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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與現代大學教育的歷史淵源
⊙ 姚禮明

教育在人類發展史上，尤其是在當今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的重要性，怎麼評估都不為
過。我們完全可以說，沒有教育就沒有人類的今天，當然也不可能有人類的明天；我們還可
以說，有無有意識的學習與傳承，也即教育，更是人類與其他動物最重大、最根本的區別之
一，…… 等等。然而，教育並不神秘，它就在我們身邊。如果我們對教育作一個寬泛的理
解，而不拘泥於它的現代形式，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種「經驗的傳遞」1 ，那麼，祭祀和布道應
該是人類最早的公共教育方式，而廟堂和祭拜場所則是人類最早的公共學校。事實上，根據
考古發現，人類最早的、有一定規模的公共教育事業，就是所謂的「祭司教育」，它大約是
出現在四千年前的兩河流域2 。由此可見，宗教與教育之間的天然聯繫就是不言而喻的。在這
當中，基督教3 與現代教育體系，尤其是與現代高等教育體系之間的歷史淵源，又是人類所有
其他宗教所不可望其項背的。本文對《聖經》與現代大學教育之間的歷史淵源作一點粗淺的
探討，以就教於方家。

一 《舊約聖經》與希伯來人重視教育的傳統
宗教起源於人類的生存需要，這已經是不刊之論；《聖經》的成書與基督教的產生則更加證
明了這一點。
現存被基督教會確認的《聖經》正典主要由《舊約聖經》與《新約聖經》兩部分組成4 。《舊
約聖經》的歷史比基督教自身的歷史還長，它來自於古代希伯來人；而《新約聖經》的成書
則與基督教產生的早期歷史結伴而行。
《聖經》，尤其是《舊約聖經》，究竟成書於何時？它的作者又是誰？人們對這樣的問題感
興趣是非常自然的。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學者已經耗費了巨大的精力和智慧，研究
了千年以上，至今仍然還在研究，而且還不斷地有新發現、新見解，甚至形成了新的知識門
類，例如哲學解釋學。
《舊約聖經》原本是希伯來人猶太教的經典，而早期的基督教也只不過是猶太教的一個非正
統的支派。因此，基督教奉《舊約聖經》為自己的正典是很正常的，如果這樣做最初只是一
種生存與發展的策略需要的話，──就這一點而言，基督教的創始者們做得非常成功！──
那麼後來則更成為其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即使在有了自己的《新約聖經》以後，
基督教也一仍舊慣，只不過為了與《新約聖經》銜接，對《舊約聖經》在內容和編排上動了
一點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小手術。這也就是《舊約聖經》的歷史比基督教自身的歷史還長的
原因所在。

毫不奇怪，《舊約聖經》中有很多關於希伯來人的歷史記載。在古代，正如美國學者S．E．
佛羅斯特所說的那樣：「對於希伯來人來說，宗教就是他們的全部生活。」5 因此，《舊約聖
經》就和希伯來人的歷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儘管「對現代學者來說，寫一部可信的希伯來人早期的歷史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是，
「從收集的民間傳說、傳奇、詩歌、戲劇以及誇大的英雄偉人故事、道德故事和實際發生的
事件的報導中，現代學者力圖形成一部希伯來歷史。」6
翻開這部歷史可以看出，這是一部文明奮鬥史，也是一部民族流浪史7 ，還是一部獨特的把宗
教、法律與教育融合在一起的歷史。
大約是在五千多年以前，希伯來人就開始有了上帝崇拜，只不過這時候的上帝還只是一個名
叫耶和（Yahu）的迦南雷神，是希伯來人諸神中的一位，沒有獨尊地位8 。後來，耶和更名為
耶和華（Jehovah），還在耶路撒冷建起了專門的神殿，並逐漸成為希伯來人獨一無二的全知
全能的上帝。這就是至今仍在延續的猶太教。
現在已經很難準確考證，希伯來人重視教育，尤其是兒童教育的傳統來自何處。但是至少是
在西元前十二世紀，也即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希伯來人已經開始有了自己的正規學校。而在
