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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教育制度深受基督宗教影響，基於認同於人類的內在與外在生活是

一個統一體，需要在一個經過設計與安排的環境中，才能得到引導，上海聖約

翰等教會學校也遵循不悖，透過住校生活與導師制度，將學生安置在一個固定

的活動空間中，以學習技能，並形塑人格，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1858-1917)分析西方教育的起源，認為基督教的靈魂皈依信仰，影

響了教育對於人的看法，教會辦學，是宗教透過教育來轉化民眾的手段，基督

教的隱修制度，尤其適合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因為基督教的救贖本來就是「整

個人類」的救贖，不滿足於個人外在的聖化，更在乎個人的心靈歸順，於是教

育在西方一直是「宗教的附庸，……學校一開始就是作為教會的事工」，315在基

督教思想的影響下，教育除了滿足人們習藝的需求，更要透過教育使人的「深

層屬性」(即靈魂)得到生活態度上的轉向，因此就需要營造一個道德環境，涂

爾幹認為: 

 

學校不只是老師教學的一個場所，他有屬於他自身的道德生活，道德環

境，滲透著特定的信念與情感，而這種環境也緊密環繞在教師周圍，其程度不

遜於學生。
316 

 

學校被當作道德環境組織起來，學校也就模擬修道院的全膳宿制度，並以

「修道院的組織方式為原型」，317將學生與老師限制在有形的校園當中，以方

                                                 
315 涂爾幹，2003a:30。  
316 涂爾幹，2003a:39。  
317 涂爾幹，2003a:166。「最初創建的世俗性神學院就是以修道院的組織方式為原型，來塑造

自己的組織的，全膳宿制度不正是一種自然的手段，以整合一體的方式實現了基督教的教育

觀念嗎？我們已經注意到，有鑒於我們所認為的教育宗旨(即一個人整體人性的形塑)，基督

教不可避免的傾向於完全把孩子包裹在這樣一個體系裡，不僅將控制他整個的思想存在，而

且將控制他的物質生活與道德生活，以便有能力更為充分，更為深刻地滲透到他最深層的本

性，防止其中任何一部分擺脫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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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在這個範圍中，控制其中成員的思想與道德生活，為了達到這個目的，執行

學生的住宿政策也就是最重要的政策了。  

不僅如此，因著涂爾幹認為，由於天主教耶穌會投入教育事業的影響，在

這個全膳宿的環境中，「學生與教育者之間必須保持個人化的持續接觸」，318以

塑造學生的性格與習慣，並且讓每個耶穌會士可以因著學生的特殊性，提供個

人化的教育過程，透過約束與激勵，贏得學生信任與愛戴，如此，照涂爾幹所

說，就可以「在師生之間鞏固起來的關係當中，形成一些友情的紐帶，在學校

生活結束後，仍然能夠維續」，
319而落實這項教育目標的方式便是透過導師制

度，以針對每個各別的學生進行管束與輔導。 

涂爾幹認為，透過全膳宿的制度與個人化接觸的影響，學生在校園中將被

校方所塑造，但是不僅是使用控制與限制的手段，還必須透過「競爭」，320「訴

諸自尊、訴諸尊嚴感」321產生自律與激勵的效果，這樣他們便能「感到自己是

在受引導，受到支持，受到鼓勵，事事都使他們盡力而為」，322而這種加強學

生自尊與榮譽感以達到自律的做法，筆者認為，這便是行諸於團體管理中的榮

譽制度 323的濫觴。 

無疑的，涂爾幹在一九○四年所揭諸的西方教育的特質，在上海聖約翰身

上很清楚的看見了，其方式就是藉由住校政策、導師制度以及榮譽制度，全天

候的將學生置於特意規劃的環境中，保持與學生的長時間個人化接觸，以發揮

宗教信仰的人格影響力，其執行成效不惡，畢業校友對母校具有相當的忠誠

度，聖約翰校友會的內聚力強大，是第一個成立校友會的中國大學，來到台灣

後的校友也在一九五○年成立台灣校友會，並且主動督促台灣聖公會辦理復

校，而這些作為聖約翰校友的吳舜文校長為了回復上海聖約翰的教育特色，也

                                                 
318 涂爾幹，2003a:361。  
319 涂爾幹，2003a:361。  
320 涂爾幹，2003a:362。「還不能僅僅是一刻不停地去限制他們，維護他們，還必須去激勵他

們，耶穌會士們使用的刺激完全在於競爭」。  
321 涂爾幹，2003a:367。  
322 涂爾幹，2003a:365。  
323 榮譽制度(Honor system)，是透過強化個人的榮譽心、自尊感與信任感，無須外力的監督

而能自我要求行為上的合乎規範的行為管理系統，廣泛的運用在監獄、學校、大眾運輸、零

售業等需要規範與紀律的場所，在學校中的榮譽制度最典型的便是無監考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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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將此基於基督宗教的影響下發展出來的教育政策實踐於新埔工專的人格

教育中。  

 

第一節  世俗理性影響下的人格教育 

 

    然而到了台灣，在前章說明了世俗理性對該校的影響的背景下，要推動

教會學校所秉持的人格教育理念，便遭受到挑戰，也勢必影響了人格教育的推

動與效果，在校務領導人吳舜文校長的治理下，新埔工專的人格教育也產生了

特殊的面貌。  

 

    5.1.1 教育方針之確立  

 

    新埔校園位居台北縣淡水鎮東北北方約八公里處，校園西側距離台灣海

峽海岸線 1.5 公里，原本是大片種稻米的梯田，一九六七年興建校舍時，是個

交通不便，地處偏遠的地區，通往淡水的幹道是雙向一線道，約八公尺寬的狹

小道路，每日公車班次僅一~二次，校園靠近海邊且鄰近沒有山勢可以阻擋風

雨，夏季颱風強勁，冬季受東北季風影響，相對濕冷，氣溫往往低於台北市區

五度上下，學生往返台北與校區，實為不便，前五年全校學生均強迫住校，除

非週末放假，學生不得離開學校，因此新埔校園形成一個相對封閉且自主的校

區，換言之，學生的食衣住行等活動均在校園中進行，這也有助於校方更有效

的營造一種大家庭的師生關係，學生在其中可以持續不斷的接受校方有意識的

塑造，和人格的影響，由於第一屆學生的入學所遭遇到的問題，帶著實驗性質，

往後的校園生活也會遭遇同樣的問題，吳舜文本人很務實的深入校園生活的各

個領域，解決學生食衣住行的問題，讓頭幾屆的學生得以順利的在校園中生

活，以「母雞帶小雞的心情」324來帶領學生，除此以外，吳舜文更積極的營造

一種教育環境與校園氣氛。  

                                                 
324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序言〉，「新埔第一屆機械工程科 A 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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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舜文十三歲進入美國衛理公會上海中西女校就讀，325從初中到高中共讀

了八年的時間，全程住校的生活建立他「獨立、盡責精神的生活教育」，326受

到女校長海淑德女士 (Laura Haygood，1845-1900)影響，也以作為女校長為志

向，與嚴慶齡結婚以後進入剛開放通勤與招收女生的上海聖約翰大學政治系就

讀，三十三歲時，以兒媳身分自薦接管公公的私塾學校(上海私立光裕第二小

學)擔任校長，讓該校校務獲得極大進展，也讓她對於教育管理更具信心，327來

台後又遠赴與聖公會淵源頗深的美國哥倫比亞大學攻讀碩士，後長期任教於東

吳大學、政治大學，
328可見教育一直是她在企業之外投注個人關懷與精力的領

域，吳舜文的求學過程幾乎都在教會學校中就學，既然有親身的體驗，對於辦

理這所學校，自有獨到的見解。 

    開學四個月以後，吳舜文在校務報告中提及新埔的教育目標為:  

 

1. 配合政治經濟建設，教授應用科學，養成工業技術人才。 

2. 貫徹基督教聖公會為教育服務之弘願。 

3. 延續前上海聖約翰大學及聖瑪利亞女校兩校之光榮傳統。 

4. 貫徹 「德以輔才，學以致用」之立校精神。 329 

 

    這個設校精神雖未詳細陳述內容，卻明白看出新埔工專設立的時空背景

與精神傳承，首先，在校友來台以後，所面對的是一個政治環境上更加緊縮，

經濟上需要提升的時空背景，設立學校的條件與內涵完全必須配合政府的政

策，政府對於宗教團體辦校的條件早有清楚限制，鑒於教育政策上培養工業人

才的需要，若要開辦學校只有被迫配合一途，讓學校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

                                                 
325上海中西女校是由衛理公會女傳教士海淑德(Laura Haygood)於 1892 年創辦，海淑德也是
第一任校長，中西女中與聖瑪利亞女校收費較高，同被稱為貴族教會女校，宋靄齡、宋慶齡、

宋美齡三姐妹也是校友。(溫曼英，1993:25) 
326 溫曼英，1993:37。 
327 溫曼英，1993:95。  
328吳舜文於 1952 年進入東吳補習學校，1964 年起至政治大學教學，執教時間長達 26 年。(溫

曼英，1993:350~353) 
329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會議〉(1967 年 8~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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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技術人才」為宗旨，也是學校順利開辦的實際條件。 

