育事業尚未統整

起來，並賦予在整體宣教策略中的位置，自從韋廉臣主教上任後，由於兼任日

本教區，一直無法專心於中國地區的傳教工作，對於當地的傳教與教育事業也

大都隨著文惠廉主教所奠定的基礎來發展，一八七五年聖公會便著手尋覓新主

教以接替無法專心中國傳教事務的韋廉臣，人處中國的傳教士們都希望能從中

國地區挑選一個人來擔任主教，施約瑟主教（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1931~1906）便成為繼任的主教，並且在他手中統整教育機構，

建立了上海聖約翰與聖瑪利亞女校。 

 

3.2.1 施約瑟到中國 

 

自從尋找繼任主教以來，來到中國傳教已經十年餘的施約瑟就成為首要徵

詢人選。施約瑟於一八三一年出生於立陶宛的一個猶太家庭，幼年時父母雙

亡，尤其異母的兄長撫養，就讀於猶太人拉比學校，經由閱讀希伯來的新約聖

經而改信基督教，後到德國讀書，一八五四年移居美國，先就讀於長老會的賓

州西部神學院就讀，因為不滿加爾文神學而轉到美國聖公會紐約總神學院(The 

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就讀，一八五

九年在他還沒有到中國以前，仍在神學院唸書時，文惠廉主教回美國述職，並

到神學院講述中國宣教的事蹟，他聽了大為感動，於是立志要「到中國把聖經

譯為中文」，122他畢業後捨去教授之職，隨即追隨文惠廉主教來到中國，施約

瑟具有語言天份，由於他的成長背景，他能掌握希伯來語、德語、波蘭語、英

語、俄語、希臘語、蒙古語等語言，他從離開美國到中國上海登陸的半年旅途

間，由文惠廉指導華語，直到上岸時已經能以華語書寫，他先來到上海學習官

話，一直到一八七七年這段期間與他人合譯了新約《北京官話譯本》(一八六

                                                 
122 徐以驊，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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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獨自翻譯舊約《施約瑟官話譯本》(一八七五)，另翻譯有《教會禱文》與

《進教要理問答》等宗教經典書籍，他通曉中國語文及多項著作等成就使他成

為下一任主教的人選。 

    在成為第三任主教前，施約瑟已經待在中國十餘年的時間，一八五七年

抵達上海後，於一八六二年被文惠廉派駐北京，同時兼任美國公使館的中文秘

書，施約瑟所衷心與專長的並非是第一線的傳教的實務工作，他在北京的十餘

年間，傳教成果並不豐碩，在他一八六二年到一八七五年待在北京的十三年期

間，只為二十人施洗，但是沒有人接受堅振禮(即沒有成為固定活動的教友)，
123一八七五年施約瑟即被詢及擔任主教一職，但是他以拙於行政，且志在學術

工作為由拒絕，然而美國聖公會一八七七年第二次舉薦他擔任中國教區主教

時，他以建立一所教會大學為條件，接受了主教的職位，這是他認為透過培育

中國牧職來擔任在中國傳教的工作才是長遠之道，在接受主教職位後，便積極

在美募款以便在中國開辦學校，他在佈道宣傳的刊物上發表：「沒有教育作為

工具，我們在像中國這樣的民族中傳教的努力，是最徒勞無功的」，124中國本

來就是個重視教育的國家，牧職必須接受良好教育才能擔此重任，施約瑟在一

九○四年回憶起創建聖約翰大學的動機時說：  

 

    我一八五九年跟隨文惠廉主教到中國，當我在這個國家生活了幾年以

後，創辦一所傳教士大學的強烈願望纏繞在我心頭，我決定回國休假時就要致

力於為這個目標募集資金，我深信接近中國人民最好的途徑是通過教育，有兩

個原因：第一，中國人是一個有智慧的民族，第二，也許比起其他民族，中國

人更看重教育。125 

 

    辦理學校以廣傳福音於是成為施約瑟擔任主教的主要思考，再者，鑒於

當時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個別所接受的神學教育紛亂，影響了傳教理念與策略

                                                 
123 徐以驊，1999:6。  
124 徐以驊，1999: 7。  
125 Mary Lamberton，195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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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126他認為一致的神學教育才能免去宣教士各自不同的神學背景，統

一對華的傳教工作。  

一八七七年八月美國聖公會在歷經南北戰爭後，雖有財務吃緊的狀況，仍

批准了施約瑟的建校計劃，一八七七年十月他在紐約天恩堂被按立為中國佈道

區第三任主教，由於早期的傳教工作都還處於嘗試與摸索的階段，施約瑟體認

到由外國人來擔任直接傳教的工作成效不彰，於是希望透過培育中國人的牧

職，才能漸入中國人社群，排除文化隔閡因素，於是透過培育中國牧職讓宗教

擺脫文化因素，來與中國人對話，並且落實跨文化的宣教。  

 

3.2.2 創辦聖約翰大學與聖瑪利亞女校  

 

回到上海後，施約瑟說服度恩與培雅兩所男子書院的主持人，將其教職員

生合併成立聖約翰書院，度恩書院以教友的子弟為招募對象，學生多來自上海

西鄉，而雅培書院則以上海的商人子弟為招生對象，學生多由上海城內而來，

學校一開始便兼具了傳教與教授世俗知識的特質，學校校名原本要以傳說中曾

到中國傳教的使徒多馬來命名，但是後來便改由與異教世界會通與傳教特長的

使徒約翰來命名，127期待聖約翰大學也扮演在中國廣傳福音以及與會通中國文

化的角色，合併這兩所男子書院並沒有遭遇到什麼困難，因為創辦度恩書院的

費理雅女傳教士這時因病在煙台調養，後於一八七八年去世，學校交給施約瑟

可以繼續發展，雅培書院因為湯藹禮夫婦每年都需要向母會爭取後續經費，若

是交由教會統一申請將更容易讓學校存續。  

除了男生就讀的聖約翰書院，施約瑟也將裨文女學以及文記女學兩所女子

書院合併，成立聖瑪利亞女子學院，稗文女學是因稗吉勵莎的遺囑受託所辦，

根據遺囑設定每年需要維持人數在二十五人以上，否則聖公會將失去該校的管

理行政權，若是交由教會辦理，就省去許多擔憂，於是將主導權交給施約瑟，

                                                 
126 林美玫教授認為，由於聖公會宣教士來自高派、低派等不同的神學院訓練，也因此對於

宣教理念與策略也不同，造成在中國宣教的溝通困難。(林美玫，2006:181~185) 
127 徐以驊，1999: 9。使徒約翰曾著有約翰福音，該書以希臘人熟悉的文字與用語來詮釋基

