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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年國共內戰告終，中國國民黨所領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撤遷台灣

(台澎金馬)，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大陸，在一九四九年十月一日宣告成立中華

人民共和國，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仍處於危機重重的環境，對外需要面

對共產黨渡海的威脅，對內也需要管理這個曾由日本殖民長達五十年

(1895~1945)，以至文化冗異的台灣社會，隔年韓戰的爆發(1950~1953)使得美

國認識到台灣戰略地位的重要性，將台灣重新納入防禦體系，派遣第七艦隊協

防台灣海峽，宣佈台海中立化，美國勢力的介入多少程度的嚇阻了中國共產黨

渡海攻台的可能，也阻礙了中華民國政府反攻大陸的企圖，至此兩岸的政治緊

張逐漸獲得緩解，台灣社會得以致力於內部整頓與經濟發展。  

基督宗教在中國大陸的教育宣教遭遇重大挫敗，但是隨著國民黨政府來台

的軍隊與百姓共近二百萬人中，亦包含了教會大學的畢業校友，韓戰結束後這

些校友們認知到短期內＂反攻大陸＂不易，便開始思考復校事宜，東吳大學於

一九五一年由在台校友籌組董事會，設立東吳補習學校，一九五四年成立東吳

大學，其辦校過程中中華衛理公會並未協助(美國衛理公會創辦蘇州東吳大

學，東吳大學校友來台後，與同樣來台的衛理公會教友聯繫，盼能得到教會的

支持，但是教會並未允諾)，184而由校友獨立辦校。天主教輔仁大學於一九五六

年經羅馬教廷授權，由中國主教團、聖言會及耶穌會共同參與復校計畫，並由

羅馬教廷與美國天主教會撥款，於一九六○年復校。185 

另外，在台創立的教會大學尚有東海大學，其因得到中國基督教大學聯合

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UBCCC，成立於一九三

二年，負責襄助中國十三所基督教大學）的資金贊助，於一九五五年成立綜合

大學。186中原大學由美籍賈嘉美牧師及熱心教育的基督徒籌募資金，並配合經

濟發展政策於一九五五年成立「中原理工學院」(一九八○年改制為「中原大

                                                 
184 參見東吳大學網站: http://twb.idc.scu.edu.tw/scu2007/zh_tw/about_scu_index.htm。 
185 參見輔仁大學網站 : http://www.fju.edu.tw/history.htm。  
186 參見東海大學網站 : http://www.thu.edu.tw/1_chinese/1_about/2_history/1_roug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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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上學校創辦時間較早，過程中並未遭遇科系設立的限制，直到一九

六三年教育部凍結大學設立，187之後私立學校便無法辦理綜合性大學，譬如北

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於一九六五年設立時，僅能成立「私立淡水工商管理專科

學校」(一九九九年升格為真理大學)。 

新埔工專與其他各校同樣在一九六○年代籌劃，處於相同的台灣社會中，

並且為上海兩校校友以復校名義辦理，但辦理完成的新埔工專卻為當時教會大

學中唯一的工業專科學校，至今仍為所有教會學校中唯一的科技專業學校，這

只有由其特殊的源起與發展過程得以了解。 

 

第一節  教育固有法則性的延伸－校友鼓吹復校 

 

       4.1.1 來台校友的復校呼聲 

 

    上海聖約翰大學，在一九五二年結束了校務，在高校整併的政策下，教

職員生分別到華東師範大學、復旦大學、同濟大學和上海第二醫學院等校，校

園則由華東政法學院所接管使用，至此，這所由美國聖公會創辦的上海聖約翰

大學結束了長達七十三年的校運，而由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校友除了留在中

國大陸以外，也分散居住到美國，東南亞，港澳與台灣等地。同樣的，聖公會

的會友也因為國共內戰的關係分散至世界各地，這股來到台灣的教友與校友的

力量共同促成了新校的創辦。 

    一九四九年中國大陸由中國共產黨統治以後，陸續將所有的教會學校關

閉或改組，美國聖公會在中國的教育事業也遭受重大挫敗，上海聖約翰大學、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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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文

中記載:「台灣地區在光復初期原無私立專科以上學校，在政府遷台以後，⋯乃於民國三十

九年首先核准私立淡江英語專科學校⋯，至五十二學年度，私立專科以上學校經核准立案招

生者，計有十五所，連同公立專科以上學校計有三十五所，政府依據當時人口數量，並斟酌

各級學校發展情況，決定對大學獨立院校，二、三年制專科學校暫停增設，⋯同時為配合國

家經濟建設，急需培養農、工、商、醫護及海事等各部門技術人才，故決定增設五年制專科

學校，尤以工業及農業專科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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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瑪利亞女校、188武昌華中大學也被整併，189宗教勢力完全退出校園，三校的

校友亦有許多在一九四九年前後隨著國民黨領導的中華民國政府來到台灣，這

些來到台灣的聖約翰校友約有三百多位，一開始即在台北西門町一帶聚會，並

於一九五○年成立「聖約翰大學在台校友會」，每年定期於聖誕節期固定舉辦

校友大會，一九五四年韓戰結束以後，客觀上台海情勢穩定，台灣社會極需人

才，，校友於是積極倡議復校，嘗試與來台的聖公會教會聯繫，希望以教會來

主導辦校，以恢復聖約翰大學為目標。190 

    聖約翰大學在台校友，成員約有三百多位，主要分布在政界與工商業界，

加上聖瑪利亞女校在台校友近百人，實為財務、政黨、人際資源豐富的非正式

組織，一九四九年到一九六七年新埔工專開辦期間，上海聖約翰校友(以及聖

瑪利亞女校校友及其夫婿)，來台後在國民黨政府中從政者更有極佳的表現，

也建立了深厚的黨政關係，其中嚴家淦歷任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台灣省主席、

行政院長，191在擔任副總統期間(1967~1975)，因蔣介石於一九七五年四月去

世，接任為總統(任期至一九七八年五月，後由蔣介石長子蔣經國接任)。 

俞鴻鈞曾擔任中央銀行總裁、台灣省主席、行政院長。192俞大維擔任過國

防部長(1954~1965)，並與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結成親家。193(俞鴻鈞與俞大維早在

一九四五年還在中國大陸任職國民黨政府期間，曾就抗日期間開辦＂後方＂第

二聖約翰大學一事，代表上海聖約翰大學向國民黨政府溝通協調)。
194顧維鈞曾

擔任駐美大使(1946~1956)。195聖瑪利亞女校校友譚祥(前行政院長譚延闓之女)

為陳誠(時任副總統)之妻。梁就光為俞鴻鈞(曾任行政院長)之妻。董梅真為俞

                                                 
188 1952 年，聖瑪利亞女校與中西女校合併為上海市第三女子中學。  
189 1952 年，華中大學在高校院系調整中被撤銷，整體併入華中師範學院。  
190 嚴家昌，《聖約翰大學復校簡述》。  
191 嚴家淦來台後擔任過經濟部長(1950)、財政部長 (1950~1954，1958~1963)、台灣省主席

(1954~1957)、行政院長(1963~1972)。  
192 俞鴻鈞來台後擔任過行政院長(1954~1958)、台灣省主席(1953~1954)、中央銀行總裁

(1950~1960)。  
193 俞大維之子俞揚和，1960 年娶蔣經國的女兒蔣孝章為妻。  
194 徐以驊，1999: 164。  
195 顧維鈞與於外交部長葉公超曾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於 1954 年與美國簽署了《中美共同防禦

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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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華(曾任前行政院長，時任財政部長)之妻。俞大綵為俞大維之妹，亦為傅斯

年(曾任台灣大學校長)之妻。 

    國民黨政府來台後，上海聖約翰與聖瑪利亞在台校友的政經實力正值巔

峰，一九五○至一九七○年間，中華民國副總統由陳誠(1954~1965)、嚴家淦

(1965~1975)擔任；行政院長由陳誠(1950~1954)、俞鴻鈞(1954~1958)、陳誠

(1958~1963)、嚴家淦(1963~1972)等人擔任；財政部長由嚴家淦(1950~1954)、徐

柏園(1954~1958)、嚴家淦(1958~1963)、陳慶瑜(1963~1967)、俞國華(1967~1969)

等人擔任。這其中除了徐柏園與陳慶瑜兩人以外，均是上海聖約翰校友、或是

聖瑪利亞校友之夫婿(雖然如此，徐柏園與陳慶瑜兩人在新埔建校過程中均有

貢獻，徐柏園協助校友取得土地，並與陳慶瑜集資籌建新埔行政大樓一樓)。  

除了在政黨領域工作的校友之外，活躍於工商業界者更不知凡幾，其中頗

富社會聲望者有聖約翰大學校友吳舜文，為嚴慶齡(裕隆汽車創辦人)之妻，時

任台元紡織公司董事長；嚴倬雲為辜振甫(時任亞洲太平洋商工總會理事長、

台灣水泥公司董事長)之妻。 

    校友們聚集的時候，除了追憶母校與建立政商關係以外，商討復校就成

為共同的話題與目標，一方面復校可以讓校友從母校所獲，得以回饋母校，另

一方面，校友的子弟也希望藉由母校的復校，得以使其子弟得到與校友同樣的

養成過程，
196台灣當時亟需工商業人才，加以中國大陸各校校友熱衷復校議

題，於是於一九五六年成立「聖約翰大學復校籌辦會」，由時任行政院長的俞

鴻鈞擔任主持人，開始向校友募款，上海聖約翰校友嚴家昌回憶當時情景﹕ 

 

成立校友會之宗旨及目的，一為聯絡在台校友之感情及互助，一為推動聖

約翰大學復校。自校友會成立後，在同學互助方面，的確做了很多。同學們來

                                                 
196《台灣聖公會通訊》，第 3 卷，第 3 期(1963 年 5 月)，頁 4，1963 年甘主教來台訪視時，

聖約翰校友會理事長陳漢清即表達 :「校友們都希望自己的子女有機會成為基督的精兵，他

請教甘主教如何辦理一所理想的學校。」。1959 年即來台宣教的葛培根牧師(The Rev. Peyton 
G.. Graighill)在訪談中亦表示 :「我來到台灣時，即聽說校友們要復校的事情，就我了解，校

友們希望教會辦理復校，是對教會的支持，也希望自己的子弟可以就讀於這所品質高的學

校，可以得到和自己一樣的教育內容」。陳玉海，葛培根牧師口述訪談紀錄 (2008 年 2 月，台

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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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後，人地生疏，有校友會從中協助，當可得益不少。至於復校方面，雖不斷

與聖公會聯繫，但始終不得要領。同學中有朱倚天同學，197時與聖公會洽詢復

校事宜，但年復一年，終無確切答覆。198 

 

之所以聖公會沒有確切答覆，實因從中國大陸來台的聖公會教友還沒有組

織起來，無從回應。 

 

    4.1.2 教會的初步回應 

 

    一九四九年以前，台灣除了日本聖公會在一九四五年留下的教堂等硬體

建設(透過內政部轉移給台灣長老教會)，幾乎沒有聖公會教友，而剛從中國大

陸來到台灣的聖公會教友人數不多，聖職人員來台者僅有原鄂湘教區已退休之

劉汝霖牧師與原福建教區已退休之鄭斌言牧師，先以私人的家庭聚會開始，漸

以租借學校與其他教派教堂舉行聖餐禮拜，一九五二年台北教友盼能在台灣建

立聖公會，以應實際之需要。於是推選若干教友組成「聖公會籌備委員會」，

並得到美國聖公會之關注，於一九五四年派遣美國牧師來台，台灣之教務遂由

夏威夷教區甘納德主教(The Rt. Rev. Harry S. Kennedy) 承美國聖公會總會委託

予以兼顧，並成立「台灣聖公會」，傳道經費亦承美國聖公會資助，屬於美國

聖公會海外教區第八（太平洋）教省。
199一九六三年首次有人數上的統計，八

個教堂中可領聖餐人數為 819 人。200 

    甘納德主教每年春季均會來台灣訪查，校友也主動會面轉達復校之熱切

期望，201一九五五年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友會會長由吳舜文女士擔任，當她得知

                                                 
197 朱倚天為聖公會聖約翰座堂教友，來台後參與建立台灣聖公會。  
198 嚴家昌，《聖約翰大學復校簡述》。  
199 陳大同，1974:5。 
200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三屆年會紀錄》，頁 41。可領聖餐人數 819 人，比起受洗人
數 1411 人為少，其中的差異是受洗但是未領堅振禮者不能領聖餐，大部分為嬰兒或未成年