    其次，校友們戮力恢復的學校，是根植於基督教聖公會信仰傳統的學校，

聖公會對教育的投入與看重是基於該教派的特點，也由於在中國大陸上持續的

努力得到明証，但就吳舜文乃至大部分校友的＂聖約翰經驗＂而言，他們所經

驗到的聖公會辦校特色，早已經遠離了宣教的初衷，就如卜舫濟所宣示的，＂

教育本身就是目的＂，吳舜文所指的「基督教聖公會為教育服務的弘願」在這

個教育目標的陳述脈絡中，這個「弘願」指的當然不是宣教，而是知識的傳授

與教育機構的開創與維持。 

    第三，上海聖約翰與聖瑪利亞的教育成效與辦校經驗直接的由該校所承

繼，這從全世界校友對該校的經濟支持，與台灣校友(尤其是董事會的成員)的

實際參與以致於順利辦學得到證明，同時，上海兩校辦學的特色也成為在台辦

校努力的方向，讓聖約翰與聖瑪利亞(尤其聖約翰)的學校氛圍與傳統再現於台

灣這所新的學校也就成為校友共同的期待。 

    最後，這所新的學校，雖傳承於過去的經驗，但是擁有獨立自主的人格，

有全新的條件發展屬於她自己的特色，在工業技術為教學的主要內容之中，還

寄望於培養一種與之相容的屬性，在專業中內蘊著倫理的思索，讓品格與技術

揉合在所養成的學生身上，吳舜文所主導的校務管理即針對這四個教育方針來

進行，不僅如此，吳舜文所規劃的辦校政策尚有全員住校、軍事管理、導師制

度、榮譽制度等，由此看出，她對學校的遠景規劃並非臨時上任急就章的處理

校務，而是早有期待與具體作法。 

 

    5.1.2 訓教合一與軍事管理  

 

    「訓教合一」乃管理學生主要特色，即除了授予專業技能，還有意識、

有計畫的透過生活管理，來塑造學生的品格，其方法就是透過「全員住校」，

全天二十四小時的生活管理，讓學生在專業教師與生活導師中被陶冶，因此，

該校的創辦之初，即規定學生全部住校，「以期生活教育與智識傳授融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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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培養學生敬業樂群之精神。」330，學生隔兩週才放假一次，遇到沒有放假

的一週，校園中設有學生活動中心，備置琴、棋等類，以供學生使用，並舉辦

各項球類，田徑之班際錦標賽，組織合唱團，同時普遍推行社團活動，成立社

團如美術學社，新埔青年社，書法學社，設計學社等，遇到放假時，則由學校

租借大型交通車送往台北火車站，收假當日下午，則由台北火車站運返校園，

331除了住宿生活，還利用早晚的自修時間加強學生的課業，要求專業老師前往

教室進行指導，「生活管理: 切實指導自修，每日早晚自修時間，特請各科教

師，輪流巡迴切實指導學生，使能善於利用時間，研究問題，了解問題，解答

問題」。
332 

    新埔校內備有伙房與餐廳，三餐均有定時集體用餐，因為淡水地區菜蔬

價格比台北貴三分之一，收取的伙食費用不足以滿足正在發育的青少年，為

此，台灣聖公會補助學生夥食費用，「每月每生各津貼五十元，於每日早餐另

加雞蛋或牛奶，饅頭各一，並用以添購麵食，鮮蛋，及牛奶等補充各生之營養」，

333校長吳舜文每逢節日假期也會擇日捐資贈送學生午餐菜餚，每逢考試期間，

亦有宵夜點心讓學生補充體力，334吳舜文校長非常注意學生的身體成長與健

康，五年期間，他每年均紀錄學生的身高體重比例的成長，以關心學生的身體

狀況，335每星期的周會也利用這每週學生集合的時間，當面與學生話家常以了

解學生的需要。
336 

    筆者於 1984~1989 年就讀於該校時，每年舉辦的軍歌與口號比賽，都會喊

著: 「新埔風、新埔雨、新埔創造新埔人」，新埔的風雨不論四季均以強勁著

稱，尤其夏秋之際，颱風盛行，校內不適合撐傘，只適合穿著雨衣，招生時，

吳舜文於第一屆學生入學不久後即發現新埔的特殊天候，為此，她代辦購買雨

                                                 
330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會議〉(1967 年 8~11 月)。  
331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會議〉(1967 年 8~11 月)。  
332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會議〉(1967 年 8~11 月)。  
333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會議〉(1967 年 8~11 月)。 
334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會議〉(1967 年 8~11 月)。  
335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教育部督學定期視導簡報資料〉(1972 年 5 月)。 
336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序言〉，「新埔第一屆工業工程科全體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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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雨靴，並私人捐助學生每人一件雨褲，337到了冬天，則統一代購防寒外套，

以抵禦動輒十度以下的低溫。  

    然而，全員住校的政策若要徹底執行，就必須提供足以容納五個年級所

有學生的床位，第一年學生 201 人，到了第五年學生總數已經達到 1317 人，338

學生宿舍的建置在新生陸續入學的時候越形迫切，由於吳舜文曾經在中西女校

住讀八年，吳舜文對於住宿生活對學生的影響深信不疑，339董事會曾經在第三

年因募款不順利，曾考慮改變需要住校的政策，讓部分學生通學或自行在校外

租屋，以減少財務壓力，
340在王長齡主教過世後，募款活動中斷，財務更顯困

窘，到了第四年，募款金額不足以支應校內各項建築的開銷，吳舜文也因此不

怕＂得罪＂其他董事，341堅持向銀行借貸，遂與王長齡主教繼任者龐德明共同

擔任擔保人，以學雜費收入向華南銀行信用貸款，342以興建宿舍與實習工廠之

用，343吳舜文對於住校政策的堅持，可以看出校方希望透過全時間的管理來塑

造學生人格的強烈動機。  

    軍訓教官常駐校園是教育部的政策，軍訓教官進駐校園，於一九五三年

起全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全面實施，教育部學生軍訓處成立於一九五八年，於

一九六八年納入教育部組織法中，掌管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訓課程規劃與相關

軍訓事務，344新埔校園的學生軍事管理非常徹底，教官除了在軍訓課程中傳達

                                                 
337《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會議〉(1967 年 8~11 月)。  
338《聖約翰科大註冊組資料檔案》，〈新埔工專前 20 年歷年各科班數及人數〉。  
339 吳舜文在上海聖約翰就讀時，是以”走讀”方式求學，即以每天往返學校與私宅的通勤方

式求學，因此造成吳舜文對住宿生活的堅持，是在中西女校而非在上海聖約翰就讀期間造

成的影響。  
340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董事會會議紀錄〉(1970 年 1 月 27 日)。 董事會會議

中因為募款金額無法滿足建築宿舍的需要，建議學生不用全部住校。  
341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五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學生家長會全體會員大會致詞〉(1971
年 6 月 19 日)，頁 77。吳舜文堅持貫徹全體學生住校的政策，致詞發言表示：「董事會曾
有不再添建宿舍，使部分學生通勤之表示⋯，堅持要求董事會貫徹全體住校的初衷，雖然

難免因此得罪了少數幾位董事，幸獲大多數董事贊同而獲通過」。  
342《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新埔董事會致台灣聖公會 函〉(1972 年 1 月 14 日):「本

校為解救困境，不得已先以下學期二月二十八日以後之學雜費收入新台幣五百五十萬元，

全部向華銀信用貸款，先行墊付建築費。」。  
343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董事會會議紀錄〉(1973 年 7 月 27 日)。吳舜文 1972
年離職後，龐德明任董事長，遂由龐德明與辜嚴倬雲為名繼續擔保。  

344 《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年鑑》，〈第二編教育行政〉，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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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思想教育，也利用升降旗及週會時間，「灌輸國家思想，與民族意識，激

發學生愛國熱誠，使其堅志奮發，效忠國家」，345軍訓教官進駐宿舍進行生活

輔導，管理學生的寢室內務(衣物的擺設與棉被的疊法均比照軍隊模式)，體能

訓練(在操場或宿舍走廊進行扶地挺身，仰臥起坐訓練)，三餐前在餐廳集合點

名，用餐時必須遵守用餐規定如未開動前不得先行用餐、不得喧嘩打鬧等等，

每天早晚在操場進行點名與唱軍歌、校歌、國歌，呼愛國口號、呼校訓，以及

早晚升降旗活動，每晚睡前查舖點名，346每學年比賽唱軍歌與軍事分列式等等

活動，各教官負責某年級或某科系的管理，均能深入了解每一位學生的日常操

行表現，嚴格的軍事管理，讓學生日常生活有條不紊的進行，強調紀律與服從

的生活態度在學生身上建立起來，學生們被規訓為軍人般的生活習性早以習以

為常，347四年級學生上台中成功嶺軍事營地受短期軍事訓練時，內務與領導競

賽成績名列前矛，團體成績更為各校最高，讓校方引以為傲，吳舜文校長多次

在學生集合場合與家長會中公開表揚，348軍事訓練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筆者

於一九八七年上成功嶺受訓時，亦發現成功嶺的軍事管理對早已習慣新埔生活

的我沒有造成太大壓力，班上同學在成功嶺上生活得也相當自在。  

 