督教信仰內涵，對於基督教與當時的希臘文化的會通有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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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但是收回文記女學則遭到到阻礙，除了孫瑪莉反對將學校交給施約瑟以外，

由於美國母會所籌措給予聖約翰書院的經費不足， 129施約瑟便將虹口教產租

讓，將所得款項與原有經費購置極司非而路廣場(Jessfield Farm)~即後來的聖

約翰學院梵王渡校址~ 作為書院的預定地，這舉動引起在虹口經營教務將近三

十年的的孫羅伯牧師反對，認為勢必影響該地的教務發展，而其女兒孫瑪莉獨

自辦理的文記女學擁有母會差傳部獨立的經費來源，地址也在虹口教區，施約

瑟的決議將枉顧孫氏家族在虹口的宣教經驗與成效，多年的付出也將白費心

血，於是孫氏家族與施約瑟的關係惡化，130經過一番衝突，在雙方都及不愉快

且互相攻訐的情形下，孫羅伯退出中國的差會，回到美國，文記女學則併入聖

瑪利亞書院。131一八七九年四月的復活節學校開辦，開辦後由施約瑟擔任聖約

翰的第一任校長，第一屆教職員共八位，四位外國傳教士負責宗教與西方學

科，四位中國教師負責教授國文，學生共有三十九人。132 

施約瑟創辦了該校以後，他除了是聖約翰書院的校長，他還是全中國佈道

區的主教，負責傳教與行政事務，由施約瑟命名該校的過程中，再次看到他透

過教育來進行文化對話與宗教宣傳的意圖，聖約翰書院的籌辦是基於培養傳道

人，與文化會通的動機，這是基於聖公會看重知識與教育的合理作法，但是聖

約翰書院不僅是一所傳遞知識的地方，校園中的聖約翰堂除了是校園中的教

堂，還是主教座堂，
133是平日主教辦公的所在地，美國聖公會在中國的最高行

政機構，因此該校更是彙整各地資訊、統整宣教策略、分配教會資源、進行文

化會通與神學思索的大本營，施約瑟籌辦該校並擔任校長，又是向全中國宣教

的聖公會領袖，由於分身乏術，他在一八八○年給友人的書信中表示他不宜兼

任校長，故一直在尋覓一個「受過完備科學訓練且富有教學經驗之人」來負責

                                                 
128 林美玫，2006:188。 
129 施約瑟本欲募款十萬美金，但是只募到二萬六千餘美元。(卜舫濟，1929:1) 
130 施約瑟攻擊孫羅伯夫人有抽鴉片的惡習，孫羅伯指控施約瑟擅用學生的獎學金作為遷校

經費，及傳教地區出租供作鴉片煙館等邪惡用途。(Irene Eber，1999:137~139) 
131 Irene Eber，1999:189。  
132 卜舫濟，1929:3。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園照，請參閱【附錄二】。 
133 主教座堂指的是在主教制的基督教派中，設有主教座位的教堂，亦被視為教區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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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134一八八一年遠赴武昌視察當地教務，因為操勞過度中風，返回上海，

一八八二年卸下主教職務，回到美國靜養，但是這並沒有影響施約瑟翻譯聖經

的熱誠，他持續的進行中文聖經的翻譯，為了得到更好的印刷技術，於一八九

七年遠赴日本，並於一九○六年於東京去世。135施約瑟離開聖約翰校長職務

後，學校先由小文惠廉(文惠廉主教的次子)接任，後又交給第五任主教郭斐

蔚，與湯藹禮接任。  

 

    3.2.3 小結   

 

    由此看來，教育對施約瑟而言，完全就是一個宣教的工具，教育就是宣

教，施約瑟以建立教會大學為接任主教的條件，藉以培育中國牧職、整合教會

資源與宣教方針，這樣的辦校行動是基於宗教使命的驅使，也就是價值理性為

思考的產物，施約瑟透過個人在學術上的優勢職能，加上他在中國宣教的經驗

以及他個人對中國宣教的願景，得到了辦理學院以完成他的人生使命的結論。

他藉由獲得主教之權責，宣傳他的理論並在美國向同鄉募款，說服在中國的幾

所已經存在的書院主持人，不惜破壞與同僚的關係及放棄經營多年的教區，也

要讓他辦理大學的計畫得以實現，這個由價值倫理所主導的辦校行動甚至讓他

付上健康的代價，在建校後第二年便因病中風，再隔年便辭去主教之職回到美

國。  

    宣教事業需要一所從屬於教會的教育機構，來達到宣教的目標，但是一

旦學校已經成立，便會漸漸失去這個工具性的角色，往自己的方向獨立發展，

學校自身的”獨自內在的法則性便油然被意識到＂，這個教育機構與伴隨著該

校的經濟、政治等世俗理性便逐漸高漲，教育機構的固有法則性得到強化，學

校與教會不再處於同一陣線，被迫成為互相拉扯的兩端，也就成為一間足以挑

                                                 
134 徐以驊，1999:10。  
135 施主教之後翻譯的聖經，都用單指敲打打字機，十根指頭只剩下二指可以活動，故稱”二
指版聖經”。後來華人世界通行至今的和合本聖經的舊約部分，便是以他翻譯的舊約聖經為

藍本。(Irene Eber，1999:147，152)。施主教中風後前往日本繼續翻譯聖經，請參閱【附錄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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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辦校的宣教初衷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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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卜舫濟辦校下造成教育超越宗教的發展 

 

施約瑟中風後無法繼續管理校務，校長由文會廉(Rev. William J. Boone，

文惠廉主教的次子)牧師接任，一八八四年十月，文會廉升任為中國教區第四

任差傳主教，並於一八八七年邀請卜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

到校任教，136並且擔任校長長達五十二年，卜舫濟也成為影響聖約翰大學最鉅

的人，在他領導下的聖約翰校務發展迅速，但也使得教育本身的法則性超越了

宗教辦校初衷。 

 

3.3.1 卜舫濟到中國 

 