孩童，因此可領聖餐人數可視為教會中堅份子。  
201 如 1963 年訪台時由兩校校友宴請主教，並討論設校事宜，《台灣聖公會通訊》，第 3 卷，
第 3 期（1963 年 5 月）。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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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主教來台的消息，即主動邀請上海聖約翰校友俞鴻鈞(時任行政院長)、嚴家

淦(時任台灣省主席)、曾虛白(時任中央通訊社社長)等人拜訪甘納德主教，強

烈表達復校的願望，202然這時的台灣聖公會尚處於草創階段，面對教會軟硬體

建設等龐大的需要，對於校友的復校呼籲尚無能力回應，經過多年的溝通，台

灣聖公會並沒有具體的復校作為，雖然甘主教表示募款工作已經進行，並請校

友們耐心等候，校友們並不滿意這樣的結果，為此校友嚴家淦表示:「我們應

該耐心等候，但希望這個等待是有代價的」。203 

    一九六一年吉爾生主教(The Rt. Rev. Charles P. Gilson)祝聖為台灣聖公會

主教，常駐台灣負責教務，在所規劃的「台灣教區五年計劃」中籌劃教育傳道

的策略，並且在台中東海大學附近興建一所「聖公會教育中心」，並且擬定由

校友們協助辦校事宜: 

 

    因此我們建議聖公會教育中心之建立由所有以前聖公會教育機構之校友

會負責，每校將慎重推薦一位校友組織委員會，此委員會將負責擬定詳細計

劃，並負責向散居世界各地之校友募款，學校成立後，此委員會可能成為董事

會。204 

 

    這所教育中心，包含了一所男女兼收且要求住宿的中學，還有一所圖書

館學學校(由時任東海大學圖書館館長沈寶環教授主導規劃)，
205以及醫護學校

等，並且開始編列創建學校的預算，各校友會並提出建議，這項計畫將會得到

全世界校友的慷慨捐助，建設一旦完成，領導權與行政、財務等管理權將由聖

                                                 
202 溫曼英，1993:197。  
203 《台灣聖公會通訊》，第 4 卷，第 3 期，頁 3。（1964 年 4~5 月）。  
204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一屆年會紀錄》，頁 16。  
205 沈寶環(1919~2004)，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美國丹佛大學圖書館學碩士及教育學研究

所博士，來台後創建東海圖書館，擔任館長一職，長達十四年，先後擔任國立中央圖書館閱

覽部主任、東海大學圖書館館長、國立教育學院教授、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教授、世新大學

教授、國立中山大學顧問、中國圖書館學會理事長、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等重

要職位。沈寶環雖為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其父親沈祖榮(人稱”中國圖書館學教育之父”)所
創辦的中國第一所圖書館學校「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於 1924 年併入華中大學，因此對於

華中大學在台復校一事不遺餘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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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所接管，206這計畫中的教育中心，乃以教會為主導，涵蓋了易於培育人格

教育的中學，(由上海聖約翰大學、上海聖瑪利亞女校合組男女兼收之中學)、

承續華中大學的圖書館學專業(武昌華中大學校友辦理圖書館學學校)以及醫

療專業的醫護學校，各校校友將捐款興建該教育中心，如此便能使聖公會透過

教育實踐宣教與發揮社會影響力的目標。 

    一九六一年十二月聖約翰校友會中，吉爾生主教向聖約翰校友表達教會

已經著手計畫辦理學校，而聖瑪利亞女校自一九五三年成立在台校友會後，也

積極計畫在台復校事宜，並主動與教會聯繫，於是吉爾生主教建議聖約翰校友

與同樣亟思復校的聖瑪利亞校友協力合作，
207折衷聖約翰大學欲籌辦大學，而

聖瑪利亞女校欲辦中學的構想，藉助兩校校友的力量籌辦一所隸屬於台灣聖公

會的教會學校，得到教會承諾後，校友便積極尋找復校地點，由當時聖瑪利亞

女校校友會會長董梅真女士協同吳舜文女士，尋得淡水新埔子八甲餘，約二萬

五千坪的土地(即現址)，透過徐柏園先生(時任中央銀行總裁)的協助，208經過協

商，地主以相當低的價格(一坪土地約時價一個半粽子，新台幣三元，209共約七

萬五千元台幣)出售該筆土地，校友便以這筆土地作為復校用地，一九六二年

九月十七日在中國之友社舉辦獻地儀式，由吉爾生主教代表接受。在一九六三

年聖公會第三屆年議會中，吉爾生主教說 : 

 

                                                 
206 「各該同學會亦嘗表示，散處全球諸校友必將慷慨解囊，籌及此項必須基金之一部分，

其所陳計畫最主要之一項建議，即一俟建築工程完畢，所有領導全權，行政暨財務職務，應

盡速交由台灣聖公會接管，此議頗易達成，尤以財政管理可逐漸於數年期間交接」，《台灣聖

公會通訊》，第 1 卷，第 2 期（1960 年 9 月 1 日）。  
207 溫曼英，1993:197。《聖約翰科技大學創校四十週年紀念特刊》，聖瑪利亞女校校友  魏惟
儀女士 : 〈聖約翰科技大學建校四十週年校慶感言，序〉。  
208 徐柏園與聖約翰校友嚴家淦，俞鴻鈞有前後任公職的關係，接續嚴家淦(1950.3~1954.5)
為財政部長(1954.5~1958.3)，與接續俞鴻鈞(1950.1~1960.7)為中央銀行總裁

(1960.7~1969.4)，購買土地當時，中央銀行直屬主管為行政院長陳誠(新埔董事，聖瑪利亞女

校校友陳譚祥之夫)，而陳誠前後任之行政院長皆為聖約翰校友 (前任俞鴻鈞，續任嚴家淦 )。 
209 吳舜文自述中，清楚描述當時的地價為 :「一坪土地時價一個半粽子，新台幣三元」。溫
曼英，1993:198。此價格也符合了解當初購地過程的嚴家昌先生於訪談中的說法 :「這塊土地
是低於市價買到的，算是半買半送」。陳玉海，嚴家昌先生口述訪談紀錄 (2006 年 3 月，電話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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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所得的地產中最有價值的一塊可能是淡水附近一片廣大的土地，這

一塊土地是上海聖約翰大學與聖瑪利亞女校同學會購贈教會，以備創辦中學之

用的，這塊土地已在去年九月舉行的一次隆重的典禮中轉送給教區開辦學校，

假定我們的計畫可以實現，同時如果上帝允許的話，則學校的第一期工程在今

年便可動工。210 

 

    然而教會接受形式上的捐地儀式之後，除了陸續接受捐款，學校的籌辦

並沒有更進一步的發展，也不敢做更多的承諾，因為學校的辦理，除了土地以

外，尚需大筆資金用以建置建築物與教學設備，也需要招募有經驗的教職員和

與政府相關部門協調以進行立案與招生的工作，這需要具有募款能力，行政經

驗以及與本地政府有效溝通能力的人來擔任。 

 

   4.1.3  小結 

 

    知性所追求的是透過理性、經驗的認知，將世界逐一除魅以獲得機械式

因果關聯的過程，而教育機構乃是構成與彙整各項知性領域的資源，在一個特

定時空與團體中執行知性追求的機制，教育機構的固有法則性則是持續這樣追

求所產生的內在邏輯與法則，凡教育哲理、教育行政、教學師資、教育經費、

師生關係、乃至畢業校友對學校的感情與經費支持都在維護已經形成的教育固

有法則，讓知識的傳遞可以繼續，因此校友們的復校作為可稱為了延續上海聖

約翰與聖瑪利亞兩校的生存所做的努力，也是教育機構本身為延續其生命所做

的努力，兩校校友乃是這使命的承擔者。 

    上海聖約翰的校友會早在一九○○年成立，為中國第一個成立的校友

會，校友來台後即於一九五○年成立在台校友會，在教會尚未有力量辦校時，

即主動捐款購地用以辦學，校友希望復校以恢復昔日光榮的動機極為強烈，因

此校友的復校動機的首要重點是在學校的＂重新＂開辦，以複製校友們個人在

母校的受教的經驗，這其中當然包含了上海兩校努力維繫的宗教氣氛，兩校的

                                                 
210《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三屆年會紀錄》，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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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背景既是聖公會所創辦，校友們為了忠於母校的＂創辦精神＂，求助於同

樣來台的宗教團體(聖公會)也就是必然且合理的舉動，211也因為校友會並非常

設組織，若要自行辦校需要另組籌備會。 

再者，上海聖約翰、聖瑪利亞女校的宗教背景強烈，如第三章第四節所述，

美國聖公會對上海聖約翰的宗教傳統的維繫非常堅持，校友們必定感受到校方

堅持宗教傳統的立場，因此，若是要辦理復校事宜，則必須由在台的聖公會來

領銜辦理，由教會領導辦校以獲得向校友募款的正當性。這裡再度看到知性為

了強化其自身的價值，而與宗教連結的目的理性考量，透過教會的領銜，該校

的創辦得以取得宗教理性獨有的情操與不計代價的行動動能，藉此學校得以重

獲生命。 

    然而校友們理解的母校＂精神＂與聖公會自己定義的辦學理念卻不一定

一致，校友們所接觸的校園生活短則一年，長則四年光陰，尤其來到台灣校友

的＂上海聖約翰經驗＂乃集中在一九三○至一九五○年的上海聖約翰，如本文

第三章第三節所述，這時的聖約翰已從宣教目的轉為培育對基督教友善而非敵

視，或是卜舫濟所宣示的，只要培養「理想主義的宣教士」就可滿足的世俗目

的，一九三○年以後不再強制學生參加禮拜，宗教課程也改為選修，學生人數

也由 400 人以內，增加為上千人，師生比例提高，由個人接觸出發的宗教教育

更不易培養。 

同時，由於正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政治情勢也於劇烈變動期間，民族

主義高漲，學校因為立案問題，產生支持與反對的兩方意見，學校已經於一九

二八年成立校董會，學校在形式上已經獨立於美國聖公會差會之外，美國聖公

會因為對宗教教育的堅持，寧願學校停辦也不願屈就於政府法令，屬於反對立

案的一方，而校內行政主管，以及捐款提供資金的聖約翰畢業校友為了讓學校

繼續生存，屬於贊成立案的一方，在這樣的環境中求學的聖約翰學生所感染的

宗教氣氛已經大為減低，甚至對教會的國家認同與辦校熱誠也容易產生不信任

                                                 
211 譬如參與創校的上海聖約翰校友嚴家昌，於訪談中即表示:「要復校當然要找聖公會，因

為上海兩所學校都是教會辦的，我們當然不可能自己來辦學校」。 陳玉海，嚴家昌先生口

述訪談紀錄 (2006 年 3 月，電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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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但是教會的辦學卻有其歷史淵源，也必須有足夠的＂宗教理由＂才能付出

行動，更何況台灣聖公會所處的環境與上海不同，並不一定得承續上海聖約翰

的宗教教育的思惟與政策，換言之，台灣聖公會必須遵循可以自圓其說且從宗

教出發的＂價值理性＂才有辦學的正當性，這兩種理性思維的差異性在辦校的

時機的選擇上看出端倪。 

    教會辦校需考量自身宗教宣教的需要，除了有整體且涵蓋了教育事業的

宣教策略以外，在有限的人力、物力的資源中，辦校能否達成宣傳福音的目的，

是否造成的其他教會工作(如建設教堂、牧養會眾、佈道工作、教會行政等等⋯)

的排擠，若是沒有有利的說詞，也無法讓教友充分支持，這些顧慮因素讓教會

遲遲不能對辦校作出積極正面的回應，不過這也是校友們在急切於復校的熱望

下不會考慮的，聖公會在一九四九年前後抵台的教友，人數不多，一九五四年

以前也沒有正式組織統合運作，經過了十五年的宣教工作，人數才達到近千

人，而且教友的年齡與素質本來就參差不齊，不若上海聖約翰、聖瑪利亞校友

本身家庭經濟條件已屬上層(如第三章第三節所述，一九三○至一九五○的聖

約翰學費乃全中國最高，兩校均被稱為貴族學校)，在中國大陸受到高等教育，

來台後擁有政經優勢，再經過多年的社會歷練，多為台灣社會中壯年的社會菁

英，上海聖約翰在台校友三百多位，加上聖瑪利亞共近四百位校友，政經實力

遠高於教會，要透過政治影響力與經濟實力等各種管道來協助取得低於市價的

土地與籌募捐款相對較易，也因此復校辦學遠比台灣聖公會來得積極。 

    在這種情況中，催促了教會去思索教育宣教的可能性，吉爾生主教衡量

校友們的復校熱情，主動將兩校併合的舉動符合了他先前提出的五年計畫，即

結合了來台兩校校友的力量，由教會主導這所學校的事務，對教會而言，美國

聖公會在中國大陸的教育事業的成果，在台灣承接起來是合理的，校友的力量

是一股應善以運用的資源，反之，若台灣聖公會沒有復校的實際行動，美國聖

公會在中國教育界所投諸的心血也無法由台灣聖公會承接起來。而承接的方式

就是透過校友的力量，協助教會在台灣辦理一所教會學校，如此一來不至於分

散資源也可以避免其中單獨一校與教會爭奪領導權，讓教會處於至高點，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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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校友的資源，成為學校的實際管理者，使學校成為教會宣教事工的一部