    5.1.3 導師制度  

 

    軍訓教官全面性的掌控學生住宿生活有時空下的不得不然的必要性，但

柔性的規範與鼓勵及直接的人格影響力則借重「導師制度」的建立，吳舜文校

長非常注重導師在學生中的影響力，創校之初即強調導師制度的實施，並於在

任校長的五年中，利用各種會議與集會不斷向師生宣導，開學後第四個月向董

                                                 
345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報告〉(1969 年 1 月)。  
346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頁 66。「在日常生活方面，採軍事管理方式，各年級男生宿

舍均由輔導教官分別輔導，女生宿舍另有指導員駐舍輔導，學生遇有問題，均可隨時向輪

值教官請示，所有男女宿舍每晚查舖登記⋯」。筆者於 1986 年離開新埔宿舍生活時，上述

軍訓管理活動仍在進行。  
347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p67、p96。  
348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五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學典禮致詞」，頁 53。「六十年五

月十六日學生家長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致詞」，頁 72。、「五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學生家

長會全體大會致詞」，頁 74。「六十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學典禮致詞」，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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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報告的校務概況報告中即說明: 

 

    實施導師制:本校採年、科、班、組、五年一貫導師制，各科主任為各科

之主任導師，各班現時均分為兩組，每組設導師一人，聘請導師以上專任教師

充任之，依照本校訓育目標及計畫，除個別指導學生進修外，尤特別重視有關

學術思想，言行及日常生活等品德修養，學術研究，思想訓練，心身發展以及

啟導學生之日常生活態度。349 

 

    同時規定必須由住校的老師來擔任導師，以便在早上一小時，晚上二小

時的自習時間督導學生，350並每日參加升，降旗，凡學生請假，獎懲，都須經

過導師的審核，經常與學生個別接談，以便與學生生活打成一片，「以『愛』

為出發點，加重生活教育」，351增進師生情感，要求導師以身作則，潛移默化，

加強「褓母職責」，352使各導師符合達到「經師」、「人師」的要求。353 

    導師制度的建立為的是藉由導師與學生接觸的增加，直接影響學生的品

格發展，讓學生與導師建立一種有別於＂技術專業＂的私人的情誼，也讓導師

透過掌握學生的作息，品德表現掌握對學生日常生活的了解，打破專業距離，

讓導師以宗教情操＂愛＂來成為學生全人式的引導者，該項政策立意甚佳，人

格教育也是＂教會學校＂的特色，然而導師制度在班級數不多的前二年(共十

班)，尚能應付需要，第三年起增加為共十六班，為此，校方調整導師配置為: 

「一年級每班設導師一員，二、三年級為陪養學生自治素養，每二班或三班設

導師一員，以節人力」，
354此種政策的改變即讓五年一貫的導師制無從繼續，

效果也大打折，同時第三年起，由於校內所能提供的教師宿舍不足，只能要求

專任教師來負責導師的任務，並無法要求導師住校。 

                                                 
349《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校務會議〉(1967 年 8~11 月)。 
350《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校務會議〉(1967 年 8~11 月)。 
351《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六十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報告〉(1972 年 2 月 3 日)。   
352《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報告〉(1969 年 1 月)。  
353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校務會議〉，頁 6。〈五十八學年

度第一學期開學典禮致詞〉，頁 24。〈三週年校慶致詞〉，頁 37。  
354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報告〉(1969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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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榮譽制度  

 

    上海聖約翰的榮譽制度，是教會學校中人格教育最具代表性的措施，一

直為校友津津樂道(如第三章第三節所述)，是就算一九三○年以後，上海聖約

翰大學宗教氣息減低後，仍然持續有效推動的制度，校長吳舜文也以推動這項

榮譽制度為要務，在開學後四個月的校務概況報告中，吳舜文指出學校未來的

作法: 

 

本校發揮梵皇渡精神: 前上海聖約翰大學暨聖瑪利亞女校立校數十年，英

才輩出而立身行事，更多為人樂道，本校教育精神將以發揮上述兩校精

神⋯⋯，達到「工業建國」之任務。355 

 

在創校之初，導師系統尚未建立，校內師生的關係也在摸索，也尚未看見

這種＂人格教化＂的改造系統的建立，而在學期進行一年以後，就開始推動榮

譽制度，吳舜文說明榮譽制度的內涵: 

 

    新的學風 : 榮譽制度，訓教合一，學生第一，手腦並用，敬業樂群⋯創

行榮譽制度: 為樹立優良校風，貫徹本校校訓「德以輔才，學以致用」之目標，

特自本學年度起，推行「榮譽制度」，訂立榮譽公約，全校學生入學之初，鄭

重舉行宣誓，在積極方面，必須做到愛國愛校，奮發向上，自治自強，爭取榮

譽，在消極方面，作到屏除陋習，不說謊，不欺騙，且須盡力避免不榮譽事件

發生，啟導誘發，從日常生活上，奠定良好習慣基礎。另並實施生活互助小組

聯保，集體爭取榮譽，藉以奠定優良校風。356 

 

                                                 
355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校務會議〉(1967 年 8~11

月)。  
356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報告〉(1969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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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活動的推動，在吳舜文的眼中，必定是一項具有象徵意義的歷史任

務，因為這才代表新埔工專真正傳承為聖約翰、聖瑪利亞兩校的精神，吳舜文

在第三屆、第四屆開學典禮中持續向新生說明該項政策，357也在第三屆校慶中

宣導這項深具傳統傳承意義的政策: 

 

榮譽制度: 為樹立優良校風，貫徹校訓「德以輔才，學以致用」目標，延

續前上海聖約翰大學優良傳統，特創行榮譽制度，訂立榮譽公約，全體學生於

入學時都鄭重宣誓，積極的爭取榮譽，消極的力避不榮譽的事件發生，每週公

開檢討，務求切實做到。
358 

 

甚至在五年後退任之前，向董事會的校務報告中，他再度提起這項在他手

中推動的工作，359可見這項政策的推行正代表吳舜文擔任校長的五年中的指標

性學生人格教育政策，但是新埔工專榮譽制度的推動，唯一的具體作法是新生

入學宣示，並且嘗試於考試中沒有監考人員在場，該項政策推動不易，也沒有

具體的指標以供檢驗成效，並沒有達到顯著效果，在實施半學期以後，吳舜文

校長在週會上檢討說明 : 

 

    繼續貫徹榮譽制度: 名譽是第二生命，本校從上學期起實施榮譽制度，

一個學期以來，成效尚不夠顯著，希望本學期繼續努力，加強實施。
360 

 

                                                 
357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開學典禮 :五十八年第一學期開學典禮致詞〉，頁 23。:「榮

譽制度的推行，重在持久貫徹，不容稍有懈怠，希望各位同學大家信守自己的誓言，愛國愛

校，奮發向上，自治自強，爭取榮譽，絕對做到屏除陋習，不說謊，不欺騙，避免不榮譽事

件發生，從日常生活上奠定良好的習慣，高班學長要以身作則，提攜照顧低班學弟，大家力

爭上游，發揚優良校風」。〈五十九年第一學期開學典禮致詞〉，頁 52。:「繼續發揚榮譽團結

精神 : 榮譽制度的推行是本校的一大特點，現在本校學生人數增至千人以上，更需要加強團

結合作，發揚榮譽精神。」。  
358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校慶: 五十九年第三屆校慶〉，頁 37。 
359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六十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報告〉(1972 年 2 月 3 日)。會

中表達: 「一本兩校(聖約翰與聖瑪利亞)傳統精神，推行約大「榮譽制度」」。 
360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五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國父紀念週會致辭〉，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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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行一年半以後也表達了「本校推行榮譽制度成校尚不夠顯著⋯」，361第

四屆學生入學後，就不再提及，該項政策施行成效不如預期，在學生當中並沒

有引起共鳴，在推行不久以後便無疾而終，首屆校友陸嘯程與呂允仁均表示: 

 

大部分學生對該項措施的記憶並不深刻，只在集會場合中聽見校長陳述理

念，但是沒有具體做法，因此對於當時的在校生活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362 

 

    5.1.5  小結 

 

    從以上幾項學校的政策，可以了解，校方意圖透過全員住校使學生全時

間身處校方為學生所營造的環境中，並且由軍事化的管理建立規律的生活，藉

由導師的關懷影響學生的人格發展，並透過榮譽制度的實施，塑造有榮譽感與

責任心的學生，然而全員住校的政策，雖有吳舜文善意的堅持，但是宿舍的增

加依靠的是銀行與教會的貸款(有關向教會借貸一事將於第六章第二節詳

述)，歸還貸款又必須藉著增加學費收入才能增加收入，於是招生人數的增加

就是解決之道，這就引起了學生人數增加卻又無法提供足夠的宿舍的循環效

果，學生的人數在五年以後繼續增加，已經超過學校的宿舍床位所能負荷，到

了一九七四年(創校八年後)，學生達到 1734 人，363四、五年級學生必須部份通

學，一九八七年更超過 4000 人，364校內宿舍已經無法滿足全校學生的需求，這

明顯與增加學費收入以還款給銀行與教會的貸款有關，365學校迫於經濟需要而

犧牲全體住校的政策，學生人數的擴充不僅導致學生不再全部住宿，也將使得

師生互動減少，人格養成更形困難，相形於上海聖約翰的住校政策，新埔的住

                                                 
361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五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學典禮致詞」，頁 53。  
362  陳玉海，陸嘯程先生訪談紀錄。(2006 年 3 月，台北)；陳玉海，呂允仁先生訪談紀錄。