卜舫濟牧師，一八六四年出生於紐約，外祖父為聖公會牧師，父親是紐約

著名的聖經出版商與書商，卜舫濟於一八八三年畢業於哥倫比亞大學，後進入

聖公會紐約總神學院就讀神學，當他還是神學生時，曾到中國洗衣工所設的業

餘學校教英文，漸漸產生到中國傳教的念頭，他一八八六年畢業後隨即前往中

國，並於十一月抵達上海，他是個非常投入中國文化的西方傳教士，抵達中國

後，他便與美國國人斷絕一切交往，住在中國人家中留長辮，著華服，說華語，

一八八八年他甚至違反美國差會的規定，與第一個聖公會華人牧師黃光彩的女

兒，也是一八八一年聖瑪利亞書院成立後的第一任校長黃素娥結為連理。
137 

卜舫濟於一八八七年接受第四任主教文會廉的邀約到聖約翰任教，並且於

一八八八年接任監督(校長)的工作，時年二十四歲，然而他對教育的興趣卻早

在神學院中即展現出來，還是神學生時，他已經展現出到國外傳教的志向，也

曾為文表示要在把福音傳到異域時，讓把教育帶去，擔任校長後並堅信，「我

越是投入聖約翰的工作，我越是堅信施約瑟主教的學院方案絕非空想，在努力

工作和更多的支持下，有朝一日我們將在此建立一所偉大的教會學府」，138一

                                                 
136 林美玫，2006:225。  
137 黃光彩是文惠廉主教到中國後的隨從，並且受洗成為基督徒，他也跟隨文主教回到美國

述職，在美國各地與文惠廉一同現身各教堂協助募款。(林美玫，2006:111) 
138 Mary Lamberton，19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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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年他甚至發言： 

 

我們的學校就是設在中國的西點軍校⋯我們的教育機關正在訓練未來的

領袖與司令官，他們在將來要對本國(中國)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利的影

響，⋯有效的教育事工必須作為有效的教會事工的基礎，而且教育不僅僅是實

現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139 

 

    卜舫濟從一八八八年接任校長到一九四一年轉任榮譽校長為止，主持校

政五十二年之久，為中國境內任期最長的校長，「卜舫濟和聖約翰就是同一個

名詞」，140而卜舫濟任內聖約翰的發展，也達到最高峰，尤其聖約翰的英文教

育為他帶來極大的聲望與成就。 

 

3.3.2 英語教育的開展 

 

聖約翰坐落蘇州河畔，水路交通方便，校園距離上海商業區只有六公里，

而聖約翰大學的前身培雅書院原本就是以上海的商人子弟為招生對象，對於商

人而言，英文正是職場發展的重要工具，一八八一年，在經不住上海廣東商人

的強烈要求下，聖約翰開設了英文部，
141開展了聖約翰的英文教學特色，早先

創辦人施約瑟希望以北京官話來教育學生，但是學生都來自各自不同的地方，

操著各地的方言，且統一的教材也遍尋不得，於是使用英文教學是一個權宜之

計，開設英文部後，學校因此加收費用，一八八四年英語部成立後的第三年被

廢除，原因不是不教授英語了，而是英語已經成為全聖約翰的教學語言，無須

另有一英文部來教授英語，一八九○年以後學校的多數課程都用英文教學，一

八九四年更以英文教授自然科學，學校公告、公文、學生雜誌都是英文。142 

聖約翰的英語教學遠近馳名，卜舫濟也成為藉著英語教育的推動，開創了

                                                 
139 徐以驊，1999:17。  
140 徐以驊，1999:18。  
141 徐以驊，1999:27。  
142 顧長聲，199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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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的名聲，被認為是校務開展的大功臣，但是他並非首要倡導者，在他一

八八六年來華前的一八八二年，文會廉主教，也是當時聖約翰的校長，就在給

聖公會差會的報告中提及： 

 

我們要在中國道道地地的教授英語，許多學校僅僅為了商業目的極為膚淺

的教授一點英文，聖約翰不能淺嚐即止。143 

 

也就是說，教會當局並非不知道上海商業界對英文的工具性功能，反而，

教會決定要順勢而為，並且要以認真的態度將英文當作一種教化的＂道德語

言＂來教授，即透過英文教學來灌輸西方文化與西方宗教道德思想，聖公會差

會的執行幹事伍德（John W.Wood）在寫給卜舫濟的信中，認為： 

 

英語知識能使人具有一種大多數沒有英語知識的人們所缺乏的道德品

質，⋯聖約翰應該使更多的優秀青年能通過英語而分享英語民族的政治、倫理

和文學遺產。144 

 

因此，卜舫濟應該是個英語教育的有力執行者，卜氏到校後，配合教會當

局的政策，積極推動英語教育，除了增加知識與促進溝通的功能以外，英文還

被賦予了＂道德語言＂的意義，認為透過英文教育可以獲得英語民族的政治與

倫理，來華次年，他給佈道部的報告中，說明他推廣英語教學的理念，他認為

英語教學有以下益處： 

 

1.華人研究英語如西人研究希臘拉丁文，可以增加智慧。 

2.研究英文可以剷除華人排外成見。 

3.可以增進東西方的接觸也可以了解基督教事業與教義。 

4.華人研究英文是勢在必行，尤其在通商口岸，教會學校應該捷足先登。

                                                 
143 黃新憲，1991:66。  
144 徐以驊，1998: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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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一八九○年由學生創辦的學生刊物＂The St.John’s Echo＂(約翰聲)，也是

英文刊物，一八九二年英語已經是校園中的主導語言，凡是教學，公告，公函，

會議紀錄與甚至學生的日常溝通都是以英文為主，一九○五年聖約翰在美國註

冊，成為美國承認的學校，畢業生甚至能直升卜舫濟的母校紐約哥倫比亞大學

就讀研究所，146學位也為大部分美國大學所承認，類似卜氏的看法在當時並非

是孤單的，齊魯大學校長狄考文(Colvin Wilson Mctee，1836~1908)更是教會學校

擔任傳播西學的推廣者，他認為教會學校培養出來的學生可以獲得中國士大夫

的尊敬，而教授的科學與藝術將有效的除去中國人的迷信邪說，且基督教不應

該放棄這個介紹新學的知識，否則這機會也會落入非基督教的人手中。147 

  然而英文教學並非沒有阻力，在當時也引發了基督教各大學的爭論，因為

教會學校開辦英文教學會使得學生只為了學習英文而來，一旦懂得一些語文，

就離開了學校，而不願意等到畢業，同時離開學校以後就進入商界或是外交界

而不是教會，英文教學於是等於學校傳教目標的失敗，也代表著基督教教育的

世俗化，但是同時卜舫濟本人以及創校牧師顏永京等人也都同意英文教學，認

為學費的收取可以解決學校經費上的困難，同時認為可以吸收上層人士的子

女，從而保證教會可以得到有影響力的基督徒。148 

 