此之前，儘管沒有正規學校，重視兒童教育的傳統也已經存在。S．E．佛羅斯特在描述希伯
來人西元前十二世紀以前的教育狀況時寫道：「生活本身就是兒童的學校和教師，兒童通過
集體生活和參加集體生活進行學習；長輩把自己所掌握的技能傳授給兒童。另外，長老還有
計劃地讓兒童瞭解作為一個成年人所負擔的責任和享有的權利。整個教育內容包括一些必須
熟練掌握的技術、狩獵的技能、獲取食物的方法、巫術和一些民間傳說。這一時期的整個教
育是實際的，它和自然及社會環境中的生活有緊密的聯繫。」9
到西元前5世紀，在所有《聖經》典籍中內容最古老的《舊約聖經》中的「律法書」，也被稱
作「摩西五經」的已經成書，「並且成為希伯來人教育內容的核心。學生們用希伯來語背誦
它的大量內容，傾聽老師的講解，討論它表面的和內在的含義。不久，希伯來的兒童教育就
以此書為課本。」10
大約到西元一世紀，希伯來人已經建立起一個由學前教育（以家庭為單位）到小學教育（教
堂小學），由小學到中學（主要是法律學校），再到更高級的學校（沒有固定的形式），這
樣一個相對完整的全民教育體系，並且通過法律和行政命令的形式實行強制性的初等義務教
育：「在每一個地區和每一個城市都要為兒童任命教師，年滿六歲的兒童必須入學。」11
這種把宗教、法律與教育熔於一爐的做法，確實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創造！S．E．佛羅斯特
滿懷深情地寫道：「在研究希伯來歷史的時候，在很多方面會對如下事實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們的生活完全是為了未來；他們曾失去了自由，在自由時期他們編寫和留下了他們的
歷史；他們逐漸形成了一種傳統，一本書（《聖經》）和一個宗教；在若干世紀中，他們能
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組成一個整體；他們塑造了一種教育能把這個傳統、這本書和這
個宗教傳授給世界各地的青年人。甚至在現代，儘管希伯來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並且繼承了
異族文化，但他們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喜好。他們有自己的禮拜堂，自己的經典，自己的神。
正是這些東西把各地的希伯來人聯繫在一起，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奇跡。」12

二 早期基督教與教育
基督教的創始人耶穌是個希伯來人，而且是個虔誠的猶太教徒，這是充滿了爭議和虛幻的基
督教的歷史上最確鑿、最沒有爭議的公論。「早期的基督教是從猶太教中產生的，最初這個
運動的皈依者絕大多數都是猶太人。新約常提到基督徒在猶太的地方會堂講道。在外人──
例如羅馬當局──看來，這兩個運動如此相似，以致他們把基督教看作是猶太教中的一個教
派，而不是一種獨特的新運動。」13
儘管大約在西元一世紀後半期，基督教逐漸有了自己的崇拜物件和經典，於是便從猶太教中
獨立出來；但是，基督教不僅繼承了希伯來人幾乎所有的優點：一本書──《舊約聖經》、
一個一神宗教，以及重視教育的傳統，等等；而且還消化、吸收了古希臘哲學和古羅馬文化
的一些營養，克服了希伯來人的致命弱點：把一個單一民族的排他性的宗教改造成一個可以
包容所有人的普世性宗教，從而對人類文明做出了傑出貢獻，其中包括對人類教育事業的貢
獻。
根據希伯來人的宗教觀念，希伯來人的歷史還是一部獲得上帝拯救的歷史。在他們看來，
《舊約聖經》就忠實地記錄了這些被拯救的故事。因此，《舊約聖經》的主題就是論述上帝
與希伯來人之間的關係，目的是使上帝與猶太教取得合法性。應該說，《舊約聖經》的創作
者們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耶穌及其門徒們非常聰明地繼承了希
伯來人的成功，從而免去了重新論證上帝的合法性這一苦差事。也正因為這樣，當愚笨、率
直的馬西昂要愚蠢地斬斷《舊約聖經》與基督教的連續性的時候，結果只能是馬西昂於西元
144年被開除出基督教。
既然上帝的合法性已經無可置疑，那麼，只要證明耶穌基督是上帝的代表，或者甘脆就是上
帝本人，基督教的合法性也就順理成章地獲得了證明。而這正是《新約聖經》要完成的歷史
性任務。應該說，《新約聖經》的創作者們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這也已經被歷史事實所證