分，此乃教會首度從宗教的理性思考回應校友復校的催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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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聖公會藉由世俗力量承擔辦校 

 

    上海兩校校友積極的催促教會辦校，在政經實力的支持下，取得了辦校

土地，給予台灣聖公會更大的信心來辨理學校，但是教會在宣教策略尚未確

定，以及人力與資金的缺乏下遲遲不能做出辦校的實際行動，這時需要強而有

力的教會領導人來決意與承擔辦校重責，否則這股力量也無法納入教會的宣教

資源中，而這時，於一九六五年來台擔任台灣聖公會主教的王長齡正好可以扮

演這個角色。 

 

    4.2.1 王長齡抵台後辦校發展 

 

    王長齡主教於一九六五年一月一日抵台，一月七日於台北聖約翰座堂舉

行陞座典禮就職台灣聖公會主教，是第一任華人主教，王長齡一九○○年出生

於中國河北省永清縣，早年曾就讀於聖公會所創辦之實存學校與武昌文華學校

(即華中大學之前身)，嗣後在北平清華大學就讀(該校為美庚子賠款所設立)，

王主教因成績優異，獲庚子賠款獎學金赴美，就讀於麻省理工學院，他曾經考

慮奉獻為全職傳道人就讀神學，但經鄂方智主教引導(The RT. Rev. Francis 

Lushington Norris,D.D. 1864~1945，中華聖公會華北教區主教，英國聖公會宣教

士)，轉以工程專業實踐信仰，一九二四年獲得海事建築工程及海洋工程學位，

曾在英國和愛爾蘭造船廠實習，之後擔任太古輪船公司總管機師，並在愛爾蘭

貝佛斯，英國利物浦，香港，澳洲等地任職，是機械工程，海事工程及海洋建

築三項工程師，一九三八年二月成為中華聖公會首位的華人義務會吏，一九四

○年三月晉升為會長並曾主持港澳教區，工餘時間負責九龍基督堂及二次大戰

後成立之牧愛堂牧師，一九五六年退休時，是香港藍煙囪(The Blue Funnel)造船

廠總工程師，並於一九六○年擔任北婆羅洲副主教，在一九六二年時晉升為沙

巴教區主教，一九六四年第六十一屆美國聖公會總議會決議將台灣教會由原為

夏威夷教區所指導的傳道區(The Missionary District of Taiwan)改為自主的台

灣傳道區(The Missionary Diocese of Taiwan)，王長齡成為台灣聖公會第一任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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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教。212 

    由於王主教早年即受教會栽培，因成績優異接受獎學金就讀於聖公會創

辦之學校，也從此改變了一生，俟他有能力回饋的時候，辦校興學就如同建立

教會一般，成為他實踐信仰的途徑，一九四五年八月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香

港脫離日本佔領再度回到英國的殖民統治下，王長齡在一九四六年即協助香港

聖公會何明華主教 (Bishop Ronald Owen Hall，1895~1975) 開辦航海學校，擔

任執行委員會委員，213該校專以收容家境窮困，生活無依，單親和流浪的失學

的兒童，並授以航海專長，助其自力更生，214一九五六年從藍煙囪船公司退休

後，受邀請擔任香港三所專上學院(新亞、崇基、聯合)的聯合秘書，負起籌劃

三所學院成立中文大學的開路工作，215在該校草創之初協助校務步入正軌(該校

於一九五五年註冊立案，一九五六年購置新地後建設各棟建築與校園設施)，216

由於過於辛勞，一九五九年第一次心臟病病發，由於病情嚴重，在醫院住了二

個多月，出院後還休養了三個月，在病中接受婆羅洲副主教的職位前往就職。 

    王長齡在一九六五年一月一日由設藉地澳洲雪梨抵達台灣台北後，便在

一週內訪問了全台各教堂，一週後的一月七日上午面見了上海聖約翰校友，當

時擔任行政院長的嚴家淦，當日下午舉行陞座典禮就職台灣聖公會主教，並主

持來台後的第一次聖公會年議會，一月十四日又參加了上海聖約翰與聖瑪利亞

在台校友會，隨後赴美參加會議，二月一日就因心臟病住進美國賓州醫院休養

了三週，返台前前往檀香山與甘納德主教會談，抵台後後繼續巡迴了解各堂，

三月二十七日又參加了與聖約翰校友與聖瑪利亞校友一同籌備建校事宜的籌

                                                 
212 《台灣聖公會通訊》，〈王長齡逝世相關個人事蹟報導〉，未編卷期（1970 年 4~7 月）。  
213 《台灣聖公會檔案，王長齡主教個人資料檔案》。〈王長齡生平簡介〉  
214 香港航海學校網站，〈校史說明〉，http://hkss.hk/。  
215 《王長齡主教紀念堂落成祝聖典禮程序單》，(1973 年 2 月 17 日)，新埔校園內的王長齡

主教紀念堂於 1973 年 2 月 17 日落成祝聖，龐德明主教講道詞:「(三校聯合秘書)他這職位是

以前我(那時的崇基書院教務長)和郎家恒牧師(那時候駐新亞書院的耶魯大學代表)兩人兼

任的，而由他一人負擔了，他的心臟病就是在這時候因工作過勞而發的，也在這時，他被坎

特伯利總主教委任做婆羅洲的副主教」。  
216 《台灣聖公會檔案，王長齡主教個人資料檔案》。王長齡擔任三校聯合秘書一事，經電子

郵件由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校史室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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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會。217 

由上述行程可知王長齡來台後，便接受上海聖約翰，聖瑪利亞校友邀約協

商建校事宜，接續從甘納德、吉爾生主教的教育宣教計劃，積極籌辦建校事宜，

經過八個月的努力，即在當年八月成立籌備處，同年十月二十三日舉行破土典

禮，開始興建房舍，由台灣聖公會擔任創辦人，聖約翰校友吳舜文女士擔任籌

辦主任委員，在這一年中，因著王長齡的投入讓教會辦學的計畫付出實行，同

時也設定教育宣教的方向。 

    台灣教會由原為傳道區改為更為自主的差傳傳道區，代表著台灣聖公會

擁有更高的行政位階，傳道區主教可以依照自身的需要制定教會方針，並擬定

符合自身需要的「教會憲章及規例」，
218而王長齡對教育宣教的說明在來台後

次年，即一九六六年二月六~七日的第六屆年議會中向教友們公開宣導，王主

教在開幕的禮拜中講道中提到: 

 

    教會的工作是在佈道、醫療、教育三方面並重的方針下來發展，以照顧

個人的心靈、智慧及身體，聖公會在台灣尚屬非常年輕，僅不過有十二年的歷

史，以來自大陸的聖公會教友為基礎，現在第一個階段可以說是已經過去，而

三面並重的工作應即開始，連同現在已有的十二個宣教機構，我們必須從事醫

療及教育工作，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設立了兩個診所，一在高雄，一在茄萣，

並有一輛巡迴醫療車為南部地區服務⋯。在教育方面，我們已經於去年九月以

兩所幼稚園為開端-高雄的聖保羅幼稚園以及台北的聖約翰幼稚園。宣傳已久

的聖約翰及聖瑪利亞學校現已成形(定名為新埔工商管理專科學校)，⋯幼稚園

及專科學校~教會對社會都可以有最大的貢獻，由此我們能與小學生及十餘歲

男女青年的家庭發生直接的聯繫」。219 

                                                 
217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五屆年會紀錄》，頁 19~22。其中將王長齡主教來台前三個

月的行程記錄出來。  
218 該「聖公會台灣教區憲章及規例草案」，由教區法制顧問馬漢寶負責起草，交付教區年議

會第六屆年會（一九六六年）討論並實施。  
219 當時原定為工商專科學校，後因為商專設立凍結，改為工業專科學校，請參見本章第三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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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佈道、醫療、教育三方面並重的宣教方針，無疑是傳承自聖公會在

中國大陸的宣教方針，強調靈、魂、體三者並重的全人式宣教模式。 

    王長齡的教育宣教理念想必也事先宣達給由他任命的(執行委員會中的)

教育委員會主任雷法章先生，雷法章在隨後的發言中，更進一步的闡述了這個

想法: 

 

    主教今早在年會致辭中特別提到教會的工作是在佈道、教育、醫療三方

面並重的方針下來發展(three fold pattern of evangelism)，以照顧各人的心靈、智

慧和身體⋯，我特別注意到他曾提到學校教育工作如何可以幫助教會的傳道工

作那就是說我們的教會必須接近青年，我們一定要注重青年的教育，注重對青

年的傳道工作，我們把青年教育好，把教會的基礎打好，將來如要教會能發展

進步的話，必須有健全的基督徒，而青年基督徒如果每一個星期只做一次禮

拜，不一定能養成一個好的基督徒，假如是經常在有基督教氣氛的環境中來生

活，受教育，受陶冶，這種基督徒的基礎要堅固些，信仰也堅固得多。主教也

提到透過青年，我們可以和他們的父母發生直接的聯繫(form bonds of friendship 

and fellowship)，這一種團契確實是很可貴的⋯，我覺得我們此刻籌辦這所學校

得以成功，實因王主教抵台之後，提供了一個很大的推動力量，因為他對教育

事業，有深刻的認識，有堅定的信心⋯。
220 

 

    王長齡本人從年少時在聖公會的環境中成長，具有造船與工程的專業知

識，有豐富的俗世工作經驗與成就，他三十八歲就擔任了義務會吏，熱心於教

會辦學的工作，並有協助創辦學校的經驗，深諳如何透過人脈籌組董事會並籌

募資金來辦理教會學校，來台前已有二年副主教與三年主教的經歷，是代表教

會創辦學校的不二人選，221來台後與校友積極協商，同時透過他對於教育宣教

                                                 
220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六屆年會紀錄》，頁 23。  
221 自成立台灣聖公會後便擔任法制顧問的馬漢寶前大法官即在訪談中表示 :「王長齡主教是
我共事這許多位主教中，最能表現為主教制的聖公會的主教，他有權威，學識好，有魄力，

經驗豐富，也很強勢」。陳玉海，馬漢寶前大法官口訪紀錄(2006 年 6 月，台北)。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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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深度思考，由教會主導辦校的情勢越加明朗。 

    在王長齡抵台之前，吉爾生主教任內即於一九六三年七月邀請由考試院

銓敘部部長退休的雷法章先生擔任教區辦公室之行政助理，一九六四年更接任

教育委員會負責人，222雷法章上任後，便開始藉由個人長年在政府機關服務的

經驗，與教育相關單位協調，商討辦校事宜，王主教抵台後第七天的第六屆聖

公會年議會，雷法章便在教育委員會中報告: 

 

    去年於慎重考慮之後，接受前駐台灣吉主教之邀請，為教區教育委員會

服務，並且著手籌劃教育工作，⋯目前所辦者均為基本工作，外表上不太顯著，

然而對將來發展極有關係。
223 

 

    4.2.2 規畫校務領導與董事會籌組 

 

    王長齡來台後帶領台灣聖公會回應了校友的復校呼聲，第六屆聖公會年

議會中，他即樂觀的表示： 

 

    宣傳已久的聖約翰及聖瑪利亞學校現已成形(定名為新埔工商管理專科

學校)，甚望至本年九月即可招收一年級新生就讀這個五年制的專科學校。經

聘定雷法章為首任校長，衣克爾為校牧。224 

 