3.3.3 英語教育的影響 

 

這種發展的影響非常深遠，首先，是師資的專業化，師資方面，在早期都

以臨時和兼職的牧師為主，初期各大學的學生人數不多，職員也不多，一八八

八年只有八位，教師多是兼職教師或是教師的妻子，卜舫濟於一九○二年說：

「學校能用專家的時候還沒有來到，我需要能開所有課的人」，他個人就負責

                                                 
145 卜舫濟，1929: 8。  
146 如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所述，因為哥倫比亞大學與聖公會的特殊歷史關係，讓上海聖約翰

大學與該校關係更形密切。  
147 史靜寰，1998:44。  
148 史靜寰，1998: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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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理、數學、天文、地質等等課程，149隨著課程的需要與學校的擴張，

一九一三年起學校當局規定了碩士學位以上的教員才能擔任教授，這種改變，

教會當局憂喜參半，卜舫濟感慨的說:「因為為聖約翰物色教員的主要困難是

不容易找到有真正傳教精神，又有專業技能的人」。150 

其次是貴族化，早期，進入教會學校就讀的學生都是無力受中國經典教育

的家庭，但是英文教育的發展，為聖約翰贏得了名聲，吸引了許多富商與政界

人士的子弟來就讀，昂貴的學費使貧困的學生根本無法就讀，但是到了三零年

代以後，教會大學已經成為富家子弟的學校，聖約翰逐漸停止吸收窮苦的教友

子弟，進入聖約翰的多以富家子弟為主，雖然「學校仍設置了獎學金與免費制

度，以支持貧苦學生與成績優良者，神學院學生大都免費」，151這仍然免去不

了聖約翰成為貴族學校的形象。 

英語教學同時也與學校經費的問題纏繞在一起，由於學校的經費單靠著差

會與美國信徒的捐獻已經不敷使用，卜氏了解這種情形，並且力圖扭轉這種情

形，他認為必須「把當地爭取更多財源作為目標」，但是要達成這個目標，必

須聯合其他教派與差會組成聯合大學，或者爭取中國的捐款與增加學費收入，

為了保持聖公會的宗派性和學校的延續性，卜氏選擇了後者，於是一旦學生在

學校習得了基本的英文閱讀能力就離開學校去經商，除非他們認為還需要留在

校內學習國學以因應科舉考試，否則很難熬到畢業，教會撥款佔全年收入的比

例，從一八九四~一八九六年的 58%，教會撥款的比例逐年下降，到一九二○~

一九三○只佔 10%上下，
152一九一九年的年度報告中，卜舫濟就宣佈：「聖約

翰在很大程度上是由學費維持的，可以肯定的說，沒有一所美國大學達到聖約

翰這樣自給自足的程度」。153 

但是這也使教會付出了代價，世俗化與貴族化的傾向非常明顯，一九四○

年的年度報告中，「聖約翰有中國最高學費的學校之稱，使他成為只有有錢人

                                                 
149 卜舫濟，1929:8。  
150 徐以驊，1998:33。  
151 顧長聲，1991:371。  
152 熊月之,周武，2007:51。  
153 陶飛亞，19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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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上的學校是不幸的，是與我們宣教的理想背道而馳的⋯，我們的學生大部

分來自富裕的商人階層，且大多數未入教，我們通過教育接近了這個階層⋯但

是也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宣教很難奏效的階層」，154聖約翰的學費在一九二一

年，在同為基督教大學中就為最高的，比較起燕京、齊魯等校高出了四倍之多，

155一九二○年以後，聖約翰曾經試圖減少學生人數以增加師生互動並維持教會

學校的特色，但是為了經費考量，於是這理想就被犧牲了。 

其實聖約翰朝向世俗化的發展早在一九○五成為四年制的大學前，就已經

略見端倪，原因是郭斐蔚主教對於學校擴充太快有所疑慮，聖約翰書院改制為

大學一事，郭斐蔚主教的意見也代表了教會的看法，郭斐蔚與卜舫濟的看法並

不一致，就郭斐蔚來講，他認為聖約翰一直屬於教會事業，而不必設立一個獨

立於差會以外的董事會，他擔心聖約翰成為大學以後，該校會脫離差會的系

統，而且成為大學以後，校務的運作需要更多的人力與物力，這會造成中國差

會預算上沉重的壓力，也將失去該校的宗教性，也會有損差會日後的發展，但

是遇上清朝政府教育改革的發展，開始重視西式教育，擋不住這種趨勢，遂讓

聖約翰於一九○五年成為大學，加上中國政府的收回教育權運動，董事名額中

須有固定的中國人名額等規定，學校於一九二八年成立校董會，獨立於差會的

運作之外，首屆的董事會共十一人，其中五人由江蘇教區指派，校友會推薦三

人，但由教會聘請，以上八人再推薦三名社會賢達。不久後董事會改為十五人，

其中創辦人指派三人，江蘇教區(教會)指派四人，校友會指派四人，聖約翰校

務會指派二人，以上十三位代表再推薦二位社會賢達參與董事會。
156 

聖約翰的是上海地區第一所基督教大學，就如之前我們說的聖約翰的創立

完全是因為宗教宣教上的理由，是經由三任主教經營下來的成果，一八七九年

創辦時，宣示聖約翰的教育方針是「宗教第一、教育第二」，但是這種政策宣

示根本擋不住現實的要求，影響這所學校的宣教成果最深遠的無疑是擔任校長

長達五十二年的卜舫濟，卜氏最初來到聖約翰的信念是「宣教高過一切」，但

                                                 
154 陶飛亞，1998:89。  
155 李玉瑛，1983:167。  
156 熊月之,周武，2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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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漸漸的，他的宣教理念有了些轉變，他給朋友的信件中說：「教育不僅僅是