(2006 年 3 月，台北) 
363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六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校務報告〉(1974 年 4 月 6 日)。

由校長龐德明報告。  
364 《聖約翰科大註冊組資料檔案》，〈新埔工專前 20 年歷年各科班數及人數〉。 
365 《台灣聖公會檔案，教區研究發展委員會教育小組會議紀錄》(1971 年 3 月 16 日)。吳舜

文表示:「向教區所借款要等五年後才能逐漸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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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政策缺乏首尾一貫的宗教理性的堅持，台灣聖公會並沒有深入思索這項政策

的價值，反而讓吳舜文力抗其他董事來堅持住校政策的落實，然而，這項政策

若沒有由辦校宗旨出發的教育策略的實際措施、有效且持續的資金來源規劃、

師生比例的限制等等的選擇，若是沒有上述的努力與先見，要抵擋來自經濟理

性的壓力，實是以卵擊石之舉。  

    學生的全員住校需要配合以有效的管理，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二十四

小時的校園、宿舍生活，需要足夠的人力來執行校方培育青年的目標，這原本

是校方可以透過專業輔導人員進駐宿舍，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的有利方式，然

而戒嚴時期全民生活軍事化，軍訓教官進駐校園的政策並非任何學校可以改

變，雖然教官花費非常長的時間管理學生，也節省了校方人事費用，透過訓誡

的方式較容易取得個人生活的馴化與團體紀律的成效，然而軍訓教育所強調的

規律與愛國思想，與教會辦校的精神卻非全然一致，因為軍訓教官除了在校實

施國防教育，推動全民動員作戰之準備以外，也兼負(國民黨)黨員吸收、思想

監控、學運掌握等任務，366是威權統治的衍生物，軍訓教官與學生的接觸比起

校內任何行政職員的時間都要來得長且深入，是實際影響學生最深的人物，政

治理性透過軍事管理規訓個人，使學生壓縮內在自由以符合要求的行為改變方

式，與由宗教理念出發，透過個人的接觸與生活管理來影響學生，擴展學生的

自由意志將價值觀內化為性格的一部分的方式大相逕庭，台灣的政治環境和國

家對於教育的管控的深度與強度，並非是長時間身處海外的王長齡和龐德明所

能體會，這是由於王長齡與龐德明兩位主教在求學時間完成後，均在海外(含

尚處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工作服務，並沒有在中國人領政的地區居住與服

務，王長齡去世前一個月的一九七○年三月，還特地向陳金地校牧詢問有關政

府對學校內的宗教活動的法令內容，可見他對台灣法令對宗教教育的限制是到

了去世前才有真實的感受，而龐德明對於校內的軍事管理多有難以理解之處，

對於台灣的政治文化與官場文化也並不適應，367這所教會學校面對強大的政治

                                                 
366 李宗藩，2002:8~9。 
367 謝博文牧師於訪談中表示：「龐德明主教對於校內的軍事管理多有難以理解之處，對於台

灣的政治文化與官場文化並不適應。」。陳玉海，謝博文牧師口述訪談記錄 (2006 年 4 月，越

洋電話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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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力量，只有遵循其法令，成為其宣揚政治理念的工具，並如韋伯所言:「為

其正當性提供宗教的基礎」，368否則將難以生存。 

    營造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對於人格的塑造是教會學校的典型作法，這也

是基於透過宗教力量影響人格的有效作法，校園中的食衣住行都是施展個人恩

寵與宗教影響力時機，校方若要提供足夠的導師人選，校園中需要能提供教師

住家生活環境，以吸引老師願意住在校園，也需要傳遞激發老師作育學子的動

機，擔負扮演＂褓姆＂角色，當然也必須確保老師的人格操守能夠承擔影響學

生的重責，甚至校方必須提供教師經驗分享與解決問題的教師支持團體，換言

之，強烈的＂教育使命感＂是能產生導師人選的重要原因，這些因素在導師沒

有宗教動機的前提下能否理解＂愛＂的定義，並產生相應的委身

(commitment)，也難以評估。 

吳舜文深知其中個人人格影響力的作法，第一屆畢業生在吳舜文親身的調

教下，與吳舜文建立亦師亦母的關係，學生畢業以後甚至還親身前往祝賀，在

她九十歲時(二○○二年)，全體學生宴請吳舜文，並將吳舜文五年擔任校長期

間的重要講詞與談話收錄成《吳校長舜文  九秩大壽紀念集》一書，吳舜文個

人在任五年校長均未受薪，369也展現他奉獻母校的心志，但基於政府法令，他

也無法有意圖的宣揚基督教信仰，因此學生與他建立的關係也並未擴展到宗教

信仰，仍處於個人恩寵的施予，對學生而言，所得到的人格影響並非是由一個”

因著基督信仰而發揮愛心的人”所傳遞出來，而是基於他個人的人格特質與對

教育的信念所產生，吳舜文在學生心中的形象是有愛心的校務行政主管而不是

基督信仰的宣揚者與實踐者。
370 

    榮譽制度是一種透過啟發學生自覺的系統，371執行榮譽制度上百年的美國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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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曾擔任會計主任的陳金地牧師於訪談中表示：「吳舜文五年校長均屬義務性質，沒有支

薪，反而為學校捐款與贈送器材。」。陳玉海，陳金地牧師口述訪談紀錄(2008 年 1 月，台中) 
370 這也可以由第一屆校友所編著的《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一書中看出，全書中校友對

吳校長的表揚無一處提及他的言行是基於基督信仰而發。  
371 廖從雲，1970:2。「榮譽制度係依於自由平等精神，並以指導代監督，以信任代管制之教

育方法，俾使學生發揮高度之自治、求真、崇實、力行與向上精神，而獲致學業與品德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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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點軍校不僅設有榮譽委員會以執行該制度，並由「軍隊倫理中心」執行該項

計畫，372在新生入學時即宣示：「學生將不說謊、不欺騙、不偷竊，也不姑息

那些這樣做的人」，373要執行該項政策，除了宣導，還需要了解學生的需要、

徵詢師生的意見(如同上海聖約翰就先以學生的廣泛同意為基礎)、組織榮譽委

員會、勵行小組互助等，374如此該政策才能讓學生成為自我的監督者，鼓起自

我的價值感，與對未來的企圖心，讓學生個人擁有一種高尚且引以為傲的氣

質，在一群具有盟約關係的同儕中彼此激勵，相互砥礪，並且外顯於行為舉止，

積極而言以爭取獎項與卓越的表現來肯定與加強自身的榮譽感，消極而言可以

互相監督提醒，避免個人道德上的缺失，以致違背曾經宣示的內在誓言，若要

但是該項政策的評量方式本身就不易量化評估，單從學生違規的嚴重性與頻率

來衡量，容易形成以外顯行為論斷主觀動機的謬誤，但若單純向學生陳述高尚

理念，或只是柔性勸導，又顯得官樣文章，沒有規範效果，況且這項政策最需

要的就是人格的相互影響，因為個人的價值感並非透過授課來提昇，也不是藉

由監窺式的外力來達成，而需要藉由＂重要他者＂的啟發，375引發學生個人的

自覺，看重且肯定自身的價值，產生自我這往往需要人格導師的人物來從旁關

懷協助與行為指引，才能達到效果，然而如前所述，新埔的軍事管理嚴格徹底，

導師人數與投入狀況不足，在這樣的校園氣氛與教師素質的現實處境下，間接

造成榮譽制度的胎死腹中。 

    新埔的創建是在台灣聖公會領銜，向全世界校友籌募經費下主導開辦

的，對於台灣聖公會而言，回應校友的呼應，承擔起創辦的重任，是讓該校成

為教會宣教的一個場域，王長齡更期盼讓這所學校成為在台灣聖公會「宣教、

教育、醫療」三大宣教方針裡的一環，換言之，教育並不單單只是＂目的＂，

教育還是宣教的手段，然而新埔工專所存在的特殊背景，上述住校政策、導師

                                                                                                                                                   
進，實現現代教育最高之目標」。  
372 美國西點軍校網站，http://www.usma.edu/cadets.asp。  
373 該校入門的石碑即刻著 :「A Cadet will not lie、cheat、steal or tolerate those who do」，這
項制度成為該校的精神傳統，http://www.usma.edu/Cpme/home.htm。  
374 廖從雲，1970:156~161。 
375 導師的角色在榮譽制度中為關鍵人物，甚至需要「減少導師的教課時數⋯，使之有充分

時間與導生接觸⋯。」。(廖從雲，197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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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榮譽制度與軍訓教育等等人格教育中，能被貫徹執行的政策惟有軍事管