    他指定教育委員會主任雷法章先生擔任未來的校長，也指定衣克爾(The 

Rev. David Echols，1927~  。來台後自己取名為艾大維)擔任第一任校牧，此二

位即為王長齡所規劃的校務實務管理人員。 

    雷法章先生畢業於聖公會所創辦之華中大學文學院教育系(與王長齡主教

同校)，先後(來台前與來台後)在政府單位中擔任過青島教育局局長、山東省政

                                                 
222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四屆年會紀錄》，頁 16。  
223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五屆年會紀錄》，頁 13。  
224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六屆年會紀錄》，頁 23。按:開會當時衣克爾尚未來到台灣，

同年六月抵台以後，教會又將其名翻譯為艾可思，後由自己將中文名定為艾大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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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祕書長與民政廳廳長，曾以內政部次長身分於一九四五年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前往外蒙古，觀察外蒙古獨立公民投票，來台後擔任考試院祕書長及銓敘部部

長等要職，一九六三年由考試院的銓敘部部長退休，雷法章為一積極參與聖公

會活動的基督徒，一九六五年代表聖公會，與長老會、衛理公會、臺灣信義會

等教派共同開辦「基督教論壇周刊」(即今之基督教論壇報)，並任第一任社長，

王主教到任後，借重雷法章的豐富經驗，藉由其豐厚的黨政人脈與行政經驗，

開始與政府相關部門協調創辦學校事宜，隨後並擔任建校籌備處主任(一九六

六年八月後)，並預定為開學後之第一任校長。 

    艾大維曾在港澳教區的聖公會拔萃男校(Diocesan Boys' School)任教兩

年，也曾在一九六三年前後來台參加聖公會青年夏令營，之後返美就讀於加州

柏克萊神學院，王長齡的辦校計畫可能透過港澳教區的聯繫獲得艾大維的認

同，一九六六二月前就已經同意畢業後到台灣擔任新校的校牧職位，六月神學

院畢業後隨即結婚，七月十一日即與新婚妻子麥裴蓀(英文名 Sarah，姓不詳)

抵台，暫住台灣聖公會會吏總賀敦禮(The Ven. Patric Hutton)家中學習中文，以

便於開學後進駐校園。225 

    建校籌備處成立以後，訂立設校計劃書呈報教育部，初步的計畫書中以

「台灣聖公會財團法人」為創辦人，法人代表則為當時的主教王長齡本人，呈

報給教育部的董事會組織章程中也明定董事成員由台灣聖公會聘請人員擔

任，
226由於上海聖約翰在一九三○年以後，董事會成員便為十五人，其中有教

會人士七人，聖約翰大學校務會二人，校友會四人，然後由以上十三位代表再

推薦二位社會賢達參與董事會(如第三章第三節所述)，如此組織的董事會仍將

由聖公會掌握半數以上董事，新埔工專既然是由兩校校友推動協助籌辦，(依

照筆者判斷)也模擬上海聖約翰董事會的組成模式，加入校友的力量，並由教

會聘任來組成董事會，於是，董事會便由台灣聖公會、聖約翰大學校友會及聖

                                                 
225 《台灣聖公會通訊》，未編卷期（1966 年 6 月）。 
226 《教育部，聖約翰科技大學(新埔工專)資料檔案》，〈設校計畫書〉(1966 年 4 月 16 日)「原

報教育部設校計畫書之董事會組織章程」，第四條:「本會董事名額定為十五人，由創辦人財

團法人台灣聖公會(以下簡稱創辦人)聘請相當人員充任之，其辦法另訂之，創辦人之代表人

為當然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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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利亞女校校友會各推五人擔任董事，董事們均簽定委任同意書，227同意出任

由教會擔任創辦人所辦理的學校董事，同時藉由台灣聖公會創辦人的法人代表

(歷任主教)作為當然董事的延續性，將教會學校的宗教素質永久涵納於該校當

中，如此，該校將成為明文規定的教會學校。228 

    首次的學校董事由王長齡邀請具有社會威望的聖公會教友與兩校校友擔

任，如與聖公會淵源頗深的張群(時任總統府秘書長) 229、葉公超(時任行政院政

務委員)230、雷法章(時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朱倚天(台港澳地區扶輪社總監，同

為聖約翰校友)等人代表台灣聖公會，他們或在國民黨政府曾任要職，或在社

會中德高望重。同時董事會也涵納了上海聖約翰、聖瑪利亞女校校友，董事均

為具有社會名望人士，如上海聖約翰校友吳舜文、嚴家淦(時任行政院長)、曾

虛白(時任中央通訊社社長 )、韋煥章(同為聖公會教友)、231陳漢清。聖瑪利亞

女校校友俞董梅真(前行政院長俞國華之妻)、陳譚祥(前行政院長陳誠之妻)、

傅俞大綵(前台灣大學校長傅斯年之妻)、韋鄭銹菱(韋煥章之妻，同為聖公會教

友)、王盛鐘慶(浸信會懷恩堂女傳道會會長)等人組成設校委員會，232並互推吳

舜文擔任設校時期董事長與設校委員會主任，這個由王長齡所籌設的十五位董

事中，包含王長齡本人的聖公會五位代表，加上同為聖公會教友的韋煥章(聖

                                                 
227 《教育部，聖約翰科技大學(新埔工專)資料檔案》，〈董事聘任同意書〉(1966 年 4 月 16 日)，

董事聘任同意書請參閱【附錄四】。  
228 《教育部，聖約翰科技大學(新埔工專)資料檔案》，〈設校計畫書〉(1966 年 4 月 16 日)「原

報教育部設校計畫書之董事會組織章程」，第六條: 「本會董事除當然董事外，任期三年，

連選得連任，如在任期中因故出缺時，由創辦人選聘補充，但以補足原任董事之任期為限。」。 
229 張群，在中國大陸時，為中華聖公會教友，在日本留學時，就讀振武學堂，與蔣介石為

同學，其後曾參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法運動等。前後擔任過兵工署長(1927)，上海特

別市市長（1929-1930），上海市市長（1930-1932），湖北省政府主席，外交部長 (1935~1937)，
行政院副院長（1938~1939），行政院長(1947~1948)，總統府秘書長(1954-1972)，總統府資
政(1972~1990)。張群早於 1936 年中國大陸時期，便曾擔任上海聖約翰大學的三人委員會，

負責研究協調＂取得政府對本教會教育事工的某種承認的可能性＂，與顏惠卿、王正廷兩

人，與國民黨政府協調上海聖約翰大學的立案問題。(徐以驊，1999:155) 
230 葉公超，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曾擔任駐英大使(1942~1949)、外交部長(1949~1958)，期間
參與 1952 年《中日和約》與 1954 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後又擔任駐美大使

(1958~1961)、總統府資政 ( 1978~1981)。  
231 韋煥章就讀於上海聖約翰時，在 1913 年中國第一次參加國際體育的第一屆遠東運動會

中，代表國家參賽並奪取金牌，來台後為聖公會聖約翰堂教友，並積極參與教會事務。  
232 《教育部，聖約翰科技大學(新埔工專)資料檔案》，〈設校計畫書〉(1966 年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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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校友)、韋鄭銹菱(聖瑪利亞校友)夫妻二人，以及本身為傳道人的王盛鐘

慶、同為基督徒的吳舜文，共有九位以上董事為基督徒，董事會中有著濃濃的

宗教色彩。 

 

    4.2.3  小結 

 

    王長齡藉由個人在教會學校中就讀的成長背景，以及曾經辦理教育、與

擔任主教的經驗，在台灣的教育宣教中找到個人的使命感，並且為台灣聖公會

找到一個更為廣大的視野，將教育事業納入教會宣教禾場的藍圖中，美國聖公

會似乎也知道台灣需要這麼一位領導來處理延宕許久的辦校工作，以至於徵得

他的同意，擔任升格為台灣傳道區後的第一任華人主教，來台前，王長齡似乎

已經做好了辦理新埔的準備，並從甘納德、吉爾生主教那裡對台灣教區的宣教

事業有了深入的了解，以至於他來台以後馬不停蹄的與校友們協商辦校事宜，

短短八個月就付出實行，成立建校籌備處，十月破土興建校舍，預計第二年就

要開始招生(後來因事延宕至第三年才開學，請參照第三節)，可見創辦新校的

計畫並非他來台以後才有的想法，乃是他在承諾擔任主教時就已經成型的願景

規劃，王長齡來台的第一次年議會即在就職典禮中陳述: 

 

    今後我們應全力向大多數原非基督教徒的人們當中，做有嚴密組織的傳

道工作，我們的主基督的命令是:『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

靈的名，給他們施洗』。
233 

 

    一年後，王長齡判斷教會已經有了初步的成型，可以開始更全面的展開

教育、醫療的工作，以擴展教會宣教的視野，由他個人所提出，並由規劃為校

長的雷法章向教友們所說明的辦校動機，可謂教會創校的初衷，認為教育機構

有助於教會的傳道事業，透過教育機構的場域，得以接觸青年學子，不僅是段

落式的接觸學生，而是全時間，全方位營造信仰的環境與氣氛，透過師生關係

                                                 
233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五屆年會紀錄》，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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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影響，讓學生獲致基督信仰的影響，從而改變性格，皈依基督宗教，並

且可以透過這層關係接觸學生家長，提供宣教工作一個更多元的接觸面。 

    實務上，他回應了校友們的復校要求，也涵納了校友們擁有的政治、經

濟力量，組織了得以負責建校工作的董事會，並且親自佈置了新校的行政、宗

教事務的最高主管，將新校納入台灣聖公會的宣教事業中，使該校成為名符其

實的教會學校，也是台灣聖公會的宣教禾場，台灣聖公會至此提出了自己的宗

教論述，為自己找到了宗教理由，並且透過世俗力量為教會創辦一所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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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宗教與世俗理性妥協下立案與開辦新校 

 

    宗教團體辦理的學校多有人格培育、人文關懷或是神學訓練的目標，這

本是宗教團體辦校的宗教理性使然，人文科系也是宗教團體的強項，因此辦理

的學校若非青少年以下學齡學生就讀的中小學，就是以人文社會科系為主的學

院，然而台灣聖公會所辦理的這間新埔工專，卻是台灣唯一由宗教團體所創辦

的工業專科學校，這種奇特的現象，乃因教會縱有基於宗教的動機來辦理學

校，但是卻須考量由於校友參與辦校的影響，以及台灣的特殊的政經環境等因

素。 

 

    4.3.1 創辦人由法人移轉到個人 

 

    早在聖約翰校友來台不久給教會的復校建議，便是籌辦中學，根據吉爾

生主教的「五年計畫」，也是辦理一所基督教中學，234以現有的財力與人力較

能負荷，學生年紀較小，也較能發揮對學生人格發展的影響力，吉爾生主教邀

請聖瑪利亞女校校友一同籌辦新校，並派任雷法章為教育委員會負責人後，雷

法章就初步將創校事宜，開始著手進行。 

    王長齡抵台八個月後，即在一九六五年八月成立籌備處，(籌備處在台灣

聖公會台北教區辦公室，亦是主教住處)，籌備會主任為吳舜文女士，校友們

希望以復校為「聖約翰大學」的目標來辦校，雷法章進一步與省教育廳與教育

部協商創校事宜，在與政府溝通的過程時，當時全台大專院校已達三十五所，

教育部政策凍結了大學的成立，同時教育部決策: 

 

    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急需培養農、工、商、醫護及海事等各部門技術

人才，故決定增設五年制專科學校，尤以工業及農業專科為優先。235 

                                                 
234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一屆年會紀錄》，頁 16。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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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文

中記載:「台灣地區在光復初期原無私立專科以上學校，在政府遷台以後，⋯乃於民國三十

九年首先核准私立淡江英語專科學校⋯，至五十二學年度，私立專科以上學校經核准立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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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籌備處改變辦校方向為工商專科學校，教育部同意成立「工商專科