實現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他認為僅僅是把教會大學的職責侷限於

為教會培養神職人員是種「短視的政策」，教會大學應該要「教育中國未來的

領袖」、「培養廣泛意義上的傳道士」、「未來中國基督教化的後備學校」157，他

在一九一六年給佈道部的年度報告中闡述了他的「社會福音」的理念，他指出

宣教活動必須要涉及「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面，而不能只是拯救靈魂」，158因此

他認為教育與傳道的工作是一致的，他所從事的教育工作就是宣教工作的一部

分，把一所大學辦好就等於是把宣教的工作做好。 

 

3.3.4 宗教教育的特色 

 

卜舫濟是個傾向自由派的宗教家，卜舫濟並不鼓勵訴諸情感的宣教模式，

他認為如此將無助於栽培有知識的信徒，然而在要求學生參加宗教活動的事情

上，卜氏卻顯出相當的堅持，他認為聖約翰是所私立學校，並沒有強迫學生入

學，國立學校也有強迫學生參加孔教的儀式，其實才是真正的不合理，宗教儀

式雖是強迫的，但是卻不強迫他們信教，且卜氏認為，英美社會有宗教背景，

學生比較有機會接觸基督宗教，但是中國社會則沒有這種機會，必須藉著這種

機會讓學生接觸基督教，但是學生對宗教活動的安排是多數感到無趣的，這種

對宗教活動的反感並非只有聖約翰，而是種普遍的現象，卜氏日後也覺得這種

做法也有商確的必要，一九二五年則改成雙軌制，即學生可以選擇作禮拜或是

新設的倫理課程，一九三一年，晨禱與禮拜改為自願參加，宗教課程改為選修，

並且給予學分。159 

而教學課程從屬於宗教的程度，卜舫濟也傾向自由主義的，他相較於潞何

書院的謝書樓牧師，他要求把基督教精神徹底的滲透到教育中，卜舫濟則認

為，毫無止盡的進行宗教訓誡會使人討厭，卜舫濟甚至告訴他的差會同工要有

                                                 
157 徐以驊，2006;154。  
158 徐以驊，1998:28。  
159 徐以驊，1999:19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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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耐心，且「不要僅僅用被吸收的入教學生來判斷學校的價值」，160他並

且降低了學校的早期目標，認為，161聖約翰就已是不辱使命了，這種做法某種

程度是成功的，使得學生從來沒有發生反教的運動，因為卜氏認為宗教皈依是

一個漫長的過程，並非是指侷限於在校期間。 

透過施教者維持在校園中基督教的信仰影響力，是基督教大學最主要的方

法與目的，然而找到有宗教情操與學術能力兼備的人實屬不易，聖約翰剛開始

的教員大都由牧師兼任，並且身兼數職，單單卜舫濟一人除了行政管理工作還

教過化學，物理，天文，地質，神學與哲學等，但隨著學校的擴編，需要更專

業的師資，一開始教會當局還堅持招募教員必須以聖公會教友為第一考量，但

是招募理想教員的困難，也讓他們感概:「不容易找到既有真正傳教精神，又

有專業技能的人」，162教職員對宗教事務的冷漠也造成學生對宗教的反感，這

或許與聖公會一直重視禮儀有關，過度重視儀式而不注重學生的內在精神生

活，很容易讓宗教單單成為一種食之無味的規條，無法引發學生的宗教熱情，

卜舫濟個人即反對宗教蒙昧主義163，他說: 

 

我認為目前在宣揚基督教道理實應坦白無畏，我們必須努力宣傳他是一種

理性的信仰，同時我們也必須放棄諸如聖經字字出於神啟以及其他所有形式的

無謬誤論的站不住腳的立場。
164 

 

同時他認為教學與宣教應當分離，他認為學校的課堂教育只能是傳播知識

的手段而非宣教的機會，但是他對於強制性的宗教禮拜則認為需要堅持下去，

因為學生入學是學生與家長的自由抉擇，他認為如學生反對參加禮拜，他大可

不必來聖約翰讀書，但是他也認為學生要入教則一定要經過家長同意，學校提

供一個學術上自由，但宗教上也提供學生認識信仰的機會，同時給予學生充分

                                                 
160 徐以驊，1998:171。  
161 徐以驊，1998:171。  
162 徐以驊，1999:55。  
163 徐以驊，1999:188。  
164 徐以驊，199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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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來決定自己的宗教信仰，然而，宗教課程的教學卻日漸流於形式，與自

由化，教師只以象徵與科學的方式來詮釋聖經，宗教儀式也變得八股無趣，在

聖公會重視儀式的禮拜中，一切都變得行禮如儀，禮拜變成一種苦差事，學生

興趣低落，就連基督徒教職員的反應也是如此，卜舫濟多次督促教職員發揮他

們基督徒的影響力，一九三○年以後每年都致函教職員公開信，呼籲他們到教

堂做禮拜，並試圖指派教員負責關懷學生，但是效果並不理想。165 

訴諸理性而非情感是聖約翰宗教教育的第一大原則，第二便是教學與宣教

的分離，在回歸教育權運動後，在一九二五年實施宗教教育的雙軌制，即未入

教的學生可以在做禮拜與倫理課程中做選擇，但是事實上這種轉變只是讓宗教

教育的無效力檯面化，一九三○年代以後，教堂禮拜的強制性已經被取消，以

強制性的宗教課程取代，自此大多數教外學生不再踏入教堂，一九三七年宗教

課程的強制性也被取消，改為選修課程，並且讓修課同學都給予及格(就是所

謂的＂營養學分＂)，於是吸引了多數學生選課。166 

卜舫濟嘗試與學生建立起私人的關係以落實影響學生成為「理想主義者」

的目標，在校方的辦學堅持下，學校始終維持較小的辦學規模，一九三○年以

前，全校學生始終維持在四百人以內，就算學校經費捉襟見肘也沒有動搖小規

模辦校的方針，這是體現了「以卜舫濟為首的聖約翰大學管理層對於基督教高

等教育事業高度的責任感，正是這種責任感壓倒了私立學校對於經濟利益的本

能追求」，
167他也要求教師要和學生緊密的聯繫，並經常要和學生促膝談心，

一八八六年起，他自己也常常在星期六在家中舉辦茶會招待學生，每班輪流被

邀請到校長家中作客，有遊戲也有茶點，這傳統一直到他離開學校為止，這種

與學生建立的私人情誼使得畢業校友對學校的向心力極為有效，一九○○年中

國的第一個校友會就是聖約翰校友開辦的，並且校友也成為學校後來募集款項

的重要經濟支持者，卜舫濟的教育目標轉向與現實妥協，他認為只要畢業學生

對基督宗教存有好感就算成功了，然而後期的聖約翰除了校園裡還有若干基督

                                                 
165 徐以驊，1999:64。  
166 徐以驊，1999:201。  
167 熊月之,周武，20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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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標誌外，已經與一般大學無異。 