明。於是，翻開《聖經》我們可以看到，《舊約聖經》的核心是上帝；《新約聖經》的核心
則是耶穌，而根據基督教的神學觀念，上帝和耶穌是可以合一的，所謂聖父、聖子與聖靈三
位一體。而這一點正是基督教與猶太教最根本的區別之一，也是基督教與猶太教分手的重要
原因之一。
早期基督教是在猶太教的擠壓和羅馬帝國的迫害的雙重逼迫下成長起來的，充滿了苦難和曲
折。不僅耶穌被釘上十字架，而且他的十二個最傑出的門徒中有多人被下獄，甚至被迫害至
死。至於一般信眾的遭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但是，基督教不僅沒有被壓垮，反而愈戰愈
強，愈戰愈勇，靠的是甚麼？檢索基督教的早期歷史，如果剔除其神秘主義色彩，從無神論
的角度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早期基督教最強有力的武器不是上帝，不是組織，更不是暴
力，而是宣傳、教育，即布道。耶穌的核心事蹟就是布道，十二使徒實際上就是耶穌最親近
的十二個學生；而《新約聖經》的核心內容也就是對耶穌及其學生布道的記錄。因此，無論
是從希伯來傳統來看，還是從基督教自身發展的歷史來看，基督教重視教育都具有某種先天
性。所以，阿爾文．施密特（Alvin Schmidt）說：「幾乎很少有人對耶穌是一位元迄今為止
我們認識的世界上最偉大的教師這一事實提出疑問。他使用的言詞、比喻以及人類生活的例
子，無論是他的朋友或敵人都為之震動。…… 有人曾說過：『即使基督離開人間時沒有預備
任何人繼續他的工作，他仍是曆世歷代最偉大的老師，他的生活和榜樣，仍對整個教育理論
的發展產生了深廣的影響。』」14先知與傳教士則成了人類最早的專職教師。

大約在西元前四世紀，西方世界進入希臘化時期。希臘化對猶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影響是不
可忽視的。「到西元前200年為止，大多數猶太人，包括許多祭司的家族，都被希臘文化所征
服。…… 正是大祭司吉生（High Priest Jason）──他的希臘姓名，表現了他對希臘文化
的傾心──應對下述情況負責。『因為他熱切地創辦了一座體育館，並使得最高貴的青年們
追求仿效希臘精神，因此產生了一種極端的希臘風尚；而且，由於吉生不敬神，招來了一種
外國宗教，所以他被稱作罪孽深重的人，並被褫奪了大祭司的職位。』這裏提到的希臘體育
館，不僅僅是一個鍛煉的場所，而且是年青人的一所學校。這座體育館的創立，真正意味著
希臘教育方法已傳入猶太人之間。……饒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猶太人力圖把他們自己從希臘
文化的征服拯救出來時，竟為他們的兒童採用了希臘的學校制度，並為其青年們採用了希臘
的辯論風尚。由於使用希臘的教學方法，一個東方民族成功地從希臘影響下獲得自由，這正
是希臘文化巨大能力的一個顯著鐵證。」15
希臘化對早期基督教在教育方面最重大的影響是教義問答學校的建立。基督教第一所教義問
答學校創辦於西元二世紀後期埃及的亞力山大城。當時的亞力山大城是那時候西方世界的文
化傳播和學習中心。在這裏有當時西方世界最好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以及各種不同類型的學
校和教堂，其中包括一座基督教的教堂，匯聚了當時西方世界最傑出的教師、傳教師和學
生；這裏還雲集了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學者，有希臘哲學家、猶太學者、東方神秘主義者、
無神論者、科學家以及奇特教派的宣教者。正是在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和思想觀念的激蕩
中，基督教需要為自己的信仰辯護，由此導致了第一所基督教教義問答學校的誕生。隨著形
勢的發展，這所教義問答學校的課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逐漸地，學校課程從單一的宗
教與教義內容擴充到各種學科，構成了普通教育體系──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東方的信
念認為古典主義學問是深入理解基督教的基礎，忠實於此，學校開設了除伊壁鳩魯主義外整
個希臘哲學體系的課程，包括形而上學、倫理學、邏輯、物理學、幾何、天文、解剖學、神