學校」，236同時校名若是照原訂的「聖約翰聖瑪利亞工商管理專科學校」(或聖

約瑪專科學校)校名並未允准，237需要另定校名，為此，經籌備委員會開會協議，

提出「雙聖」(即上海聖約翰與聖瑪利亞女校)，與「新埔」(地名新埔仔)進行

表決，最後「新埔」高於一票獲得最後確認(英文校名仍保留兩校校名)，新校

定名為「私立新埔工商管理專科學校」。238 

    同年十月二十三日於校友所捐贈的位於淡水「新埔仔」的土地上舉行破

土典禮，典禮由王長齡主教與美國聖公會代表畢亨利先生（Mr.Henry F,Budd）

擔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吳舜文女士主持破土禮，當時的行政院長嚴家淦與中央

銀行總裁徐柏園均蒞臨致詞，一時冠蓋雲集，聖公會教友、兩校校友共出席二

百多人。 

    由於辦理私立大專學校的程序照規定需要先擬具設校計畫書、土地證

明、基金證明等文件送省教育廳，教育部核准籌備後，始可成立籌備處，並組

織董事會，239因此校友所購置的土地需要移轉至創辦人台灣聖公會名下，才能

由教會申請辦校，於是於一九六五年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始辦理土地過戶手續，

然而土地所有權轉移需要全部購地校友代表的印鑑才得以辦妥，但因有校友遠

赴海外，以至於完成印鑑證明時，已經是一九六六年的二月十二日，經過淡水

                                                                                                                                                   
生者，計有十五所，連同公立專科以上學校計有三十五所，政府依據當時人口數量，並斟酌

各級學校發展情況，決定對大學獨立院校，二、三年制專科學校暫停增設，⋯同時為配合國

家經濟建設，急需培養農、工、商、醫護及海事等各部門技術人才，故決定增設五年制專科

學校，尤以工業及農業專科為優先」。 
236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吳舜文致函教育部閻光公部長〉，(1966 年 5 月 19 日 )，
文中提及 :「關於校名問題，曾於客歲八月中旬，懇請雷法章先生就教於我公，承示以「工

商管理」為宜」。  
237 1966 年八月的教區通訊中，附錄了「淡水聖約瑪專科學校的建築藍圖」，可見當時籌備會

的成立已經將校名暫定為兩校名的合併，而成為「聖約瑪」或是「聖約翰聖瑪莉亞」，而校

名為何不被允准，並沒有公文佐證，可能是校名過長，亦有可能是別的因素。《台灣聖公會

通訊》，未編卷期，頁 3。（1966 年 7~8 月）。「淡水聖約瑪專科學校的建築藍圖」請參閱【附

錄五】  
238《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董事籌備會會議紀錄〉，(1965 年 9 月)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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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私

立學校之設立與管理」，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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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事務所辦妥土地所有權狀的轉移，已經是四月四日。240 

    國民政府來台後實施戒嚴，241辦理學校在當時若沒有政府的＂特許＂，242難

以獲得教育部認可同意，能夠辦理學校大都具有良好的黨政關係，加上政府來

台前的收回教育權運動等的影響，對於教會辦學，法令上已多有限制，243雖然

私立學校的設置可由自然人或法人申請辦理，事實上除了一九六○年在台復校

的「輔仁大學」的創辦人為「天主教會」，以及一九六五年創辦的「淡水工商

管理專科學校」(現為真理大學)創辦人為「北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以外，具

有基督宗教背景的學校其創辦人均非法人團體，
244同樣的，新埔工專的辦校申

請在此期間由省教育廳指示，學校創辦人應改為個人，245於是一九六六年四月

五日，即在淡水地政事務所辦妥土地所有權狀的轉移後一天，台灣聖公會即召

開臨時會，確認該筆土地為建校用地後，將土地由台灣聖公會贈與王長齡個

人，246創辦人並改為王長齡個人。 

    獨立行使校務發展職權的董事會一經成立，並經由登記立案的程序，具

有法人位階，就已經自外於教會所能掌握的範圍，是外在於教會的平行組織，

創辦人由法人(台灣聖公會)轉變為自然人(王長齡)的結果，更讓學校在法理上

由教會辦校的名義消失，也讓創辦人代表人(歷任台灣聖公會主教)無須改選便

可永久擔任當然董事的資格消失，學校的宗教性質也將因而大幅降低，然而，

                                                 
240《教育部，聖約翰科技大學(新埔工專)資料檔案》，〈設校計畫書〉，「創辦私立大專學校程

序暨辦理經過」(1966 年 4 月 16 日)。  
241 台灣從 1949 年 5 月 20 日實施「台灣省戒嚴令」，延續了 38 年之久，直到 1987 年 7 月 15
日解除。  
242 林本炫認為，1970 年以前，私立學校的辦理需要有政府單位的特殊恩寵，若是無法取得

政府的信任，實難以辦校。(林本炫，2006:70) 
243 如私立學校法第九條 :「私立學校不得強迫學生參加任何宗教儀式。」  
244 靜宜大學創辦人為美籍修女陸靜宜。文藻外語學院創辦人為時任聖吳甦樂女修會會長申

露德修女。東海大學由杭立武等人創辦。中原大學創辦人為＂一群基督徒＂，東吳大學創辦

人為在台校友 。 
245 《教育部，聖約翰科技大學(新埔工專)資料檔案》，〈設校計畫書〉(1966 年 4 月 16 日)「創

辦私立大專學校程序暨辦理經過」。文中記載：「承廳方指示，由聖公會召開臨時會議，做成

決議，將上述土地贈與創辦人王長齡先生，用於建校」。  
246《台灣聖公會檔案，董事會會議記錄》，「台灣聖公會致新埔董事會 函」(1966 月 8 月 9 日):

「財團法人台灣聖公會董事會已於五十五年四月五日臨時會議一致議決將座落台北縣淡水

鎮新埔里土地三十六筆，合計 7.6165 甲，贈與本人(王長齡)，用以創辦該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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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的設校計畫書中，創辦人仍登記為「台灣聖公會」，247所有董事人員(由

台灣聖公會、聖約翰大學校友、聖瑪利亞女校校友各五人組成)均簽名同意接

受(原訂)創辦人台灣聖公會的委任擔任董事。248其次，王長齡之所以得以承擔

創辦人，並非因其個人的名義而來，而是因為他代表台灣聖公會這個宗教組

織，擁有因此名銜所具備的聲望與資源，換言之，該校的創辦人並非王長齡個

人，而是「作為台灣聖公會主教的王長齡」才能擔此頭銜。 

再者，重新呈報的董事會組織章程雖不見有關創辦人台灣聖公會與法人代

表為當然董事的陳述，
249但是台灣聖公會主教獲聘為董事卻成為一項不成文的

共識，歷任的台灣聖公會主教均為董事(該校創辦後歷任台灣聖公會主教為: 

王長齡、龐德明、張培揚、簡啟聰與現任的賴榮信主教)，250由此可以合理的認

定，創辦人由法人(台灣聖公會)轉變為自然人(王長齡)的原因是個＂外力因

素＂，即政府教育主管單位基於某些不成文的理由要求該校作此改變，雖然如

此，對(當時的)董事會、兩校校友與台灣聖公會而言，新埔工專仍被視為是台

灣聖公會所創辦的學校。 

 

    4.3.2 工商專校轉變到工業專校 

 

    備妥相關資料後，一九六六年四月十六日成立正式籌備委員會，王長齡

以個人名義送交設校計畫書、設校基金證明與設校土地證明等文件給省教育

廳，未料教育部考量商專的設立已經過多，教育部決議: 

                                                 
247 《教育部，聖約翰科技大學(新埔工專)資料檔案》，〈設校計畫書〉(1966 年 4 月 16 日)，

請參閱【附錄六】。 
248 《教育部，聖約翰科技大學(新埔工專)資料檔案》，〈董事聘任同意書〉(1966 年 4 月 16 日)，

董事同意書均由台灣聖公會發出之聘書，同意書內容為:「本人茲同意擔任貴會籌設之私立

新埔工業專科學校第一屆董事會董事」。聘任董事同意書請參閱【附錄四】。 
249 《教育部，聖約翰科技大學(新埔工專)資料檔案》，〈設校計畫書〉(1966 年 4 月 16 日)，「董

事會組織章程」，內文第四條改為 : 「本會董事會名額，定為董事十五人」，第五條 :「本會第
一屆董事，由創辦人遴選適當人員，報經教育部核備後聘任之…」，第六條 : 「本會董事每
屆之任期為三年，連選得連任。創辦人為當然董事，當然董事因辭職、死亡或因故解聘時，

其所遺董事名額，由董事會補選之⋯」。  
250 《新埔二十年》，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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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申請創辦私立五年制專科學校者，非常踴躍，及民國五十五年七月

間，由於五年制專科學校為數已多，乃決定除以核准籌設者，仍將參照經濟發

展計畫，所需各類專門技術人才數量，依據地區分配原則，並視所具初步設校

條件與設校性質，通盤計劃⋯251 

 

依照當時的＂經濟發展計畫＂，就是停止商專的設立，只准予設計工專，

而原本辦理工商專科學校的計畫，預計當可吸引男女平均的學子前來就讀，符

合上海聖約翰大學(主要是男生)與聖瑪利亞女校(女生就讀)兩校校友的期待，

而此項轉變將使得招生學生多以工科的男生為主，聖瑪利亞女校校友為此大失

所望，惟恐影響聖瑪利亞校友的投入，為此吳舜文以籌備委員會主任名義於五

月十九日去函教育部希望改變該項政策: 

 

    舜文不敏，謬充建校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初以興辦中學為原則，嗣因 鈞

部致力於志願升學方案，並鼓勵五年制專科學校之設立，同仁等乃籌設管理性

質之專科學校，以符政府既定之教育方針，關於校名問題，曾於客歲八月中旬，

懇請雷法章先生就教於我公， 承示以「工商管理」為宜，詎進行立案之際，

始知 鈞部以工商管理專校究屬商專性質，而商專供過於求，決定凍結，⋯諒

在我 公洞鑒之中，為此敢懇 俯察情形之特殊，時間之緊迫，賜予特准以私立

新埔工商管理專科學校名義立案，俾得如期招生，匪獨同仁等感荷。
252 

 

    然而教育部仍因＂通盤計劃＂的考量，拒絕了吳舜文的要求，一九六六

年六月二日王長齡召集了董事召開第一屆第一次的董事會，王長齡主教提名由

吳舜文擔任董事長，王主教同時說明教育部只准予辦理「工專」的立場，並希

望藉重雷法章在政府任職的多年經驗再次與教育部協商，253同一天，雷法章就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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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吳舜文致教育部  閻光公部長函〉(1966 月 5 月 19 日 )。  
253 《台灣聖公會檔案，董事會會議記錄》，〈1966 年 6 月 2 日董事會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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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籌備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再度去函教育部鄧傳楷次長要求准予辦理工商專

校： 

 

    查『台灣聖公會』籌備五年制專科學校，轉瞬經年，在此期間，適值先

生旅次出國參加國際會議，故 弟受本教會之委派，逕就教於閻部長，而校名

之定為工商管理專科，即係秉成其意，爰於去年八月成立籌備委員會，並將建

校基金依法令規定存入台灣銀行，⋯⋯本年暑假，當可招生，只以  大部近決

定凍結商專，該校既以工商管理定名，亦屬商專性質，為求符合法令，乃囑改

辦工業專科，惟更張之困難，匪言可喻，加以建校土地係由上海聖約翰大學及

聖瑪利亞女校在台校友會捐贈，其目的在創辦一男女兼收之專科學校，而該校

前途之發展有賴於兩校友會之贊助者尤多，今該校奉令改辦工專，則男生就學

機會多，女生就學機會少，故聖瑪利亞女校諸校友聞訊，大感失望，力主貫徹

原訂計畫，堅請籌委會轉懇 大部俯查實情，核准以私立新埔工商專科學校名

義立案，俾女生得與男生享有受高等教育之同等機會。254 

 

    然而多方的努力無法改變政府的政策，這樣的結果，與當初辦理一所男

女兼收的初衷不同，經過多方努力，均不得改變政府的政策，董事會隨即透過

書面通知各董事，經由書面同意，接受這樣的結果。 

    經過大幅度的妥協後，同年七月十八日新埔獲得教育部准予籌設學校，

各項軟硬體設施也具體進行，送交董事會名單後，經教育部同意，七月二十八

日董事會獲准備案，隨即派任雷法章為校長與籌備委員會主席，聘任建校與財

務委員會，負責計畫建築校舍、設置科系、購置圖書設備以及籌募經費等等，

然而原本要在一九六六年七月開始招生的計畫，卻也因為先前土地轉移與政府

凍結商專等政策的變化，錯過四月份的北區五專考試，在經過師資的重新調整

與設備的準備，並送交校長人選雷法章的個人履歷資料後，隔年一九六七年四

月二十六日奉准立案，招生入學的工作延至當年參加六月的暑期北區五專招

                                                 
254《台灣聖公會檔案，董事會會議記錄》，「雷法章致教育部鄧傳楷次長函」(1966 年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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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由於首次招生採單獨招生，並非參加聯招，當年報考有 2849 人，新埔共