 

3.3.5 校務管理特色 

 

  聖約翰大學引進了許多西方教育的方法，使校園中充斥著西方的生活方

式，尤其當時中國對西方科技的嚮往，使得這所新的大學充滿了各種驚奇，由

於對科學的教學的重視，一八九九年建立了一座科學樓，卜舫濟說，「這是中

國的教會大學為自然科學的教學建立的第一座樓房」，168，其實這也是中國的

第一座科學教學專用的大樓，另外，聖約翰引入的學校制度，在中國都為首見，

如一九一九年的選科制、畢業典禮、校歌、校旗、校色、校訓、名譽博士、學

位證書也參照卜舫濟母校哥倫比亞大學的學位證書設計，這些都開風氣之先，

一九○六年聖約翰更在美國註冊，使得美國耶魯、哈佛、哥倫比亞大學承認學

位，並可以免試直升研究所的待遇，這便開了中國學生留學美國的管道，庚子

賠款退款為中國學生留美的錄取名單中，聖約翰學生總是名列前茅，學生人數

也最多。169 

聖約翰大學一開始即規定學生需要住校，只在星期六下午放假半天，每日

早晨七點半需要早禱，晚上九點半熄燈就寢，學生規律的宗教生活一直是校方

所堅持，早年管理學生可以體罰，後來有「孔武有力之學生轉予教員以難堪」，

170遂廢去體罰制度，改以記過處分，學校於是漸漸引進西方各項體育活動，於

是聖約翰的體育活動與學生社團活動也是居於領導地位，諸如棒球、網球、足

球、賽跑、板球、籃球等運動，聖約翰學生更代表中國參與國際各項體育競賽，

一九一三年代表國家參加馬尼拉遠東運動大會，中國代表隊所得三十六分鐘

中，有二十六分為約大學生所得，171另外學生組織是自發性的社團，諸如攝影

社、軍樂社、等等，一九○四年學生自辦英文定期刊物《約翰聲》，為最早的

學生英語刊物，一九○○年的聖約翰校友會為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校友會，學

                                                 
168 卜舫濟，1929:15。  
169 徐以驊，1998:40。  
170 卜舫濟，1929:51。  
171 卜舫濟，19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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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學生的生活禮儀，在新生入學時，便要求要必修禮儀課程，發給新生《禮

儀手冊》，內中禮儀的原則諸如：女士入室，男士必先起立，並讓座，女士優

先、舉止得當為紳士等等，另有根據教會曆所制定的校曆、如聖誕節與復活節

各放假一週，卜舫濟本人且在聖誕夜喬裝聖誕老人，分送之前已經個別預備之

禮物給學生，後因學生人數過多，取消該制度，但學生反而自動捐款購買鞋襪

贈與窮人，校曆中亦明定受難日、升天日、感恩節等節日。一九一四年聖約翰

實施中國首度實行的「名譽制度」，由三四年級學生先行投票決定是否要實行

在考試中沒有監考者，經過投票決定採用，並一直沿用該制度至校務終結為

止，172聖約翰在校方刻意營造的基督教大家庭中，讓學生在校園中感染宗教氣

息，以及師生密切的互動中，畢業生一直以學校為榮。 

 

3.3.6 小結: 

 

    卜舫濟是個宗教家，也因為宗教熱情投入教育事業，一旦教育機構成形，

也就逐漸獲得了自身的固有法則性，聖約翰大學追求建立自己的董事會便是一

例，郭斐蔚與卜舫濟所代表的正是教會與校方的不同立場，學校籌設自己的董

事會乃是建立固有法則性的最重要的一步，但教會對此是疑慮的，因為這將會

使得學校脫離教會的控制，卜舫濟的身分同時兼具了宗教家與教育家的雙重角

色，卜舫濟將教育作為目的而不僅作為手段來經營，學校經營的目標不再是吸

引學生入教成為基督徒而是成為「理想主義的宣教士」，以培養「對基督教友

善而非敵視」的學生，可以看出作為聖約翰的行政最高主管更讓他傾向扮演好”

教育家”的角色，宗教與教育的優先順序在卜舫濟任內被顛倒了，卜氏的決定

讓教育獲得發展，但是宗教的犧牲也是必然的後果。  

    在卜舫濟的治理下，聖約翰發展出獨立的固有法則性，並且開始照著知

性的目的理性行事，在此目的理性下凡追求知性，都是必要的，傳授英文知識

也屬必然，若是學校只是以培養傳道人為任務，就不必理會當地中國人如何需

要英文知識，聖約翰教授世俗知識，教授英文也就成為教育機構義不容辭的任

                                                 
172 卜舫濟，19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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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但是聖約翰大學做為傳教工具，就會有目的與手段的思考，若是教授英文