理一項，宗教理性被政治、經濟理性所掩蓋，讓該校無法成為教會得以透過校

務管理全面性的養成學生人格的所在。 

吳舜文五年後離開校長一職，他個人對學生的影響力也隨之遠去，新埔學

生的人格教育並非由教會直接介入掌握，有關人格教育的行政措施中並沒有出

於宗教人物的人文關懷和影響力，吳舜文所闡釋的辦校宗旨，即基於上海聖約

翰辦校後期的基調，認為「教育是目的本身」，吳舜文努力找回教會學校的人

格教育的影響力，但是在政治、經濟理性的干擾下，除卻了以宗教為出發的生

命關懷，以及從而發展出來的宗教理念的宣達、宗教人物的參與、有效的經費

支助，以及政策的執行等一以貫之的具體作為，人格教育的養成便難以落實，

甚至校友期盼養成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學生＂的這項傳統也無法在校園中以

行政措施持續進行，新埔工專除了有教會辦校的歷史淵源，在校務與學生生活

的管理上，與一所全然的世俗學院相去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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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濟理性主導下的教學特色 

 

    在強調工業技術的學校中，教學的內容決定學校的教學品質與教學成

效，直接的影響學校的生存，技術性的課程在倫理價值上比較中立，不會受到

政治環境與個人信仰的影響，工業技術依循的是經濟法則，一九六四至一九七

三年，台灣的經濟成長率每年都在 10%上下，376這十年間，政府的經濟政策採

取自由開放、降低關稅、放寬進口、鼓勵出口、電器、紡織、塑膠等輕工業快

速成長，台灣逐漸由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新埔的開辦正逢台灣社會對工業

人才的迫切需求，因此開課內容也是基於經濟理性的需要。  

 

    5.2.1 師資與學生入學  

 

新埔工專是所強調工業技術的學校，因此聘任足夠的專業師資便是首要任

務，校方非常重視師資的優劣，因為這將直接影響教學的品質，在第一屆的師

資中，四十二位教員中就有九人由台北工專師資轉任，其他大學如台灣大學、

清華大學、東吳大學、淡江大學、中原大學等大學共八人，這些師資負責工程

專業的講授，另有四位外籍人士負責英語教學，377這些師資部分由擁有企業與

擔任過東吳大學老師的吳舜文本人邀請，也有從聖公會人士所通曉的管道而

來。378校方也重視學生的入學分數，並希望吸收到成績優異的學生，校方對學

生素質的要求也在新生招生入學的分數也看出，每年入學新生必須達到各科的

預先標準，否則寧缺勿濫，第一年由於是單獨招生，最高 396 分，最低 260

分，在北區各校中排名即為工專第三名(前有台北工專與明志工專)，到了第二

年加入北區聯合招生，校方限定低標為 300 分，結果原本預計招生 300 人，但

                                                 
376 這十年的平均經濟成長率為 11.32%，1974、1975 年因石油危機驟降 1.16%、4.93%，但
隨即十年平均亦為 8.95%。資料來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592314203171.XLS。  
377《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年第二學期教員名冊〉。  
378《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會議〉(1967 年 8~11 月)。「師

資延聘: 本校現有教師，均由聖公會不惜重資，禮聘國內外各大專院校素質優秀者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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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185 人符合標準，校方就不再收取低於預定的 300 分以下的學生，這個堅

持，讓往後新埔工專的招生排行一直維持在第三名，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學生課

業成績比起一般學校六十及格更為嚴格，標準訂在七十分，新埔工專成立之

初，雖未比照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標準執行，但也透過教務系統訂下較為嚴格的

給分標準，379同時入學以後也以高淘汰率來保持學生的成績水準，在第五年吳

舜文對董事會的報告中特別指出為維持學生品質的淘汰率，以六十學年度為

例，淘汰率為 1.74%(即每學期每班約有一人因學業成績遭退學)，380筆者於一

九八四年就讀該校電子科時全班 50 人，五年後畢業時，原班級同學有 20 人因

學業或操行等因素離校，原班級同學只有 20 名能準時畢業(另約有 10 人因為

無法準時修完學分而必需留校繼續修業)，早期校友笑稱「新埔工專」為「辛

苦工專」，課業上的嚴格要求可見一斑，然而這所工專雖由教會所創辦，在課

程當中因囿於政府的法令與職業教育的傾向，乃以技術導向的課程與工廠實習

為主，除了教育部規定的軍訓課程與體育課程之外，381並沒有宗教相關課程，

382第四年陳金地牧師到任，校方乃應教會建議開設每週二小時的「人生哲學」

選修課程，並由陳金地牧師授課，讓四年級以上學生自由選讀，並無法全面的

影響學生的人格發展。 

 

    5.2.2 英文教學  

 

    上海聖約翰的英文教學是一大特色，創校之初，新埔工專即招募英文教

師，第一屆的英文老師中，就有四人是外籍人士，英文課程均由英美人士來教

授，同時在課程的安排上增加比教育部規定的時數還多的英文課程，383開學一

                                                 
379《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會議〉(1967 年 8~11 月)。「嚴

格處理成績: 本校對學生成績之處理，公平公正，要求較高，絕對依既定規章，嚴格執行，

毫無徇情通融餘地。」。 
380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教育部督學定期視導簡報資料〉(1972 年 5 月)。  
381 《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年鑒》，〈第八篇  專科教育〉，頁 6。 :「軍訓課程為一到四年級每

星期二小時必修，體育課程每年級每星期二小時必修。」。  
382 《聖約翰科大課務組資料檔案》，由前五年學生的畢業成績單看出，所有修畢課程中唯一

與宗教有關的是部分學生曾選讀陳金地牧師的人生哲學(二學分)。  
383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報告〉(1969 年 1 月)。:「教



第五章 聖約翰科大的學生管理與教學  127 

 

年之後，行政大樓聖公樓也已經落成，這是一棟三層的建築，在第二層建立語

言中心，並且「購置英語電化教學設備，建立語言中心，以加強英語語言教學」

384，為了讓學生獲得視聽設備，吳舜文且墊款購置新型設備，藉由該項設備，

加強語言能力，385重視英語教學遂成為一項持續進行的教學特色，首屆學生的

五年學習中，英文課程均為必修課程，386七年後，接任王長齡的龐德明主教(也

是校長)在校務會議中說明，語言中心施教情形:  

 

全校各年級學生，每週均在本中心英文練習課一小時，對培養學生聽，說

英語能力，頗具成效，本學期本中心每天平均上課七節，對教室及設備運用功

能之發揮，已達飽和。
387 

 

可見這是一項校方刻意持續推動的教學特色，這項措施在學生身上也得到

成效，第一屆畢業生呂允仁在訪談中表示: 

 

當時的英文課程都是由外國人來上課，教學內容並不艱澀，大都是普通的

會話交談，反正就是隨便聊，讓自己處在英文的環境中，但是這種潛移默化的

效果非常驚人，我在退伍後去考托福，別人都去補習上課，我就下班閒暇之餘

自己買書來讀，考出來才發現，成績比一般人高，原來自己的英文那麼好!。388 

 

    新埔工專欲恢弘英文教學的這項特色，單純是複製上海聖約翰的經驗，

雖然英文教育是間接造成上海聖約翰遠離宣教初衷的原因之一，英文能力帶給

                                                                                                                                                   
務概況: 本校採學年學分制，所有各科課程科目，悉遵部頒標準，惟加強工具學科之傳授，

對英文，數學，每週增加一小時，並為切合當前需要，加開選修課。」。  
384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報告〉(1969 年 10 月)。  
385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五十九年度第一學期開學典禮致詞〉，頁 53。「英語語言中
心所需的有關設備，經與聯合國文教視聽專家研究，採購需約一萬美金的新型設備，因學校

尚無現款，現正先由本人墊款購置中，不日即可到校。」。  
386 由於該校課程規劃等歷史資料均未保存，早年的課程規劃乃由有保留的學生成績單來了

解。  
387《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六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校務報告〉(1974 年 4 月 6 日)。  
388 陳玉海，呂允仁先生口述訪談紀錄(2006 年 3 月，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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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求職與求學的幫助在台灣仍然適用，在這所以科技而非人文導向的學院

裡，強調英文能力仍是一項特色，由於外籍宣教士在校園中與學生一同生活，

所營造的英文環境是相對有效的，然而到了台灣，英文老師尋找不易，校園的

英文環境更是難以營造，校方增加英文課程的比例與添購視聽器材讓學生有多

一些接觸英文的機會，台灣聖公會更特別聘任外籍人士擔任校牧，但全校專任

的外籍人士也只有艾大維校牧一人，學校到了第三年，艾大維的離校加上外籍

人士難以聘任，無法繼續英文課程全由外籍人士授課的政策，必須輔以本地老

師授課，五年以後，學校的英文課程大都以本國人教授居多，除了有較多英文

課程可供選讀，已經與一般學校無異。  

 

    5.2.3 建教合作  

 

    創校之初，建教合作本為吸引學生入學的一大特點，同時也是日後學生

生活的一部分，開學後第一次吳舜文給董事會的校務報告中，就提及: 

 

建教合作: 已與裕隆，台元，及中國鑄管等公司，與沈祖海建築師事務所

訂立建教合作契約，本校學生除能得上述各公司之技術指導與實習機會外，將

來畢業後，更可得各該公司優先錄用之機會。
389 

 