招收機械工程科二班 100 人，工業設計科一班 52 人，工業管理科一班 49 人，

總共招收新生 201 人，在北區二十四校中，錄取學生分數僅次於台北工專、明

志工專，排名第三。255 

    立案與招生的工作已經完成，在一九六七年八月四日的董事會中，確定

校訓為「德以輔才，學以致用」，也確定了校慶日(四月二十六日，奉准立案日)

以及由許志傑先生以聖公會、上海聖約翰大學、聖瑪利亞女校之會徽為藍圖，

將三者揉和所設計的新埔校徽、
256校歌(聖約翰校友陳漢清原建議延用聖約翰大

學之曲調，但代表聖公會的朱倚天校友認為不宜混淆，於是決議另行編撰) 257

等，嚴家淦(當時已升任為副總統，並兼行政院長)先生由於具有公務員身分，

因新法令規定而請辭董事，258由於學校也已經順利完成立案招生，雷氏擔任華

中中學籌備委員，並因為過去一年遠赴美國講學，分身乏術，堅辭校長職務(詳

情於第六章第二節說明)，王長齡則與吳舜文協議，承擔起辦校重任，先約定

由吳舜文擔任一年校長，259董事長由王長齡本人擔任，學校於九月二十五日順

利開學上課。 

     

    4.3.3  小結 

 

    新埔從辦理中學的初衷，改由辦理專科學校，原本由教會為創辦人的計

畫又改為由王長齡個人為名辦理的學校，後因籌備時間的延宕，又必須由辦理

工業、商業並存的專科改為辦理工業的專科學校，這樣的轉變乃是遭遇政治、

經濟等世俗理性的挑戰的結果。 

    政治理性在戒嚴時期最為強大，也到達極端，戒嚴時期的政治領袖本身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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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上海聖約翰大學與聖瑪利亞女校校徽，及新埔工專校徽請參閱【附錄七】，圖三。  
257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第一屆第三次董事會會議紀錄〉(1967 年 8 月 4 日)。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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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記載:「行政院曾於民國五十五年十月間，令知教育部依法制止公務人員充任私立學校董

事、董事長、校長或受委託處理校務」。  
259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給畢業學子的臨別贈言〉，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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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神聖性，與宗教產生競爭關係，並且有合法暴力作為後盾，台灣聖公會背

後並沒有美國或是其他政治力量可供抗衡，政治理性可謂無往不利，而強人統

治的支配特徵還在個人恩寵的施予，與個人的特殊關係上，也因此，辦校的基

礎並不全然在辦校的客觀條件，而在辦校人在政治領域與統治者的關係，校友

極力促成復校的熱切心志，與所擁有的黨政關係是創辦新校的有利條件，但是

強大的國家機器控制下，不容許私人辦校逾越了國家法令，催促創校的校友中

有多人作為國家的公務員，當然以政治理性主導下的政策執行為優先，宗教團

體透過辦理學校的宣教意圖並不在優先考慮之列，也因此使得學校的辦理方向

朝向政治、經濟等世俗理性傾斜，凡是對國家有利的振興經濟、培養工業人才

的國家政策，就是辦理學校所要遵循的。 

王長齡或許基於工程科學訓練的自身經驗，相信透過科學訓練也可以培育

有宗教信念的青年人，然而他個人的受培育的經驗，在台灣特殊的環境並不雷

同，美國聖公會在中國大陸實行的宗教教育如前所述，有較大的宗教自由，他

所就讀的實存學校與武昌文華學校都是教會全然主導的學校，他在香港的辦校

經驗，也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所辦理的學校，英國殖民政府對於教會辦校本就

有寬容(甚或鼓勵)的態度，然而在台灣的獨特政治環境下，王長齡所秉持的教

育宣教信念不容易落實，若是不遵循政治理性的遊戲規則，教會在尚未壯大與

缺乏資金的情形下，沒有了校友的支持，實則不可能達到辦校的目的，宗教理

性只有妥協於政治、經濟等世俗理性以及校友所代表的知性理性的自我複製力

量，否則無法為台灣聖公會贏得些許教育宣教的領地，而同樣的，世俗理性的

影響不僅在向政府申請立案的過程中，也呈現在以下興建校舍與科系設定等辦

校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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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世俗力量協助下的建校工作 

 

    學校的性質在申請立案的過程中確定為工業專科學校，而非綜合性大學

或一般中學後，以當時台灣聖公會的人力財力並不足以承擔辦理如此一所需要

設備與技術的工業專科學校，以科技而非人文導向的學校也並非教會辦校的強

項，這時，校友所經營的企業，所參與的黨政工作，以及在社會中所累積的政

治經濟資本，就成為如此一所標榜技術導向的學校的最大助力。 

 

    4.4.1 資金籌募與校舍興建 

    學校的籌辦到招生、開學、乃至開學後的捐款與設備取得，國內外校友

的力量一直是最大的支持，從校友捐地給教會辦校，到校園硬體設備的購置，

作為籌備委員會主任乃至籌備期間的董事長，吳舜文的投入最深，也扮演主導

的角色，吳舜文是上海聖約翰校友(1938~1942)，創校當時是台元紡織的董事

長，夫婿嚴慶齡是裕隆公司董事長，吳舜文在王主教來台時，正值五十二歲壯

年，尤其夫婿經營的裕隆汽車在台灣是唯一製造汽車的公司，加上他個人所經

營的企業，頗具社會聲望，對教育有個人的親身體驗，也有實際管理的行政經

驗。 

    一九六五年十月破土典禮以後，辦校的硬體工作就積極展開，一九六六

年七月二十八日董事會獲准備案後，聘任的二十三名建校與財務委員會委員

中，就有十八位為兩校校友(另外五人均由台灣聖公會所邀請擔任，其中有三

人為華中校友)，260負責計畫建築校舍、設置科系、購置圖書設備以及籌募經費

等等工作，為了及早在計畫中完成一九六六年秋季招生入學，興建校舍的工作

最為要緊，為此，擔任籌辦主任委員的吳舜文善用聖約翰校友的力量讓學校準

                                                 
260 《新埔三十年》，頁 7~8。建校委員會計有 :曾虛白、張建邦、陳漢清、馬漢寶、沈祖海、

沈寶環、林建業、雷法章、吳季雲等九人，財務委員會計有: 俞董梅真、嚴家昌、郭建英、

萬彥信、繆啟威、朱曾水、辜嚴倬雲、沈宗翰、陶聲洋、孫義宣、林芳伯、歐陽遵銓、沈祖

海、雷法章、Dr.Edwin T.Kam 等人，其中除了馬漢寶、雷法章、林建業、歐陽遵銓、Dr.Edwin 

T.Kam 以外，其餘均是兩校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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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完成校舍的興建，同年五月十九日他去函同為聖約翰校友的辜嚴倬雲的夫婿

辜振甫所擁有的台灣水泥公司，要求提前配售水泥，261學校最後於一九六七年

秋季進行招生，為此，董事長吳舜文親自到台灣電視公司為學校錄製招生廣

告，向全國青年學子宣傳該校。262 

    王長齡擔任主教期間，即到世界各地的校友會為新埔募款，在一九六七

年八月四日第一屆第三次董事會，確認王長齡擔任董事長後，葉公超即建議王

長齡藉由「赴美開會之便，運用教會關係，為學校盡量捐募款項」，263王長齡

也透過他曾在港澳、馬來西亞、從事海事工程、海事建築與任職教會聖職所建

立的人脈，以台灣聖公會主教的身分，向美國、東南亞、港澳等地區向校友募

款，264譬如畢業於聖約翰醫學院的甘德明醫生與王長齡為舊識，在夏威夷行

醫，捐款所得作為校園裡甘德明樓的建築款項(開學後成為學生上課的教室)，

聖公會朱友漁主教，畢業於聖約翰神學院，265與其子朱羅伯牧師(為王長齡在沙

巴擔任主教時的座堂牧師)及其他親屬，為紀念朱友漁其妹朱蘭貞女士(聖瑪利

亞女校最後一任校長)所捐款，捐款所得興建校園內的校長宿舍蘭貞館(早期新

埔師生暱稱小白宮，此乃延續上海聖約翰大學稱呼校長官邸為小白宮的習

慣)，266另外王長齡透過教會關係獲得克德先生(Mr. G. Edward Cotter，前在華傳

教士)之家屬所捐贈的款項興建克德樓(開學後成為三層樓的學生宿舍)。267 

                                                 
261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新埔董事會致台灣水泥公司  函稿〉(1966 年 5 月 19
日)，函中表示 :「本校選定淡水鎮新埔為校址，已開始興建校舍，併趕於本年七月間完成，

以期於秋季招生開學，惟本校工程需水泥甚多，近於市場水泥購買困難，影響工程進行甚鉅，

素仰貴公司對社會公益事業莫不大力協助，特函懇惠予提前配售水泥壹萬貳仟包，以利工程

進行，而免有誤開學為禱!」。  
262第一屆校友陸嘯程於訪談中表示 :「我的父母看見電視廣告，知道吳舜文是裕隆公司的老

闆娘，於是願意把我送到新埔就讀」。陳玉海，陸嘯程先生口訪紀錄(2006 年 3 月，台北) 
263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第一屆第三次董事會會議紀錄〉(1967 年 8 月 4 日)。  
264 《台灣聖公會通訊》，未編卷期，（1968 年 12 月），頁 1。「主教前往美國參加在喬治亞洲，

澳古士塔城舉行之主教院會議，會後前往姐妹教區美國上南卡蘿蘭納教區，藉為新埔工專覓

取協助。」。《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十屆年會紀錄》，頁 4。 :「主教並到舊金山、檀香

山等地，為新埔工專募款一事，探訪聖約翰大學校友」。  
265 朱友漁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神學院，1925 年與劉廷芳牧師一同主持孫逸仙之喪禮，

1930~1938 年擔任北京協和醫學院校牧，1940 年擔任雲南教區主教，被稱為「滇緬公路主

教」，1946 年擔任中華聖公會首任總幹事，1951 年因遭共產黨迫害逃離赴美。  
266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六屆年會紀錄》，頁 17。  
267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十屆年會紀錄》，頁 4。德明樓、蘭貞館與克德樓之圖片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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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棟建築物，在新埔第一屆新生入學時，成為教室與學生宿舍，順利

讓學校開辦，並得以收取學雜費，隨後尚有旅美聖約翰大學校友楊錦魁，為紀

念其父親楊錦輝(同為聖約翰校友)捐款興建的建築錦輝堂，268校內行政大樓聖

公樓則由當時的中央銀行總裁徐柏園先生與財政部長陳慶瑜先生269集合了中

央銀行、交通銀行、中信局、台北市銀行公會，以及國民黨黨營事業之捐助，

興建第一層樓(鴻鈞堂，紀念俞鴻鈞前行政院長)，270王長齡向美國募款興建第

二層樓(嗣良堂，紀念上海聖約翰第一任華人校長沈嗣良)，並由吳舜文校長獨

資捐贈第三層樓(舜文堂)，
271募款的工作，隨著校園建築經費的增加，一直持

續進行著，一九七一年接任王長齡擔任主教的龐德明，就任董事長期間，也繼

續到美國等世界各地向校友募款。272 

 

 4.4.2  建教合作契約與科系設定 

 

    技職學院的招生，乃是招收國中畢業生，經過五年的技術專業訓練，畢

業後成為工商業的中階技術人員，而一般高中乃是招收以升學為目標的國中學

生為目標，若要爭取優秀學生前來就讀，並與一般高中有所區別，學生畢業後

獲得穩定的就業機會，將是五專最大的競爭優勢，當時國內已經招生的五專院

校已經有國立台北工專、私立明志工專等，這兩所工專分別由政府與企業興學

辦校(台塑企業)，對學生來講，畢業後較有保障，因此，技職學院是否有企業

在背後的支持，讓學生畢業後有企業願意招攬就業，絕對的影響學生家長將學

生送到該校的意願，當然也就影響聯合招生中的分數排名與學生素質的關鍵，

                                                                                                                                                   
參閱【附錄八】。  
268 《台灣聖公會通訊》，未編卷期，（1971 年 4 月）。  
269 1969 年聖公樓集資興建時，陳慶瑜已經接替嚴家淦為財政部長，嚴家淦則升任為財政部

的直屬主管行政院長。  
270 鴻鈞堂(聖公樓一樓 )的建築紀事載於該棟大樓的一樓牆面上，請參閱【附錄九】。  
271 《台灣聖公會通訊》，未編卷期，（1976 年 1 月）。  
272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董事會會議紀錄〉(1972 年 5 月 5 日)。龐主教發言 :「本
席上月出國出席美國地區以外聖公會主教會議，順便訪問各地聖約翰大學校友會，為本校籌