有害宗教宣教就應該不被允許，英文原本只是溝通工具，但是在當時的中國，

也是經商的利器，英文也是強勢的語言，知性為了強化其自身的價值，只有與

宗教連結，讓英文教育成為實踐宗教信念的途徑，教授英文就是傳遞宗教信

仰，只有如此，知性本身才能存活下去，也因此英文被賦予了道德語言的意義，

讓英文可以順理成章的成為聖約翰大學教學上的一大特色。  

    經濟層面而言，教育不僅教授學生知識，還會提供階級向上流動的機會，

在一八七○~一九五○年西方教會對中國的傳教工作，面對中國物質上的缺

乏，若是沒有絲毫惻隱之心，或是沒有想要滿足貧乏的物質生活的意圖，也是

缺乏了宗教人應有的悲憫心腸，不符合「沒有行為的信心是死的」的宗教信條，

173然而英語教育的引進，是在上海商人的強力要求下誕生的，本身已經是經濟

的目的理性的考量，教會雖試圖以宗教的價值理性開始英語教學，但是英文所

內涵的價值對於上海商人而言，是貿易必備的工具，在利害計算下的商場中的

強勢技能，聖約翰地處中國商業中心，學校是一所由口操英文，金髮碧眼的宣

教士所創辦的西方教會大學，天生具備英文教育的優勢，提供英文教育對聖約

翰並不困難，教育提供給學子受教的機會，他們畢業以後得以進行經商貿易活

動，可以晉昇高官要職，這也就讓學校成為經濟理性的工具，對於就讀學生而

言這也就成為宗教提供的救贖財。 

卜舫濟宣示宣教活動必須要涉及「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面，而不能只是拯救

靈魂」，表示宗教也關心除了”靈魂”以外的事務，這正是韋伯宣稱＂宗教與巫

術的行為，其目的主要都是屬於經濟性的”的具體證明，宗教學校所提供的不

僅是個人的”靈魂”救贖， 而「大多是此世的實質好處」，而聖約翰吸引學生的

要素，在教育領域中，大都是為了實質好處，而不是為了靈性的提升，且教育

機構建立後，學校為了生存的需要，當然會增加財源以提高校內設施的品質，

然而這已經超過教會所能提供的，學校的經費到了後期大都由學費所維持，更

                                                 
173 《聖經》雅各書第二章 :「若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露體，又缺了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

有人對他們說：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不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

什麼益處呢﹖這樣，信心若沒有行為就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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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該教育機構已經藉著經濟自主，來排除宗教的影響力，經費上的獨立，

該校的經濟的目的理性贏得了勝利，隨著學校規模的擴大，教會的捐款不足以

應付學校的需要，學校的經費的來源大部分來自學費，以及校友的捐款，到了

後期卜舫濟更毫不避諱的表示，只要教會方面沒有意見，學校可以自行擴大，

無須考量教會的宗教立場，學校全面迎合了經濟理性的要求，將宗教理性的核

心價值”拯救靈魂”(即領人受洗皈依)的位置降低，而將重心挪向”國計民生”的

世俗領域，那麼教會辦學的優勢便消失，學校很難避免不成為資產階級透過教

育再生產的途徑。 

    聖公會本來就對待理性相當寬容，也因此讓教育當上了主角，教育若是

在宗教主導的範圍下，的確就是宣教的目的本身，但是知性理性本來就有一股

走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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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的

力量，知性理性與宗教並非自然會融合，而需要透過詮釋與對話的過程，宗教

若是無法持續透過再詮釋取得主導權，宗教與教育的分離就會是自然且必然的

發展結果，卜舫濟等人重視理性，提供宗教環境但是不強迫學生違背自由意志

接受基督信仰，符合了該宗派的特性，但是在教學與宣教分離的政策下，若沒

有提供宗教與理性的對話空間，宗教與理性將會走向各自的路，理性會走向啟

蒙主義下反宗教的人文主義，宗教也將失去了與時代對話的特性，成為枯燥無

味的儀式，教會的角色就從(對學校而言)正面的創辦者、主導者、支持者轉變

為負面的抵抗者以及阻礙學校成長的欲除之而後快的絆腳石。 

                                                 
174 Weber，1989a: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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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宗教與世俗理性的衝突導致立案延宕與校務終結 

 

上海聖約翰大學漸漸獨立於教會的運作，也與辦校用以宣教的初衷漸行漸

遠，雖然有從經濟理性與知性理性而來的衝突，宗教仍透過制度的維持與校內

基督徒的師生接觸保存其宗教傳統，在校園中繼續發揮宗教影響力，但是隨著

中國政治的發展，建立了共和政體，再加上一九二二年以後受到中國非基督教

運動與教育權回歸中國的影響，從政治理性來的挑戰更為艱鉅，這種情勢也造

成了學校向政府申請立案的延宕與校務的終結。  

 

3.4.1 立案堅持  

 

聖約翰是所有在華基督教大學中，最晚向政府立案的學校，學校在一九四

七年向政府立案，距離她被撤銷的一九五二年也只有四年多的時間，隨著中國

民族主義的高漲，中國政府欲全面掌握教育機構的想法也越來越強烈，教會學

校被冠上侵犯國家教育主權的罪名，一九二五年北洋政府頒布了「外人捐款設

立學校請求認可辦法」，175內容包含校長須為中國人，中國人必須佔董事會半

數以上名額，不得以傳佈宗教為宗旨，不得將宗教科目列入必修課程等，國民

政府北伐成功後，於民國十八年(一九二九年)訂定「私立學校規程」，具體的

要求董事會中外國人必須在三分之一以內，校長與董事長都必須為中國人，學

校不得以宗教課程為必修課程，不得在課堂中傳教，不得強迫學生參加宗教儀

式等，
176這外來的政治壓力使得聖約翰必須抉擇是否順應中國政府的要求，一

九二八年十月美國聖公會總議會通過決議，宣佈聖公會「沒有建立完全世俗的

教育體系的職責」，177卜舫濟本人也對法條中禁止宗教教育的條款不滿，並且

決意保持學校的獨立，教會當局也寧願關閉學校，而不願讓學校無法繼續傳

教。178 

                                                 
175 《北洋政府教育部檔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料彙編，第三輯  教育」，頁 78。  
176 《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年鑑》，第二編第八章「私立學校之設立管理及輔導」，頁 135。  
177 徐以驊，1999:137。  
178 熊月之,周武，200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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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年以前，各教會大學認知到教會學校若是要繼續生存下去唯有立

案一途，否則畢業生無法被政府聘用，學生也不被允許參加庚子賠款的留學考

試，於是均遵守規定且辦理了立案，一九三一年聖約翰試圖再度向政府申請立

案但是因為校董會中國人名額未達三分之二與校方明文大學創辦的宗旨以基

督教為標準等原因被政府退回申請，自此，學校面臨了立案與無法生存的二元

抉擇，聖約翰於是成為唯一向政府權力挑戰的學校，在其他規定均被解決了之

後，只剩下基督教辦學宗旨的條件是政府無法接受的，但是教會方面無法接受”