建教合作的契約中明訂企業「提供實習廠所以供學生實習與技術指導」，

企業也可以「因實際需要要求學校開設相關課程」，「畢業學生並享有企業的優

先錄用權」，390這項計畫也持續的推動著，一年半以後的校務報告中說明該校

的未來展望即為: 

 

擴大建教合作 : 本校除了現已與裕隆、台元、中國鑄管三公司暨沈祖海

                                                 
389《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會議〉(1967 年  8~11 月)。  
390《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新埔工專與台元紡織建教合作契約書〉(1966 年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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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等訂有合作契約，學生實習及畢業後之出路均已無虞，今後更擬向海外

各大廠推廣合作關係。391 

 

同時學校也嘗試增加許多訂立建教合作計畫的機會，分別與電子公司建立

建教合作計畫，並透過建教合作來規劃校內課程，392創校後第三年，學校已經

有了二、三年級學生時，即派出參加暑期工讀，393這項建教合作的措施持續的

推動，七年後龐德明主教(校長)也在校務報告中說明: 

 

國內廠商譬如在淡水設立分廠之東元電機，已允本校學生晚間至該廠實習

即擔任小零件加工，又設於關渡之種德玻璃廠，亦已邀請本校學生利用晚間課

餘至該廠參加建教合作，已有三十九位同學赴該廠擔任品管工作。394 

 

    由此可見，建教合作不僅是一項特色，也是可以持續吸引學生的必要措

施，大部分學生家長也是確信畢業生的就業上的優勢才讓子弟選擇該校就讀，

創校後三年，因為王長齡主教於四月過世，吳舜文表達倦勤之意，在六月學期

結束的休業典禮中向學生辭行，表示辭去校長職務，學生家長知道後，召開家

長委員會議，由學生家長會主任委員孫中岳宴請全體董事，並致函董事會表達

強力慰留吳校長之意，即表達出深怕由於吳舜文離職，待子弟畢業後，這項建

教關係也會消失，在慰留信件中力陳吳校長應留任的理由: 

 

                                                 
391《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期終會議〉(1967 年  8~11 月)。  
392《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報告〉(1969 年 1 月)。:「電

子工程方面，已與來台投資之美國各大電子工廠，訂立建教合作計畫，經常舉行建教合作顧

問委員會，討論課程及設備問題，各合作廠家，計有飛歌公司，通用電子，精密公司，艾德

蒙公司，美國無線電公司，飛利浦公司等七家，本年電子實習工廠設備，蒙各廠家補助新台

幣四萬餘元。」。  
393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報告〉(1969 年 10 月)。「本

年暑假期中，本校二，三年級學生，均分別參加裕隆汽車工廠，台元，中本，復興紡織工廠，

士林電機工廠，中國農業機械工廠，與華孚，三富公司，台灣電子公司等，暑假實習或工讀，

及救國團所舉辦之各項育樂活動，均能自治自愛，爭取校譽，一般表現良好。」  
394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六十一學年度第二學期校務報告〉(1973 年 3 月 27 日)。

由龐德明校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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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埔工專係聖公會及聖約翰大學與聖瑪利亞女校兩校友會群策群力所創

辦，當初即以「建教合作」為號召，除校內設有實習工廠外，並有台元紡織廠，

中國鑄管廠，裕隆汽車製造廠及沈祖海建築師事務所為實習場所，故吾人子弟

乃以該校為選擇報考之目標，三年以還，該校一切突飛猛進，教育當局既予嘉

評，社會人士亦予讚揚，正慶幸間，忽傳 吳校長有倦勤意，⋯於是本會常務

委員會集會商討，咸認 吳校長之留去，關係新埔工專之良莠，遂經一致決議，

除向董事會建議設法挽留，及函請 吳校長打消辭意外，並向教育部陳情。395 

 

這項建教關係對於新埔畢業生有就業保障的效果，同時對企業人才的招募

也是一項穩定且可靠的來源，據新埔工專的技術合作處劉士娟小姐表示，新埔

前五屆的畢業生(尤其是畢業成績優良者)，每屆至少都有約五到十人到裕隆汽

車、台元紡織、沈祖海建築師事務所等上海聖約翰校友的公司去工作，這些早

期前往校友公司的畢業生也持續招攬後期的畢業生前往服務。396 

    建教合作是專科學校吸引學生的必要措施，早於籌辦學校之初，辦校方

向由中學轉向專科學校時，校友應該就已經表達支持的意願，建教合作讓學生

對畢業後的就業機會產生信心，這項措施也決定了新埔與校友更為緊密的聯

結，由於新埔在前五年已經建立了聲譽，學生素質保持在北區五專聯招前三

名，畢業生的品質與表現已經在就業市場上建立了聲譽，以至於讓往後的招生

工作無慮，對於建教合作以吸引學生的依賴也大為減低，五年後吳舜文卸任校

長，與裕隆汽車、台元紡織、沈祖海建築師事務所的建教合作關係也慢慢被其

他企業所取代，創校八年後學校成立專職的實習就業輔導室，負責廣泛的建教

合作與畢業後的就業就學輔導。397 

                                                 
395《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學生家長會主任委員 孫中岳致函新埔董事會〉(1970 年

7 月)。該函主要是向教育部陳情慰留吳舜文校長。  
396 該校技術合作處劉士娟小姐於訪談中表示: 「第一屆畢業生顏雪彗一畢業即被吳舜文的

企業台元紡織延攬，並一直在公司中服務，目前擔任稽核處處長，現任聖約翰科大校友會會

長崔俊人也是一畢業就被延攬至沈祖海建築師事務所工作，早期畢業生在該企業中成為主管

所信任的對象，也成為企業的中堅份子，這些早期前往校友公司的畢業生也持續招攬後期的

畢業生前往服務。」。陳玉海，劉士娟小姐訪談紀錄 (2006 年 3 月，台北 ) 
397 《新埔二十年》，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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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小結  

 

    英文教育的強調是恢復上海聖約翰優良傳統的一部分，語言本是溝通技

能，只要能營造英語環境，聘任足夠的英語師資，並配合英文課程的加強也就

應能提升學生的英文能力，然而上海聖約翰因為是由美國聖公會所辦理，在一

九二八年成立學校的董事會以前，學校直屬於美國聖公會佈道會，398聖約翰的

英語教育有長期駐校的西方宣教士與外籍教師，已經為學校奠定了西語的基

礎，成立校董會以後，仍沒有改變這項落實已久的教學政策，但是新埔工專缺

乏了＂外國宣教士＂長期駐校的優勢，因為這個學校是由台灣聖公會與兩校校

友共同創辦的學校，再加上對於讓外國人擔任董事的限制仍沒有改變，399在校

園中的外國人只會是少數，缺乏了以英文溝通的環境，要提升英文教學的品質

實難以僅靠幾個兼課的外籍老師來達成，王長齡派任艾大維牧師駐校應是欲複

製上海聖約翰大學透過英文環境的營造，以提升學生的英文能力的作法，但這

個”環境”若僅有尚在學習中文的艾大維夫婦，實在不能造成全面性的影響。  

    前五年的建教合作繫於學校與校友所擁有的企業的合作關係，建教合作

是對入學學生的保證，也關係到招生的意願，是項關係到學校生存命脈的措

施，因此必須長期經營且擴大建教合作的對象，由於上海聖約翰以文法科系見

長，
400校友來台後能從事工業且擁有工廠的人不多，吳舜文擁有的企業佔有最

重要的角色，吳舜文等人的企業對前幾期畢業生的保障為新埔建立起良好的聲

譽，也讓後續畢業生較容易被其他企業所延攬，不僅如此，畢業生投入校友企

業也是校友透過新埔再生產的過程，前幾期的新埔畢業生在多年企業界歷練

後，目前已有數位擔任現在台灣聖約翰科技大學的董事。401  

                                                 
398 《聖約翰大學史》，頁 32。  
399 《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年鑒》，〈第二編教育行政〉，頁 144。私立學校法第十五條 :「…外
國人充任董事，其人數不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並不得充任董事長。」。  
400 1952 年聖約翰被撤銷的時候，聖約翰十四個科系中，文學院有八個科系，理學院有四個

科系，工學院只有土木系與建築系，且理、工學院等科系是在 1920 年以後才陸續開系。《聖

約翰大學史》，頁 128、146。  
401 目前(2008 年 6 月)由「新埔工專」校友擔任該校董事者有顏雪彗(首屆工管系)、葉再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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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課程讓教會的人力無法有較多的投入，新埔的專業教學內容也不易

涉及人文或宗教相關領域，人文領域雖不一定就是宣教的場域，但是人文領域

較易讓具有基督徒身分的教師透過教授課程來與學生接觸，技術專業的課程也

難以讓學生接觸人文思想，更遑論宗教信仰，該校的教學課程讓宣教找不到著

力點，教會藉由辦校以接觸學子、宣揚教義的意圖只有藉由少數在校基督徒來

達成。  

                                                                                                                                                   
十屆機械科)、白文仁(第七屆紡織系)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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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受限制的校園宗教生活 

 