募經費，除已向亞洲聖公會理事會籌得無息貸款美金貳萬伍仟元外，各地約大校友間有零星

捐款，欲得大數目捐款，尚待進一步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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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校友所經營的企業，就成了極力爭取為建教合作的對象。 

    吳舜文在第一次董事會由王長齡提名為董事長後，也承擔起學校的整體

規劃，他為了讓學校招生順利，一九六六年七月一日即透過自己擔任董事長的

台元紡織，與夫婿嚴慶齡擔任董事長的裕隆汽車、中國鑄管(裕隆汽車之子公

司)與學校簽訂建教合作契約，273同時也與沈祖海建築師事務所(聖約翰校友)簽

訂合作契約，27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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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的贊助還不僅於硬體設備，他們

還利用獎學金來鼓勵學生讀書與從事課外活動，校友沈祖海成立思源獎學金，

並捐贈鋼琴以供音樂課程使用，
275陳譚祥女士提供陳誠獎學金、吳舜文女士提

供嚴裕棠、嚴錢則予獎學金，276並捐贈位處聖公樓三樓圖書館所需的課座椅。

277  

    工專學校的科系設置，固然與當時社會需求有關，但是與學校所能提供

的設備與資源更有關係，第一屆招生時，開設的科系即為機械系(分設汽車工

程、紡織工程、機械工程三組)，工業設計系(分設建築製圖、廣告設計、工業

設計三組，工業管理系(分設工業管理、企業管理二組)，第三屆開始開設紡織

系，這與建教關係的企業大有關係，汽車工業即需要鑄造技術，建築規劃也需

要設計專業，紡織廠需要紡織系學生的投入，這些設備便由校友的企業轉贈給

學校，裕隆汽車捐贈熱熔爐一座，以供機械科使用，
278吳舜文所經營的台元紡

                                                 
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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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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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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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舜文於會中說明 :「本校為獎助家境清寒，學行優良之學生完成學業，….目前已有沈祖海

先生自願年捐新台幣貳萬元，辦理「思源獎學金」，現已擬訂申請辦法，於下學期開始實

施。⋯⋯ 本校創設伊始，所有教學器材，如各類參考圖書及錄音機，樂器⋯均待購辦，惟

以財源缺少，備置艱辛，前承沈祖海先生捐贈鋼琴一架，對本校音樂教學裨益良多。」。  
276《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三年來的新埔工專〉，頁 39。  
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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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

說明，由於聖公樓已經完工，由吳舜文捐贈新台幣六萬元價值之新式閱覽桌椅，以供三樓閱

覽室使用。  
2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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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5 日):

「實習工廠已由裕隆公司捐贈熱熔爐並派工來校，現正由李建功助教監督安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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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捐贈捲緯機等設備一批，279董梅貞透過個人關係亦勸募多家紡織企業捐贈針

織機與打字機等設備一批，280這些設備得以讓學校的學生可以在校內的實習工

廠使用，在往後的幾年間，學生利用週六前往工廠實習，甚至吳舜文本人的企

業也開放讓設備還沒有抵達的學生前往實習。281透過王長齡為首的教會力量以

及校友的捐助讓新埔在一開始獲得建設建築物的款項以及各項設施，使得學生

入學時，得以在軟硬體設備備妥的情況下得以順利開展。 

     

    4.4.3  小結 

 

    雷法章在一九六六年二月第六屆聖公會年議會中表示: 

 

    這一件事(筆按:指創辦過程中校友的投入)還證明了我們教會在中國辦

學校是沒有白辦的，我們教會的學校畢業生始終有 Christian loyalty and 

devotion，一旦作為教會學校的學生，不論其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一定會有

基督徒的精神。282 

 

    雷法章所指，是校友對教會辦校的認同與信任，並且投入資源以協助辦

校的努力，聖公會辦校的聲譽或許對部分由中國大陸來台的家長尚有印象，也

吸引部分基督徒學生因為教會辦校而前來就讀，
283對其他大部分本省籍以至於

不熟悉於聖公會在中國大陸辦學成效的家長，就無法產生吸引力，而教會辦校

                                                 
279《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台元紡織致新埔董事會函〉(1972 年 3 月 23 日)。  
280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六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校務會議〉(1973 年 3 月 27 日)。

捐贈公司有中華開發、中興紡織、聯華實業、益華紡織、利華羊毛公司、台新紡織等。  
281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六十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1972 年 2 月 3 日)。會

中由校長吳舜文說明:「本學年紡三，每週六全天由台元紡織廠慨允前往該工廠見習，機四，

本學年因國外設備未到，與裕隆工廠情商每星期六上午至該工廠實習，下學期在設備未裝配

齊全之前，仍得洽請該廠繼續賜予協助⋯」。  
282 《台灣聖公會教區年議會，第六屆年會紀錄》，頁 17。  
283 第一屆校友呂允仁於訪談中表示：「我之所以就讀該校是因為我父親也是基督徒，他知道

本校是聖公會所辦的學校，而聖公會在中國大陸的教育成績讓他深信該校的品質值得信

任」。陳玉海，呂允仁先生口述訪談紀錄(2006 年 3 月，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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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勢如人格培育，生活管理等因素，在吸引學子的誘因上就不會是最重要的

原因，校友吳舜文女士所代表的裕隆汽車、台元紡織，沈祖海先生的建築師事

務所，以及因此對學生畢業出路的保障才是吸引優秀學生前來就讀的主要因

素，也是在短時間內可以吸引較高素質的學生與建立學校形象的主因。 

    此時的教育與宗教是彼此需要與相互利用的，首先是宗教團體透過校友

的世俗資產獲得一個穩定的宣教市場，教會被邀請擔任創校的龍頭角色，也相

信自己可以發揮他引導校務的角色，繼續為教會取得一個相對有效的宣教禾

場，因此投入辦校的艱辛工作，但是單憑教會的資源卻不足以單獨創校，需要

校友的力量協助才有可能達到目標。另一角度而言，教育組織透過宗教團體取

得重生的正當性，以教會領銜辦校可以冠以宗教價值的非營利導向的外表，宗

教領袖登高一呼，讓校友們相信辦校的高尚信念，並可以扮演一如當初上海聖

公會的主導角色，讓全世界校友基於對教會的信任而慷慨解囊。 

    校友在上海聖約翰、聖瑪利亞就讀的經驗讓他們主觀上信任教會辦學的

非營利目的，校友們雖大都是非信徒，但是至少對於教會基於培育具有＂基督

教精神＂的辦學動機所創辦的學校，也都願意盡己之力投諸金錢與資源，以作

為對母校的回饋，然而教會學校學生對母校的忠誠不單只是認同教會辦校的宗

教理念，不論教會如何自以為是，校友們所認同的是母校基督徒＂精神＂的培

育哲理，因為讓他們得到好處的並非直接是基督教信仰本身，而是間接的因著

校方基於信仰的啟發所傳授的人格培育，以及因著西方科學與經商技能所獲致

的現世資財，那麼校友們所支持的，應該是基於基督教信仰而間接產生的人格

教育，以及足以提供學生在現世中生存的技術教育，而不一定是辦一所用以＂

拯救靈魂＂的學校，工專的性質，讓學校的成立必須依賴校友的俗世事業，校

友所經營的企業，成為開設科系的主要參考，也使得該校與校友的關係更加緊

密連結在一起，由於是工專，無妨於人文學科的缺乏，但是沒有校友所提供的

設備與建教合作的實習機會，就絕對影響了該校的順利開辦。 

    其實學校的性質在確定為工專時就已經注定走向世俗發展，教會透過校

友所擁有的政治經濟資本讓學校開辦，在建立的過程中因著校友的資源挹注，

使得學校以世俗教育的技能傳授與技術知識的獲取為滿足，這本身會稀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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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的創校意圖的濃度，該校向世俗世界的傾斜也更為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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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五年建設的完成 

 

    王長齡主教在一九七○年四月因心臟病去世(詳見第六章第三節)，台灣聖

公會依據教區憲章規例，傳道教區主教缺位時，由美國聖公會主席主教韓恩思

(The Most Rt. Rev. Haines)為代理主教，並委派賀敦禮會吏總為台灣教區教務主

管，同時主席主教指派海外關係部東亞總幹事何納福會長來訪台，協助台灣教

區自行遴選繼任主教事宜，284並參與五月二十九日的新埔董事會，致詞表達對

新埔的支持，會中共推代表台灣聖公會且熟悉募款工作的葉公超董事為代理董

事長，285賀敦禮會吏總因在王長齡生前委託主管台灣聖公會教區事務，代為處

理台灣聖公會的事務，在董事會中聘為常務董事，286當年六月底學期結束，吳

舜文校長在休業式與教職員期末聚餐中分別向學生與教職員表達將辭去校長

職務之意。287 

 

    4.5.1 吳舜文請辭校長與接受慰留  

 

    因為吳舜文當初接任校長職務，是由於一九六七年學校開學前雷法章辭

去校長職務，而由王長齡邀請並允諾先當一年校長，吳舜文此時的家庭與事業

都非常忙碌，除了撫育才兩歲的獨子嚴凱泰，
288也擔任台元紡織董事長，並籌

劃中華汽車的成立，289一年後王長齡繼續慰留，吳舜文遂與王長齡約定當到一

九七二年第一屆學生畢業為止，290屆時王長齡已經七十二歲，正好由台灣聖公

會主教退休，可以更專心處理校務。 

    然而一九七○年四月，共同為新埔打拼的事業夥伴王長齡突然辭世，王

                                                 
284　陳大同，1974:33-34。  
285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董事會會議紀錄〉(1970 年 5 月 29 日)，葉公超曾向「美

國國際基金會」募款，得到每年美金三萬元之四年捐款。  
286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董事會會議紀錄〉(1970 年 5 月 29 日)。  
287 《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成功嶺上慰問新埔建兒〉，頁 46。吳舜文對受訓學生談話。 
288 嚴凱泰為嚴慶齡與吳舜文的獨子，1965 年出生，現為臺灣裕隆集團執行長（CEO），暨集

團旗下企業裕隆汽車、中華汽車、台元紡織、華創車電董事長，亦為聖約翰科技大學董事。 
289 溫曼英，1993:354。〈吳舜文大事年表〉。  
290《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給畢業學子的臨別贈言〉，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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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齡的淬然辭世，無疑對吳舜文造成情感上的打擊，負責募款與財務需要的董

事長一離開，也讓學校未來的發展蒙上陰影，這一所學校若無兩人的密切合

作，承擔經費募款與校務管理的重責，將難以誕生與發展，王長齡在約定五年

共同奮鬥的時限之前先行離去，兩人的盟約被迫中止，加上事業非常忙碌，291

讓他產生倦勤之意，但是經過三年的建設，學校建立了信譽也逐漸站穩了腳

步，短拙的建築經費可以透過貸款取得，校園的內聚力也展現在對吳舜文的擁

戴上，經過三年的校長職務，新埔工專的命運與吳舜文的去留緊密的連結在一

起，吳舜文苦心辦學，得到全校師生的推崇，消息一出，校內教職員不禁譁然，

於是由主任秘書兼訓導主任陳嘉猷發起，全體教職員聯銜具名，去函代理董事

長葉公超先生，表達「代轉請吳校長打消辭意，繼續領導，全校學生叨蒙佑庇，

學校前途，實利賴之」之意，不僅教職員以吳舜文的去留為據，決定自己的退

聘或續留，學生家長聽聞吳校長將要離職，更以此考量子弟的休學與否，292掀

起慰留聲浪，並召開臨時家長會，且宴請董事會成員，由學長家長會主任委員

孫中岳代表去函吳舜文、董事會，並向教育部陳情表達: 

 

新埔工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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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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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經過教職員與學生家長的請託，代理董事長葉公超與常務董事雷法章不僅

透過吳舜文夫婿顏慶齡代為勸說，在七月份吳舜文出國處理台元紡織公務之

時，也到機場接送機，當面表達慰留之意，在經過學生家長、全校教職員與董

                                                 
291 溫曼英，1993:353。吳舜文於 1970 年時，擔任台元紡織、台文針織廠、大南客運與中華

汽車四家公司的董事長。  
292《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全體教職員慰留吳舜文校長信函〉(1970 年 6 月 30 日)。

該信函由陳嘉猷等全體教職員寫信給代理董事長 葉公超先生，以慰留吳舜文校長。  
293《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學生家長會致函董事會信函〉(1970 年 7 月)。該信函為