學、教義說和教堂禮拜儀式的解釋。還有一個高級課程是《聖經》注釋。」16在以後的幾個
世紀中，教義問答學校遍布各地，但亞力山大城的這所教義問答學校一直是基督教學者的主
要學習中心和其他同類學校的典範。
對於教義問答學校在基督教發展史上和西方教育史上的地位，西方著名教育史家博伊德教授
在他的傳世之作《西方教育史》中寫道：「教義問答學校的影響巨大而深遠。通過它，基督
教第一次在全世界文化中成為一種肯定的因素。同時它本身採納了希臘的科學和哲學方面一
切最好的東西。……就是在西方，教義問答學校甚至對像奧古斯丁那樣的神學家們的思想，
也產生了深刻影響。這種影響使調解教會和學術之間的矛盾並把古代的文化推進到中世紀變
得容易些。……甚至在歐洲黑暗時代已經來臨以後，教義問答學校學術的光輝，繼續在燦爛
地燃燒著。在這一點上，一個特別有趣的事實是，人們可以探索出一條直接連續的路線，它
從亞力山大城經過安提阿（Antioch）和埃德薩（Eedessa），到尼西比斯（Nisibis）的聶斯
托裏學校（建於489年）。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從聶斯托裏學校轉到伊斯蘭教學者手中，在那
裏他們被珍藏到12世紀和13世紀，然後又返回歐洲。」17
由此可見，教義問答學校不僅無意中為西方的文藝復興預做了準備，而且也成為後來基督教
的修道院和中世紀大學的先聲，尤其重要的是，教義問答學校設計的一些課程和教學方法，
更在其後的修道院和中世紀大學裏直接得到延續。

三 從修道院到中世紀的大學

說到歐洲的黑暗時代，就不能不提基督教的修道院。正如克里斯多夫．道森所說的那樣：
「對中世紀文化起源的任何研究，都必不可免地要給西方修道院制度的歷史以重要地位，因
為，在從古典文明的衰落到十二世紀歐洲各大學的興起這一長達七百多年的整個時期內，修
道院是貫穿於其中的最為典型的文化組織。」18
大約在西元四世紀，隱修生活成為一種風氣。「模範基督徒不再是被拖到羅馬竟技場上在野
獸面前勇敢無畏的主教。他現在是孤獨的隱士，生活在被人遺棄的埃及曠野抵抗魔鬼。」19
在這些隱士之中不乏富家子弟。被視為基督教第一修士的安東尼就是一位富家子弟，他在二
十歲時根據《聖經》中耶穌的教導，放棄了自己的萬貫家財，志願地過一種隱修的生活。因
為安東尼的行為完成了一件在耶穌看來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的事情，超越了《聖
經》中的記載20，很有感召力，使成千上百的人仿效他。事實上，由於「羅馬帝國的環境對
基督教徒來說日益惡化，有些人發現在通常環境中無法生活下去，似乎到處都是腐化與邪
惡。帝國政府強加的沉重的稅收與嚴格的紀律、公共道德的缺乏、不能承受的緊張，這一切
驅使一些人逃至山中或沙漠裏獨居以躲避誘惑。」21這樣一來，「外在世界的誘惑被內在世
界的誘惑所取代，其中有：驕傲、爭鬥和褊狹。在埃及和敘利亞，許多修士相當極端，忍耐
各種艱苦的生活。有些人只以野草為生，有人住在樹林裏，還有人拒絕洗澡。」22
隱居的最初形式是獨居。但是隱士們發現，群居比獨居更能有效地實現自己的宗教目的。西
元320年，帕科米烏（Pachomius，約290-346年） 23組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修道集團；三年後，
他寫了一本用來管理修士生活的《章程》，建立了第一座修道院。根據帕科米烏制定的《章
程》，修道院在院長的絕對領導之下，修士們的工作、學習、禮拜，以及休息和就餐都有規
定，都要按部就班地進行。修道院從此走上制度化管理的軌道。到帕科米烏去世時，他已經
設立了九座修道院，一座修女院，有三千多人在這裏隱修24。
在後來的幾個世紀中，隱修形成一種潮流，影響到基督教的方方面面，修道院也由埃及而遍
布西歐各地。「修士們復興了基督徒的熱情以及早期處境艱難時代的虔敬。他們將殉道士的
精神轉換為最終完全獻身於神以及以禁欲的方式效仿基督。…… 在五、六世紀，每個教會領
袖要麼自己就是一位修士，要麼與隱修制聯繫密切。」25
由於外族入侵及羅馬帝國崩潰，歐洲處於一盤散沙的境地。而一統天下的基督教會也由此發
揮了準政府的作用，成為歐洲的主宰。「在五世紀和六世紀侵略時期，教會承擔了許多先前
由羅馬帝國履行的政治職責，並繼續改變日爾曼部落的信仰。通過宣揚一種較高的道德，教
會馴化了日爾曼民族的勇武習性。通過保持希臘和羅馬的部分高度文化，使日爾曼人開闊了
視野，接受了新思想。當羅馬帝國崩潰之時，教會充當了一個使信仰統一、使社會文明的代