    台灣聖公會在校園中的宣教工作主要依靠校牧與基督徒教職員的參與，

教育部限制宗教活動不得進入校園的法令，402加上教會人員進駐校園的人數不

多，使得學生日常生活的管理與課程內容均與一般學校所差無幾，前五年的校

牧人員，校園福音宣教與學生牧養的工作都不是＂主業＂，學校組織中亦無＂

校牧室＂的編制，首任校牧艾大維，擔任會計主任、總務主任、校牧與英文教

師的工作，也協助士林牧愛堂的英文會眾的牧養，艾大維牧師在校期間，主要

還是在處理學校財務與總務的工作，參與學校的會議都以會計主任(兼總務主

任)頭銜參加，二年後接任的陳金地牧師亦以會計主任頭銜參加各項會議，前

五年的校務會議中從未討論過宗教事務，403在學生集會的場合，吳舜文校長均

以行政職位而非校牧頭銜向學生介紹擔任＂校牧＂的艾大維牧師與繼任的陳

金地牧師，404在這樣薄弱的宗教氣氛中，校園宣教工作也大受限制。 

 

5.3.1 艾大維的校園宗教工作 

 

    艾大維牧師由於中文不流利，學生的英文程度也只有學習過初中的三年

英文課程，因此無法與學生建立深入關係，與學生的接觸主要落在幾位基督徒

                                                 
402 《第一次中國教育年鑑》，〈中央教育法規〉，《私立學校規程》，頁 65。民國十八年公佈私

立學校規程，第八條:「私立學校不得以宗教科目為必修科，及在課內作宗教宣傳，宗教團

體設立之學校內若有宗教儀式，不得強迫或勸誘學生參加，在小學及同等學校並不得舉行宗

教儀式。」。  
403 校務會議中未曾討論宗教事務，但五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的校務會議中，將班級名稱 A、
B、C 的排列方式，改為以”信” 為首的信，忠，孝，仁，愛的順序(如電機 A 班改為電機信
班)，以突顯教會學校重視信仰的排列，此一討論事項或可稱為廣義的宗教事務，這種班及

名稱排列方式一直到 2007 年五專生全部由校園中畢業為止均延用，目前的四技生以真、善、

美，二技生為德、智為排列。《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五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期終

會議〉(1968 年  1 月)。  
404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五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學典禮致詞〉: 「行政人員: ⋯會

計室現由陳金地先生擔任。」。〈五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新生入學訓練開訓典禮致詞〉: 「介

紹師長:⋯會計主任陳金地先生。〈六十學年度第一學期新生入學訓練開訓典禮致詞〉:「介紹

師長:⋯會計主任陳金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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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身上，如醫務室護理人員金品桂珍(金媽媽，聖公會會友)、體育老師彭

開佐(天主教會友)、會計室出納組員閔佈容(聖公會聖約翰堂會友)等人，他們

是直接與學生接觸的基督徒，金品桂珍女士在一九七六年回憶新埔第一年的情

形說 : 

 

校牧是艾大維會長，他很忙，身兼數職，總務主任、會計主任又兼英文老

師，又做中文學生⋯艾牧師因為國語尚不流利，不講道，每次都是聖餐禮拜，

又因他對公禱文也不熟悉，所以每篇禱文均由我們大家一同唸。
405 

 

校內的宗教活動均屬自願參加的性質，聚會地點在教室或是艾牧師家中進

行，學生團契的活動在課堂外的社團活動時間進行，日常有「團契聚會、早晚

禱告、查經班，特殊節日有佈道會、聖誕節相關活動、醫院探訪等等」，406唯

這些活動都不是以學校活動之名所呈現，而是私下的聚會。 

    經過艾大維牧師二年任內的學生牧養，建立起學生團契，407學期間所招聚

的團契學生，在寒暑假會鼓勵參加聖公會青年活動，讓青年接觸聖公會其他牧

師與其他堂會的青年人，以便連結新埔學生與聖公會的關係，艾大維在身兼數

職的壓力下造成家庭生活的不良影響，且妻子麥裴蓀來台後不久即罹患肝病，

408二年後因治療肝病等健康因素先於艾牧師半年返美養病，409艾大維牧師則於

一九六九年五月離開牧職返美，離職前一個月，有八名學生在他見證下受洗入

教(由陳大同牧師施行洗禮)，410艾大維回到美國後在學校從事專職教學的工

                                                 
405 《台灣聖公會通訊》，未編卷期，〈金品桂珍回憶新埔十年〉（1976 年 2 月）。頁 8。  
406 《台灣聖公會通訊》，未編卷期，〈金品桂珍回憶新埔十年〉（1976 年 2 月）。頁 8。  
407 艾大維牧師在校工作所留資料甚少，但由刊登在「聖公會通訊」中的學生活動心得得知， 
408 《台灣聖公會通訊》，未編卷期，（1967 年 1 月）。頁 2。「…艾夫人現在罹患肝病初癒，

仍在醫院休養中。」  
409 艾師母早於艾大維牧師半年回到美國休養一事，乃由艾牧師之中文老師方斌先生(隨艾牧
師至新埔任教，於 2005 年自董事會秘書一職退休)於訪談中確認。陳玉海，方斌先生訪談記
錄(2006 年 3 月，台北)。  
410 《聖約翰科大校牧室資料檔案》，〈降臨堂受洗名冊〉，該次洗禮由陳大同牧師施洗，並隨

即由王長齡主教施與堅振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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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從此離開牧職，411而接續的校園的傳道工作則由台灣聖公會指派到校的張

明得小姐暫時接替，直至八月由王長齡主教派任陳金地牧師，到校擔任會計主

任與校牧的工作。 

 

    5.3.2 陳金地的校園宗教工作 

 

    陳金地牧師到校後，選定原圖書館日式房屋作為禮拜與團契活動之場

所，
412暫時取名為新埔禮拜堂，由於創校籌備期間，學校各種財務、總務等事

項都在台灣聖公會主教辦公室(友誼之家三樓)進行，在學校未成立及學校成立

後之初期，由教會代學校購買設備及家具，413學校各項建築、人事、器材等費

用亦均由教會管理，教職員的薪資亦由教會財務直接發給薪水，414並由尚在台

南神學院就讀的陳金地牧師負責新埔帳務資料，台灣聖公會負責籌措每年經常

收支全數差額之補助金，校內各項收入支出均由艾大維牧師與接任的陳金地牧

師負責，415陳金地到任後，積極建立校內財務會計系統，使之獨立於教會之外，

416而校園的宣教工作仍然延續艾大維牧師的模式，在＂公餘＂時間進行，因此

                                                 
411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十屆年會紀錄》，頁 31。王長齡曾於 1969 年底趁赴美開會

期間前往探視艾大維牧師，並於聖公會第十屆年議會時於致詞時向台灣教友說明艾牧師的近

況 :「我們不禁對艾大維會長夫婦，因艾夫人患病不得已離台返美，深以為憾，…去年我趁

赴美出席特別總議會之便，幸得機會到特拉瓦州之威爾明敦，到他們租賃樹木優雅的住屋中

同度兩日，艾會長在一所私立學校教書，艾夫人在杜邦公司實驗室裡工作，他現在身體很好，

唯他們兩都得辛勤的工作，去償還因艾夫人患病而欠的一筆大債…」。  
412 陳金地牧師於訪談中說明 :「該日式建築，為台北教區辦公室原地的日式建築，由於該地

興建新大樓「友誼之家」，遂將建築物拆除後原屋還原重組至新埔校園內，地點在教堂預定

地後方」。該建築於第十屆年議會確定名稱為”降臨堂”，在降臨堂新堂興建後，團契學生暱

稱該地為”老地方”。陳玉海，陳金地牧師口述訪談紀錄(2008 年 1 月，台中)。  
413《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勤業會計師事務所財務報告〉(1971 月 5 月 29 日)。:「固
定資產方面，在學校未成立及學校成立後之初期，由聖公會代學校購買之設備及家具」。  
414 陳金地牧師於訪談中表示：「新埔教職員的薪資至少有十年的時間是由台灣聖公會所匯

出，直到新埔財務穩定，並建立了校內的會計系統才交由學校辦理。」。陳玉海，陳金地牧

師口述訪談紀錄(2008 年 1 月，台中)。  
415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勤業會計師事務所財務報告〉(1969 月 2 月 2 日)。  
416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勤業會計師事務所財務報告〉(1971 月 5 月 29 日)。 :
「貴校自陳牧師就任主辦會計以來，對於會計處理程序及內部控制制度方面，業已頗多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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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牧師大部分時間仍花費在校內會計帳務業務，到校半年以後，陳金地對於學

生宣教事工常有心有餘而力不足之嘆，並在給王長齡的工作報告中表達: 

 

僕到任六個月以來，屢因帳務繁忙，消耗大部分精力，故鮮有心情與機會

與同學接觸，並在情感上互相打成一片，尚且對於各種宗教活動節日之進行，

亦難全心妥善準備，必然有負聖工，至感愧疚。417 

 