學生家長會主任委員孫中岳先生，致函給新埔董事會，轉達慰留吳舜文校長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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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表達支持與慰留之後，吳舜文遂打消辭意，在八月至成功嶺 294探視正在接

受軍事訓練的學生時，向學生當面表達「同意再做二年校長，把各位第一屆送

畢業後再說」。295  

 

4.5.2 龐德明接續主教完成五年建設 

 

    台灣聖公會於一九七○年九月十九日，假高雄聖保羅堂選出港澳教區的

龐德明擔任台灣教區第二位華人主教，
296一九七一年一月七日在台北聖約翰座

堂舉行陞座典禮，297二月十六日新埔舉行董事會，龐德明主教以創辦人代表身

分出席董事會，代理董事長葉公超卸任，由董事們公推龐德明為新埔董事長。

298 

龐德明為上海聖約翰校友( 1933~1934)，曾經在廣州嶺南大學任教，擔任

過香港聖詹姆士小學校長，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教務長與董事、香港聖

約翰座堂法政牧師，並曾在王長齡主教擔任聖公會東南亞聯會(CCSEA)主席

時，擔任聖公會東南亞地區專員，來台前是聖公會港澳教區會吏總。299龐德明

接任董事長後，延續王長齡的任務，向海內外持續募款，300董事會為了達成全

部學生住校的政策，決議繼續興建宿舍，但募款金額仍不足以支應校內各項建

築的開銷，遂與吳舜文擔任擔保人，以學雜費收入向華南銀行信用貸款，
301以

                                                 
294 「成功嶺」位於台中縣烏日鄉，1958 年開始，為貫徹政府「文武合一」的青年政策，台

灣的大專男生均須在畢業前一年統一前往成功嶺受軍事訓練二至三個月，1997 年該項政策

才中止。  
295《吳校長九秩大壽紀念集》，〈成功嶺上慰問新埔健兒〉，頁 46。  
296《台灣聖公會通訊》，未編卷期（1970 年 8-9 月），候選人有港澳教區龐德明會吏總，和台

灣教區的嚴欽明會長和謝博文會長。  
297 《台灣聖公會通訊》，未編卷期（1970 年 10-12 月）。  
298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董事會會議記錄〉(1971 年 2 月 16 日)。  
299《台灣聖公會通訊》，未編卷期（1970 年 8-9 月）。主教候選人介紹。  
300《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董事會會議記錄〉(1972 年 5 月 25 日)。「向亞洲聖公會

理事會籌得無息貸款美金貳萬伍仟元外，各地約大校友間有零星捐款，欲得大數目捐款仍須

努力…。」。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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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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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宿舍與實習工廠之用，302在龐德明的募款與向銀行貸款中，終於完成了五

年宿舍與設施的建置，一九七一年九月第五屆新生順利入學，全校學生達到

1317 人，自此新埔工專渡過了艱辛的五年創校過程。 

   新埔創建後第五年第二學期開學後不久，吳舜文於一九七二年二月八日去

函董事會，表達： 

 

就職之初即與王故董事長約定任期最長以致首屆學生畢業為限，乃今夏首

屆學生即將畢業，為特專函辭去校長職務至舜文服務期限至本年六月底春季學

期結束為止。
303 

 

收到辭職信的董事會於當年四月六日召開會議，會中接受吳舜文的辭呈，

並擬聘任吳舜文為榮譽校長，任期五年，304希望藉此表揚吳舜文對新埔的貢

獻，也藉由他在社會上的聲望繼續支持新埔，榮譽校長證書於五月二十五日董

事會中擬定聘書文稿後寄出，但是吳舜文收到聘書後，回信答覆龐德明以: 

 

當初我接受擔任校長的邀約，是因我有服務母校與奉獻教會的單純目的，

我從沒有想要獲得任何獎勵與榮譽，我感謝您與董事會的仁慈邀約，但是我總

認為所授予的榮譽不應當遮越了我原初堅持服務的目的。
305 

 

拒絕了這份邀請，並退回榮譽校長證書，306龐德明得知吳舜文堅拒董事會

欲以榮譽校長來表彰其貢獻後，嘗試以牧者的角色再度說服吳舜文接受此榮

譽:  

 

                                                 
302《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董事會會議記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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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吳舜文致新埔董事會信函〉(1972 年 2 月 8 日)。  
304《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吳舜文致新埔董事會信函〉(1972 年 4 月 6 日)。  
305 《台灣聖公會檔案，龐徳明主教個人資料檔案》，「Vivian Wu ,Letter to Rev.Bishop Pong」(信

件以英文書寫)，(1972 年 7 月 1 日)。   
306 這份榮譽董事證書至今仍保留在該校校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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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您不想因您在新埔的服務得到任何的回報，您以信心與竭盡心力所

呈現出來的基督徒的教誨，讓我們領悟到施比受更為有福的真理，對新埔只有

一心奉獻，沒有絲毫想得到回報的意圖，但關於施與受還有另一個常被人們忽

略的面向，那就是，富有者、智慧者、有權者也當嘗試謙卑著學著去領受，而

不論賞禮有多微薄，只有付出而不曾領受的人，也會有靈性上的驕傲的可

能⋯，很抱歉在這裡以牧師的口吻講道了!因為我不管外在如何，我本質乃是

一個聖職人員⋯。307 

 

龐德明的努力並沒有改變吳舜文的決定，吳舜文本人自此全部退出新埔的

校務工作，也再沒有擔任董事的職位，董事會於五月二十五日聘任謝博文牧師

為教務主任兼代理校長，俟教授資格奉教育部審查合格再行聘任為校長，308然

由於謝博文的教學經驗並沒有符合教育部的資格審核，遂改聘謝為副校長，309

並於八月三十一日由龐德明擔任校長，九月十八日龐德明去函辜嚴倬雲，懇請

辜嚴女士擔任董事長，310十二月八日董事會共推辜嚴倬雲女士為董事長，屆此

學校順利完成吳舜文離職後的人事更換。 

    第一屆畢業生的畢業典禮於六月十七日於台北中山堂舉行，龐德明主教

(也是校長)為彰顯教會學校的傳統，於一九七二年六月十一日上午九點，假台

灣聖公會聖約翰座堂舉行畢業禮拜，
311由龐德明本人主持禮拜，全體畢業生均

出席參加，禮拜結束後並舉行餐會歡送吳舜文校長，當日下午三點全體畢業生

回到校園中，在王長齡主教墳前舉行王長齡主教紀念堂(降臨堂)奠基典禮。312 

                                                 
307 《台灣聖公會檔案，龐徳明主教個人資料檔案》，「Rev. Bishop Pong , Letter to Vivian Wu」

(信件以英文書寫)，(1972 年 7 月 24 日)。  
308 《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董事會會議記錄〉(1972 年 5 月 25 日)。  
309 謝博文牧師於訪談中表示，他雖有在台大擔任講師的經驗，並取得副教授資格，但仍無
法取得教育部的同意擔任校長。陳玉海，謝博文牧師口述訪談記錄 (2006 年 4 月，越洋電話

訪談) 
310 《台灣聖公會檔案，龐徳明主教個人資料檔案》(1972 年 9 月 18 日) 龐德明去函辜嚴倬
雲 :「本校前仗聖約翰與聖瑪利亞之校友熱心，始克創辦，成立以來，因辦理認真，頗獲社

會好評，現經費亦日見寬裕…，素仰  先生愛護學校熱心社會事業既為董事長推重，務祈  順
應輿情體念目前環境需要，對於董事長一席勉為其難，勿再言辭，是不獨一校之幸也…」。  
311 畢業禮拜活動照片請參閱【附錄十】。  
312《聖約翰科大董事會資料檔案》，〈董事會會議記錄〉(1972 年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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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年後的新埔，主導權重新歸還台灣聖公會，但是龐德明主教擔任校長

期間，因為教會事務忙碌，並沒有實際參與校園運作，只有讓當時只有三十六

歲的副校長謝博文實際的掌管校務，四年後的一九七六年則又換由夏雨人先生

擔任校長，在謝博文主導校務時，的確引入了更多聖公會的人員擔任校務行政

工作，313也增加了部分教會學校的管理模式，314但是教會力量的投入，在這樣

的政治環境以及在吳舜文所奠定的這五年來的行政、教學等模式與文化中，是

否能發揮什麼作用，是一個必須努力爬梳的歷史議題，然而這已經不在本文的

研究範圍之中。 

 

    4.5.3  小結 

 

    經過吳舜文三年的經營，新埔已經建立了普遍的聲望，在招生上的排名

也讓新埔的招生人數不虞匱乏，此時創辦人王長齡的辭世，讓吳舜文失去了後

盾，但是此時的新埔已經不能沒有吳舜文的支持，由王長齡與吳舜文的五年約

定，足可見當時教會沒有合適人選擔任校長職務，吳舜文的辦校能力以及其企

業所帶來的就業保證，實無人能出其右，自始教會在人力財力不足的情形下妥

協於校友的辦校要求創辦這所工專，若無校友的協助，無法單獨承擔校務，一

旦校友於半途抽身，學校也將難以為繼，吳舜文經過三年經營的成果，已經取

得難以撼動的地位，而接任的龐德明主教是王長齡的舊屬，也曾經陪同王長齡

在香港為新埔募款，多少了解新埔的財務困難，但是他身為上海聖約翰校友，

長期在教會學校任教與擔任行政工作，對於教會辦學有一定的認知與信念，也

因此與吳舜文並肩合作，並建構了足以滿足全校五屆學生住宿與學習的環境。 

    吳舜文五年的校長任期屆滿，這五年的＂臨危受命＂，在第一屆畢業生

的畢業禮拜後畫下句點，與第一屆畢業生回到王長齡墳前參加奠基典禮的吳舜

                                                 
313 如聖約翰座堂教友徐作錦，程定洪等人均被延攬至新埔各別擔任總務主任與秘書室主任

等職。  
314 謝博文牧師在訪談中表示，他擔任校長「嘗試以一個牧師的心情來牧養學校，因此增加

教職員的關心與對學生的關懷，譬如邀請學生到家中作客，與學生建立私人情誼等等。」陳

玉海，謝博文牧師口述訪談記錄 (2006 年 4 月，越洋電話訪談)。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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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已經可以向他的好友表達無愧之意，因為他已經遵守了與王長齡的私人的

約定，他之後便毅然退出新埔的經營，並將管理權毫無私心的交還給教會，由

台灣聖公會來主導經營這所學校，因為這是學校創設的初衷，也是他與王長齡

的共識。 

從吳舜文與龐德明的書信往來看出，他在離職後不願讓所加諸的榮耀遮越

了他奉獻不求回報的初衷，顯出他以宗教情懷奉獻教育的心志，以及對於教育

事業的無私情操，吳舜文對辦理新埔的初衷是因著他在中西女校、上海聖約翰

大學與哥倫比亞大學等教會學校求學而有的回饋整體教會之意，也轉移到對要

辦理復校工作的台灣聖公會的支持，但是也可以看出吳舜文對新埔的辦校理念

與個人的生涯計畫並非台灣聖公會的權柄所能左右，也因此沒有接下單純為表

彰貢獻的榮譽校長一職，換言之，作為校友的吳舜文個人的自主性，大過作為

台灣聖公會主教、又是上海聖約翰學長的龐德明主教的意志，吳舜文掌管新埔

校務，並非基於對台灣聖公會的教育宣教需求而來，而是滿足他個人回饋母校

的心願與教育使命的實踐。 

    創辦新埔的五年期間，新埔的興衰命運已經與吳舜文個人緊密的連結在

一起，更可以看出該校依附著校友們提供的專業技術與就業保證所帶來的校譽

與發展前景，學校對於教會已經沒有任何請求或期待，因為這所技術導向的教

育機構對於神啟的訊息已經不再具備什麼傳遞功能，技術導向的教學內容也不

再連結於基於創世神話的宗教信仰，校友的黨政關係、經濟實力、企業前景已

經足以架構一所工業專科學校的骨骼，滿足建校需用的資金、設備、教學課程，

尤其世俗教育並不需要什麼靈魂救贖與精神指引，對這所已經誕生的世俗學院

而言，宗教信仰只是聊備一格的奢侈品，實際上並不需要它發揮什麼作用。 

    政治、經濟與教育的世俗理性深刻的影響著該校的創建過程，同樣的，

開辦後的教務與學務管理等直接加諸於學生身上的教學取向與人格教育領

域，便更為明顯的展現出世俗理性的滲透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