理人，並賦予人們明確的、有目的的生與死的概念。在一個垂死的世界，教會是唯一能夠重
建文明生活的機構。」26
西元五—十一世紀，西歐教育的主體是基督教教育，就連世俗的宮廷教育也帶有濃厚的基督
教色彩。在這被史家稱之為「黑暗時代」的日子裏，修道院成為最重要的承先啟後的文化組
織。在這當中，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貢獻最為傑出。
西元480年，本尼迪克特出生於義大利一個貴族家庭。由於無法忍受當時的邪惡，本尼迪克特
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過隱修生活，並成為著名的修士。在他四十九歲時，他在距離羅馬東南

八十五英里的卡西諾山上修建了一座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修道院，這就是著名的本尼迪克
特修道院。本尼迪克特也把自己的餘生全部貢獻給了這座修道院，直至542年去世。在他的傑
出領導下，修道院的組織建設和基督教的隱修制度都有了革命性的重大發展。因此，本尼迪
克特修道院成為所有修道院中的最佳模範，而本尼迪克特本人則被尊稱為西方隱修制之父。
「到九世紀末，僅高盧地區先後建立了數百所本尼迪克特派的修道院，成為西歐一股巨大的
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27
關於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在西方文化傳承中的歷史地位，克里斯多夫．道森的評價值得重視。
他說：「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在加洛林王朝時代以及在它前後的幾個世紀中，中世紀
早期不僅在宗教生活的精神誡律上，而且在基督教文化的思想發展上都帶有修道院領先的痕
跡。它們被稱作西方文化的本尼狄克特時代，因為上自七世紀新型基督教文化在諾薩布裏亞
的興起，下迄十二世紀城市生活的復蘇和公社的興起，較高層次的文化的連續性在西歐，在
作為知識和文學創作的巨大源泉的本尼狄克修道院中得到了維持。」28
具體說來，本尼迪克特最重要的貢獻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他特別強調紀律的重要性。他
認為，沒有嚴格的紀律，隱修就會流於形式，而修士也並不會比流浪漢好多少。因此，在他
為修道院制定的《管理條例》──也有譯作《會規》或《教規》的，筆者注──中，對修士
生活二十四小時中的每時每刻都有嚴格規定。但是他也認識到，嚴酷的制度不是每個人都能
長期忍受的。所以，修士在見習其間可以隨時離開；但一旦成為修道院的正式成員，就必須
嚴格遵守紀律。
第二，本尼迪克特還特別強調勞動的重要意義，而他的勞動概念包括心智和體力兩個方面。
他在《管理條例》裏說：「懶散是對靈魂的的敵視，因此，兄弟們應當在固定的時間專注於
體力勞動，在明確規定的時刻專注於宗教閱讀」；29他認為，「對於修士來說，在院牆外四
處遊蕩是巨大的精神危機。」30體力勞動不僅具有道德價值，而且具有經濟意義，因為很明
顯，修道院要長期維持，必須能夠自給自足。所以，「修士編織自穿的衣服，釀造自飲的
酒，自己就是木匠和泥瓦匠。」31
第三，比上述兩點對後世影響更大的則是圖書館的建立。「丹尼爾．布林斯廷（Daniel
Boorstin）說聖本尼迪克特被稱為『圖書館之父』。在本尼迪克特會的很多修道院裏創建了
一種精細的圖書館系統；他們收集各書籍，在寫字間複製手抄本，把書出租給別的修道院，
而且要求修士每日讀書。在本尼迪克特會的圖書館藏書包括《聖經》、教父的著作、聖經注
釋以及希臘羅馬作者寫的非宗教書籍。圖書館對於這個修會是如此不可或缺，修道士們甚至
稱圖書館為修道院的軍械庫，類似於城堡裏的軍械庫。」32
對於基督教的修道院和圖書館，佛羅斯特寫道：「修道院中的一個主要教育設施是圖書館。
大多數修道院都強調修道士們理智的連續發展。在生活計劃中，規定修道士每天要用一定的
時間讀書學習，其結果，在修道院中造就了許多當時最卓越的學者。除了很少幾個例外，西
歐數百年的先驅思想家們都是修道院成員，都是從修道院中教育出來的。」33
在教宗和世俗政權的支持下，修道院從純宗教教育擴張到普通教育。西元六世紀以後，修道
院也開始開辦學校，招收俗家弟子，可以住讀，稱之為「內修」；也可以走讀，稱之為「外
修」。修道院的課程設置也愈來愈規範。在課程設置方面，古希臘時期的學園和希臘化時期