校園福音事工推動之困難，也在於校方對「學生的日常管理嚴格，早晚自

習均嚴格執行，宗教活動時間安排受限」，
418早禱時間只能在七點早自習之前

的六點半進行，團契聚會於星期四晚上的社團活動時間進行，內容有聖餐禮

拜、教職員家中進行的聚會、唱詩、遊戲慶生、聖經研讀與辯論比賽等等，特

殊節日則有專題演講、聚餐、宗教電影放映與教職員團契聚餐等，寒暑假則舉

辦團契幹部訓練會。419 

    艾大維牧師與陳金地牧師之薪資均由教會依照聖職人員薪資給付，並未

花費學校人事費用，校方亦沒有校牧室經費編列，但是校園中的學生牧養工作

常需拜訪、探病關懷、或在牧師家中請吃飯，以凝聚學生團契向心力，為鼓勵

沒有經濟能力或家境貧困的學生，陳牧師特別建議龐德明主教，編列校牧經費

每月 800 元，並設帳戶管理提供校牧自由運用，以活絡校內福音事工，
420在這

樣的努力中，新埔前五年的校牧工作有 30 名學生領洗，43 名學生受堅振禮加

入教會，421但是學生畢業後因為住家的遠近，會轉移至聚會便利之教堂，也有

畢業後即停止教會生活，目前前五屆畢業生仍在聖公會聚會者有 4 人。422 

                                                 
417 《聖約翰科大校牧室資料檔案》，〈新埔工專禮拜堂工作報告〉(1970 年 1 月)。  
418 《聖約翰科大校牧室資料檔案》，〈新埔工專禮拜堂工作報告〉(1970 年 1 月)。  
419 《聖約翰科大校牧室資料檔案》，〈新埔降臨堂聖工計畫〉(1971 年 1 月 24 日)。該計畫書
由陳金地致龐德明主教。  
420 《聖約翰科大校牧室資料檔案》，〈新埔降臨堂聖工計畫〉(1971 年 1 月 24 日)。「僕自到
校一年半以來，常感多處需要解囊救助，多次需要表示關懷，但終因人力所限，以及每月無

一筆定額校牧經費，以支持各等聖工，而感心餘力拙。」。  
421 《聖約翰科大校牧室資料檔案》，〈降臨堂受洗名冊、堅振禮名冊〉。  
422 前五屆畢業生中仍是聖公會教友者有首屆校友黃錦隆 (聖約翰堂)、首屆校友胡保生(牧愛

堂)、第二屆校友吳朝鐘(聖保羅堂)、第四屆校友張員榮(降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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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王長齡主教於一九七○年四月過世，為了紀念這位學校的創辦人，台

灣聖公會發起由國內外聖公會教友捐款 200 餘萬元，並由沈祖海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一九七二年四月二十五日破土興建王長齡主教紀念堂(降臨堂)，同年九

月龐德明主教擔任校長，一九七三年二月十七日（王主教生日）獻堂正式啟用，

並且於該堂右側辦公室成立校牧室，訂定校牧室工作執掌內容，成為學校正式

組織，直到一九七七年，校牧室得配置宗教輔導人員一名以協助校牧推動校園

福音工作。 

 

    5.3.3  小結 

 

    早期的新埔校內事務與學生團契活動內容均刊登在該通訊中(第三年成

立降臨堂以後，校務資訊減少，刊登較多的堂務活動)，423可見台灣聖公會主

觀上仍認為該校的事務與聖公會的聯繫是緊密的，聖公會投入教育事業，本就

有著透過知性活動認識信仰的意圖，聖公會對於教育事業的友善，也讓教會能

部分滿足於單純傳遞知識，而非信仰皈依的結果，由於教會在行政與教學領域

無法施展宗教宣教時，唯一能實際滿足辦校期待的就剩下透過校牧在校園中對

教職員生的宣教工作，台灣聖公會主教派駐牧師在校園中擔任校牧，每個禮拜

日都在校園中進行崇拜，是由創校開始到目前都持續進行的，本身就有宣示的

效果，即新埔工專是台灣聖公會所關心牧養的場所，校內教職員與學生都是台

灣聖公會所關心與宣教的對象，台灣聖公會所獲得的這個宣教禾場雖能與眾多

年輕人接近，但是與一般堂會不同的是無法透過校務行政進行公開的傳教活

動，只能透過教職員私底下個人的接觸，藉由學生團契的組織，進行與一般社

                                                 
423 譬如《台灣聖公會通訊》，未編卷期，（1976 年 2 月），頁 3~4。即刊登了新埔工專的實地

照片與簡介，當年的台灣聖公會第八屆青年夏令營也於開學前的 8 月 7~12 假新埔校園舉辦，
頁 6。  
(1967 年 9 月)，頁 9，刊登新埔開學的消息。  
(1968 年 3 月)，頁 2~3，刊登新埔董事會第六次會議與校內工程及招生事宜。  
(1968 年 4 月)，台灣聖公會四月教區通訊內容則全為報導新埔的《新埔工專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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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無異的招募與活動，而且校園福音活動有著＂跨教派＂的性質，學生來到團

契接觸信仰，若無引介進入聖公會其他堂會，畢業以後並不一定就進入聖公會

成為教友，也因此新埔工專這個在聖公會所＂擁有＂的宣教機構中，地位始終

不同於一般堂會，而屬於社會服務類的教會服務部的教育工作。424 

    王長齡主教對於校牧人員在校園中的規劃，是讓教會可以實際參與校園

中的事務管理，但是由於工專的課程安排較難有教會使力的空間，學生的生活

管理又由軍訓教官所掌握，就剩下總務與財務的工作可以投入，也因此第一任

校牧艾大維在校園中是以總務主任、第二任校牧陳金地以會計主任而非校牧的

角色出現，由於聖公會教友不多，有教學行政經驗的人才更難尋得，要進入這

樣一所專科院校發揮宗教影響力實非易事，早期教會在籌辦期間仍處理學校財

務，學校的財務制度尚未建立獨立於教會之外，以致讓校牧需要負責這項業

務，但是也造成了宣教工作的分心。 

其實，校牧的＂兼職＂性質在上海聖約翰已經形成，因為校牧由校長卜舫

濟兼任，校長可以透過校務行政將宗教信念貫穿於校園之中，但不同於上海聖

約翰的，新埔工專的教學與行政系統均無法經由神職人員來傳遞與執行宗教理

念出發的具體措施，校牧人員在行政業務的負荷反而造成了宣教工作的分心，

影響了校園宣教工作的進行，創校初期，校牧可以說是單打獨鬥，可以共同合

作的對象只有校園中熱心的基督徒教職員，但是其中只有金品桂珍與閔佈容是

聖公會教友，其他的基督徒則是外教派的基督徒，艾大維牧師中文尚處學習階

段，卻又身兼數職，與新婚妻子第一批進駐校園，心理支持資源貧乏，各種壓

力造成了家庭生活的不良影響，也中斷了牧職生涯，日後返美從事教學的工

作，由於沒有校牧室的正式編制，也沒有可以讓校牧有可以直接管理的部屬可

以使用，陳金地牧師擔任校牧期間，在一九七一年十二月該堂計劃升等為傳道

區的時候，所推出的九位主教委員會委員人選中，便有二位在學學生，425可見

校內基督徒之不足，而校園的宗教工作受限於政府的法令限制，無法在校園中

                                                 
424 聖公會的教會服務部的宗旨 :「本部之工作乃在實施本教會對台灣社會所能貢獻之各種社
會服務。」《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八屆年會紀錄》，〈台灣教區執行委員會〉頁 22。  
425 《聖約翰科大校牧室資料檔案》，〈新埔降臨堂聖工計畫〉(1971 年 12 月 5 日)。陳金地呈

龐德明主教申請升等為傳道區，提名為主教委員會委員有首屆學生黃錦隆與胡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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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以課程、公開活動進行，校牧在校園中的角色也以行政人員出現，若是沒

有與校內基督徒直接接觸，多數學生感受不到該校是教會所創辦的學校。426 

    校方對於教會在校園內的宣教工作，基於法令抱持著不鼓勵也不排斥的

態度，吳舜文雖為基督徒，但也只能私底下支持宗教活動，427宗教事務與校務

分割為不同的領域，教會人士在校內的活動均以學校做為一個獨立實體為前

提，各負其責，宣教工作在＂私底下＂的工作中進行，校方只專心的處理＂校

務＂，並不過問教會的宣教事工，由於一九七三年以前王主教紀念堂尚未完

工，一般學生很難感受到宗教氣氛。 

    這所被世俗理性掌控至深的學院，對於期待他發揮宣教效能的台灣聖公

會而言，或許遠非起初所想像，辦校對台灣聖公會培育人才與吸納青年學子的

功效短時間還未見成果，然而，辦校過程中，教會卻已經因為投注資源於創辦

該校而造成內部的衝突與意見的紛歧，更甚者，在開辦後第三年便耗損了他們

的第一任華人主教。

                                                 
426 第四屆校友張員榮(也是現任校牧)於訪談中表示 :「我初到學校唸書時，完全不知道這是

一間教會學校，大部分同學們也不知道，後來因為王主教紀念堂興建，我才慢慢了解學校與

教會的淵源」。陳玉海，張員榮牧師口述訪談紀錄(2006 年 3 月，台北) 
427 《聖約翰科大校牧室資料檔案》，〈新埔降臨堂聖工計畫〉(1971 年 12 月 5 日)。降臨堂申

請為傳道區時，即邀請吳舜文擔任為降臨堂主教委員會榮譽主席，吳舜文並在新堂建成後捐

贈詩班袍與奉獻教堂內的座椅等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