基督教”一辭在辦學宗旨中被刪除的作法，179不願意退讓以取得立案的資格，

這種作法明顯的讓學校無法取得足夠的經費與校友的支持，將加速學校的衰亡

的命運。  

此時卜舫濟轉而希望教會退讓，甚至建議以”追求與傳播光明與真理”的句

子成為辦校宗旨，以取得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總長蔣夢麟的同意，但是這種退

而求其次的做法仍然被中國教區主教郭斐蔚所拒絕，180一九三七年中日戰爭開

打，立案申請暫時停止，這種情勢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一太平洋戰事爆發為止。 

吊詭的是，讓聖約翰向中國政府屈服的是太平洋戰爭的影響，珍珠港事件

前，日美關係惡化，時處日本佔領區的聖約翰大學也成為日本挑釁的對象，日

本為了更容易控制聖約翰，要求學校重要職位不應由美國人擔任，校內外國職

員不是主動離開中國就是被日軍拘禁，教會於是在行政上做了改變，讓副校長

沈嗣良擔任校長，卜舫濟個人則回到美國，戰爭開打後，美國聖公會與聖約翰

的關係全面中斷，校董會則全由中國人所接掌，校方並主動邀請日本基督徒來

加入聖約翰的教職員，以此與日本政府盡量保持友好的關係，以免校方遭受佔

領與破壞，而向中國政府立案當然也暫時不是問題了，一九四六年中日戰爭結

束後，聖約翰重回國民政府管轄範圍，然而日據時間沈嗣良與日本的友好關係

卻為國民政府所不滿，沈嗣良因通敵罪嫌被國民政府逮捕入獄一年半，181校長

改由涂羽卿擔任，而這時的差會則為了重建與國民政府的關係，無條件接受政

                                                 
179 徐以驊，1999:145。  
180 徐以驊，1999:146。  
181 沈嗣良出獄後離開中國，永居美國，並於 1962 年 3 月訪台，並協助台灣校友募款籌備在
台復校事宜。  《台灣聖公會通訊》，未編卷期(1962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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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要求申請立案，差會則將聖約翰的所有資產以象徵性的一美元租給中國人

超過三分之二的校董會，一九四七年十月聖約翰大學通過資格審定，取得政府

的認可。  

 

3.4.2 校務終結  

 

一九四八年卜舫濟的兒子卜其吉擔任副校長，實際負責學校的一切事務，

取得合法性後的聖約翰，只是讓她不被強制廢除而可以繼續生存下去，同時也

讓教會的力量可以在校園中存活，並繼續尋找方法發揮影響力，一九四八年

底，國共內戰如火如荼的進行，卜其吉預料不久後共產黨將佔領上海，學校的

宗教性將無法維持，他建議學校的行政權應速移交給中國人管理，由於美軍已

經在台灣的台南建立軍事基地，他建議教會在台南設立聖約翰分部，以作為聖

約翰撤出中國的準備，182但是可能因為政治發展的不明朗，台灣也未必是個穩

定的地方，這個建議並沒有被執行。  

一九四九年五月共軍進入上海，而外國傳教士則先於共軍抵達前撤離中

國，國民黨政府撤退至台灣，一九五○年韓戰爆發，中美關係惡化，聖約翰與

美國聖公會自此完全中斷，一九五二年九月聖約翰大學裁撤，其各學院被併入

復旦大學，同濟大學，震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及華東法政學院，而校舍建築

則由華東政法學院所使用。至此終結了七十三年的校史。  

 

3.4.3  小結 

 

    中國當時的政治逐漸走向理性化，脫離了傳統型支配，朝向法制性支配

發展，建立了共和體制，也激發了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感，由於政治所奉獻的目

標為國家與民族，這時的中國政府與民族也就都被賦予了不可褻瀆的神聖性，

中國政治所鎖定的假想敵人為日本及包含美國在內的西方列強以及列強所主

導的教育機構，而這一所由美國傳教士所建立起來，並以宣揚基督精神為宗旨

                                                 
182 徐以驊，199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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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正是站在政治理性的對立面。 

    上海聖約翰大學因為一直是美國聖公會所掌握的學校，早期傳教士也多

有在美國大使公所兼職當翻譯的案例(如施約瑟主教便是一例)，因著美國聖公

會與政治的依存關係，美國的政治力量合理的被認為一直是該校背後的支持

(該校的校園內一直懸掛著美國五星旗)，而政治理性所使用的最終手段為暴

力，宗教在面對這強大的世俗理性時，除非宗教背後有另一股政治力量可以與

之抗衡，否則也只有順應與降服一途，該校既是在中國自清朝以來基於劣勢的

政治無能，順應著外國政治勢力的優勢所建立起來的，當中國的政治力量崛

起，環繞於聖約翰大學校園的優勢力量也由美國轉為中國，中國政府試圖收回

教育權，於是設下限制外國人的董事比例，與禁止宗教活動等法律以強制規範

教育機構的政治效忠，該校因著宗教的價值理性遲遲不願意屈就於政治的目的

理性的要求，就算失去學校也在所不惜，也就被認為不願轉向為中國政府與民

族效忠，於是政治上以暴力為終極形式的壓力也就向該校撲面而來。 

    該校源於宗教傳統的政治主張既以政治與教育分離為理念，並且希冀該

校一直保持中立的立場，以維護宗教同胞愛的倫理，在上海聖約翰短短七十三

年的校史中，校園圍牆外的政治實權組織經過大清帝國、中華民國(還包含著

北洋政府)、日本帝國、二次世界大戰後再回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等多次更迭，政治上追求權力的目的理性運作模式，讓校園外的權力關係與敵

我設定不斷演變，實非強調宗教精神，實踐普遍性同胞愛的教會大學所能預測

與掌握，今日握手示好的朋友可能就是明日相互揭陋的敵人，讓聖約翰大學在

過程中耗損了不少精力，也影響了校務運作，然而政治理性的本質如同韋伯所

言:  

 

所有的政治團體在面對國內或國外的敵對者時，無不訴諸赤裸裸的暴力以

作為強制手段，此乃絕對的本質⋯。183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之後，對於聖約翰而言，政治形勢更加嚴峻，無神論

                                                 
183 Weber，1989a: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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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中國統治者對所有教會大學均採取對抗狀態，更無容於宗教團體所主導

的教會學校，外國傳教士的離開，將學校完全交給中國人管理，學校終於在政

治理性的脅迫下停止了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