的教義問答學校成為修道院的楷模。「修道院學校的課程是『七藝』。七藝是古希臘、羅馬

的傳統課程。在希臘時代，柏拉圖提倡算術、幾何、天文、音樂，加上智者們的教學科目文
法、修辭、辯論術，這七門課程在古希臘後期已逐漸成為學校普遍教授的科目。到羅馬共和
時期以及帝政時期，學校的教學科目基本上繼承了希臘傳統，不過在不同時期、不同學校所
教授的科目有多有少。到六世紀左右，卡希歐多爾（西元480-575年）在《神學與世俗學導
論》一書中首次提出『七藝』這個名詞，將古代羅馬學校設立的課程文法、修辭、邏輯這
『三藝』，與算術、幾何、音樂、天文這『四藝』合併為『七種自由藝術』，並強調世俗文
獻對於基度徒也具有重要意義，『七藝』成為中世紀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礎。」34
根據西方學者研究，現在遍布於各種大學的學術研究也直接起源於中世紀的修道院。「修道
士在修道院裏從事各種《聖經》和非《聖經》書籍和手稿的翻譯和抄寫工作，他們經常會將
抄寫翻譯的有不同來源的版本進行比較和討論。這可以從現存的希臘文和拉丁文《聖經》以
及非《聖經》古籍的不同版本中找到證據。這種與研究相關的活動在大學裏得到延續，因為
現在的教授也通過不同的圖書資源來編寫講稿。」35這種學術研究的最高成就就是經院哲
學，經院哲學對巴黎大學的誕生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儘管修道院教育為中世紀大學的出現準備了一切條件，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世紀大學的
真正出現卻是在修道院教育衰落之後。「如果沒有從九世紀到十四世紀教育方面的進步，中
世紀後期哲學和科學的許多成就是不可能的。由於加洛林學術復興，在西歐的一些修道院裏
建立了比較好的學校和圖書館。但是，在九世紀的混亂中，許多這樣的機構被毀壞了。十一
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使得修道院忽視了教育，結果存活下來的修道院學校和大教堂學校相
比，日益相形見絀。一些大教堂學校後來的發展相當於學院，在所謂的文科方面提供很好的
教育。但是中世紀教育最重要的發展是大學的產生。」36
從西元十世紀開始，中世紀的大學在西歐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也許薩萊諾是最古老的
大學，從十世紀起它就是醫學學習的中心。波隆那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和巴黎大
學也是十分古老的大學，前者大約建於1150年，後者於十二世紀快終結時才建成。牛津、劍
橋、蒙比利埃、薩拉曼卡和那不勒斯等著名院校的歷史僅次於以上幾所大學。日爾曼直到十
四世紀才有大學，在布拉格、維也納、海德堡和科隆出現了類似的學校。到中世紀末期西歐
已經建立起八十多所大學。」37

四 中世紀大學的現代轉型
中世紀大學的產生首先應該歸功於商人階層和獨立自治的新型城市的出現，而商人階層和獨
立自治的新型城市出現的根本原因又在於中世紀歐洲經濟的復蘇和人口的增長。因此，歐洲
社會產生了對高級人才的需求。大學則為滿足這種需求而應運而生。佛羅斯特說：「當修道
院放棄教學轉向祈禱和反省隱居生活後，大的教會加強他們的學校來彌補這個理智的空白。
當歐洲在教會下處於和平、繁榮和一致的時候，這些組織能吸引學者和學生來此，訓練年輕
人，用以補充他們擴大的教職員。其結果是很多人口的中心都有有名的教學社團。他們的名
聲吸引了其他學者和學生，於是這樣社團發展起來。漸漸地學者和學生們組織成行會和集
團，於是，大學的雛形形成了。」38這裏說的「很多人口的中心」就指的是歐洲中世紀出現
的獨立自治的新型城市。
中世紀的大學就是這樣由教學社團發展而來。最初，大學並沒有固定的教學場所，也沒有固

定的課程，甚至沒有固定的教師和學生。一切以需求和滿足需求而決定。正如馬文‧佩里主
編的《西方文明史》所指出的那樣：「最早的大學並非有計劃地建設起來的，而是自發形成
的。當渴望求知的學生集中於某些傑出的學者周圍時，大學便產生了。」39這從詞源學上也
可以得到解釋。歐洲中世紀教育通行的是拉丁語。因此，中世紀大學最初的稱呼也是拉丁
文，有兩個：一個是studium generale，另一個是universitas。開始的時候，這兩個詞的意
義有差別：studium generale是指一個接受來自各地的學生的場所，而universitas則是指一
種從事教學的學術性的社團。很明顯，一所大學不能沒有學生，但更不能沒有教師。因此，
隨著大學的組織結構愈來愈穩定，愈來愈制度化，這兩個詞逐漸合一，並被更為簡練的
「university」所代替。這個演變過程大約經歷了兩、三百年的時間，與中世紀大學從最初
產生到大體定型的時間差不多。
關於早期的中世紀大學，美國學者布魯斯．雪萊有一段非常生動形象的描述：「在聽到『大
學』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想像到常青藤遍布的小山和青草幽幽的庭院。但中世紀大學甚至連
永久的住房的影子都沒有。最初，講演是在牛津和劍橋路邊的棚子裏，在巴黎大教堂的回廊
裏，在義大利的廣場上舉行。教師租借房間，學生席地而坐，通常地上鋪上防潮的稻草。因
為沒有運動館、圖書館和其他設施的限制，如果大學發現自己與當地居民發生矛盾，可以隨
時打點行裝，遷移別處。」40
一般認為，中世紀大學有兩種模式，一種可以義大利的波隆那大學為例。簡單地說，這種大
學的特點是以學生為中心，是學生交錢來僱用教師，因而在管理上也以學生為主。「兩位學
生校長是大學的最高管理者以及大學制定的各項法律和規定的執行者。他們輪流管理大學的
行政、司法和教學等事務，其中最重要的權利是代表大學擁有司法權。學生校長的行為不但
不受所在城市法律的約束，有權對本民族團以及整個大學的行政事務進行管理，特別是擁有
司法裁定權，而且有權雇傭教師，規定教師的報酬。有關資料表明，到十四世紀末，學生幾
乎完全控制了波隆那大學的管理，例如，受學生民族團雇傭的教師必須在民族團首領面前宣
誓，表示絕對服從學生民族團的管理。各分民族團的首領學督和兩位學生校長組成大學委員
會，對校長進行監督並對大學管理活動提出諮詢意見。不過大學的最高管理機構是由全體學
生參加的大學全體會議，負責制定有關大學的重大的規章制度。」41這種在今天聽起來仿佛
是天方夜譚式的大學管理方式雖然在當時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在歐洲南部的一些商業活
動中心具有普遍性，但畢竟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因此，在這些特殊的歷史條
件消失以後，這種管理方式也就不存在了。
另一種則以法國的巴黎大學為典型。這種大學以教師，通常是中世紀的著名學者為中心。例
如，中世紀富有盛名的法國經院哲學家彼得．阿伯拉爾就曾經為巴黎大學的建立作出過重大
貢獻。法國學者雅克．勒戈夫甚至認為：「就十二世紀的新時代範圍來說，他（──指彼
得．阿伯拉爾──筆者注）是第一個偉大新時代的知識份子，第一個教授。」42
巴黎大學是由巴黎聖母院的附屬學校發展演變而來。「巴黎大學的教務主要是由受教會控制
的校長和教師們決定的。由校長負責的教師公會經過鬥爭，取得了原本屬於主教許可權的諸
如對學校的教學管理、教師資格認可、教學程式安排、司法裁判、生活管理方面的事務的獨
立管理權，因而有『先生大學』或『教師大學』之稱。教師們按照授課專業分成不同學院，
通常有文學（又稱藝術）學院、神學學院、法學學院、醫學學院。院長由教師選舉產生，學
校由院長聯席會議共同管理，逐漸地，某一傑出人物成為大學校長。學生人數最多的是文學
院，他們按照民族或國家組成分會，每個分會都由一名學監管理。在中世紀，特別是十三-十

四世紀，巴黎大學是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學術機構，國際神學、哲學研究中心，著名的經
院學家大多出自這裏。」43
中世紀大學與誕生它的修道院學校和大教堂學校的繼承性主要是在精神文化上和學術傳承
上，尤其是體現在教學課程和教學方法上；而它們與修道院學校和大教堂學校的最大區別則
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是中世紀大學具有國際性。這裏所謂的國際性是指，早期中世紀大學一般都沒有特定的
國別，因而其招生範圍也沒有國別的限制，教師和學生在各個大學之間的流動也相當自由。
這主要是因為中世紀大學誕生的初期，歐洲的民族國家也剛剛開始形成；而且由於大學的數
量太少，供過於求，同時也由於入學的門檻很低──幾乎是沒有任何限制，因而像波隆那大
學和巴黎大學這樣的學校，它們的學生來自於西歐的各個角落。但是隨著民族國家的日益成
熟和大學數量的日益增加，這種情況也發生了變化。「大學數量的增加，如果不是廢除了，
也是削弱了那些最重要大學在國際範圍內的招生，無論如何它是破壞了到那時為止一直很重
要的大學多民族體系，這個多民族體系常常是大學結構中的主要特點。」44
第二是學位制度的形成。儘管學位的起源可能非常古老，但學位制度的形成，並在社會生活
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卻是以中世紀的大學為起點。學位制度的最初目的是為了解決大
學教師的資格問題，至於成為一種區別知識層次的標誌和一種榮譽頭銜，則是後來的事情。
最早實行學位制度的是義大利和法國的中世紀大學，大約是在13世紀初，當時，三個學位，
即學士、碩士和博士之間沒有明確的層級區別和相互銜接關係。英國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
是按照巴黎大學的模式創辦起來的，並從巴黎大學引入了學位概念。但是在牛津和劍橋，只
有獲得了學士學位的人才有可能向更高級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發起衝擊；而要獲得博士學位，
則又必須先完成碩士學位的課程。十六世紀，英國的學位制度移植到美國；而美國在十九世
紀以後建立起研究生教育，並把它和學位制度掛，從而使學士、碩士和博士的三級學位制
度趨於成熟，成為各國仿效的對象。
第三是學科的初步劃分。由於中世紀的大學最初都是為了滿足職業需求而創辦的，而各個不
同的大學則具有不同的辦學優勢。因此，最早的學科劃分是按照職業的不同在各個大學之間
進行的。薩萊諾的醫學傳統直接繼承於古希蠟，而波隆那則是歐洲最著名的羅馬法研究中
心；由於教宗和教會的垂青，巴黎大學在神學研究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至於文學，那
是從事專業學習的必備基礎，自成一格。這就形成了中世紀大學最早的四大專業，即文學、
神學、法學和醫學。今天的大學，學科的劃分愈來愈精細，但其基礎則是由中世紀大學所奠
定的。
第四是實驗性的學術研究。儘管在修道院裏已經有了學術研究，但真正具有科學性質的實驗
性研究還是開啟於中世紀的大學。例如，今天醫學研究普遍使用的屍體解剖，就開始於中世
紀的波隆那大學。1300年，為了法庭辯論的需要，波隆那大學解剖了一具屍體；這種做法被
傳到那些以醫學為專業的大學裏，從而形成風氣，一直被延續到今天45。
最後，由於基督教會在歐洲中世紀文化上的統治地位，除很少的例外，中世紀的大學都在不
同程度上要受到教會的控制，至少是精神方面的控制，都必須開設神學方面的課程；而大學
的教師也大多數都是傳教士或基督徒。但是，教會、世俗君主與新型的獨立自治城市的三足
鼎立為中世紀大學的發展提供了生存空間。正是利用這種形勢，在與教會，與世俗君主以及
與自治城市當局的摩擦和鬥爭中，中世紀大學為自己爭得了獨立自治權，並為後世的大學留

下了自治傳統。
在後來一些世紀中，隨著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在歐洲相繼展開，中世
紀的大學也相繼開始了向現代大學轉型的艱苦歷程。這既是一個完全擺脫教會控制的徹底世
俗化的過程，又是一個由於民族國家日益成熟、強大而民族化的過程，還是一個由於科學技
術日益佔據主導地位的科學化的過程。在這個近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有些大學保存下來
了，但是更多的中世紀大學卻被淘汰了，而且即使保留下來的那些大學也已經面目全非，以
致於我們在今天的大多數大學身上已經完全看不到中世紀大學的影子。但是，「大學在中世
紀起著重要作用，學生們養成了說理辯論的習慣。大學培養職業書記、律師，他們管理教會
和國家事務；這些學術機關同時也培養哲學家和神學家，這些人營造公眾輿論的氣氛。大學
傳授的學問拉緊了聯繫整個歐洲基督教文化的紐帶，並且形成了不朽的學術傳統；今日我們
的大學是中世紀大學發展的直接繼續。」46
經過上文的梳理，《聖經》與現代大學教育的歷史淵源已經清晰可見。誠然，我們在《聖
經》本身的文本中也許讀不到有關現代大學教育的文字，但是，通過基督教會，通過希臘化
時期的教義問答學校、中世紀的修道院學校和大教堂學校，以及現代大學教育的直接先驅
──歐洲中世紀的大學，上帝和耶穌──無論你是否確信它們的存在──還是在我們今天的
大學身上留下了自己不可磨滅的印記，而不管你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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