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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求得自由，西方有識之士可謂前仆後繼，或著書立說、或付諸行

動，與時代積弊相拮抗，尼采無疑屬於該精神成員，在啟蒙理性變成新神

權並箝制欲望情感下，他掀起一場波瀾壯闊的文化戰役，若以讓理性

(Reason)去魅化(disenchantment)的意涵而言，用新啟蒙(New Enlightenment)
稱謂這場戰役當不為過。尼采關切文化興衰的同時，更將著眼點投向教

育，因他認為，改進教育是挽救文化之基，教育思想遂於其各種著作裡含

藏浮現。 
首先，強調情感本能使尼采和倡言理性的現代教育分道揚鑣，教育之

所以作為一項藝術，即根植人之自然本能。它係屬轉變、增添及發展天性，

以輔佐大自然造化之功的活動，當原本狂暴的欲力經節度收斂後改採和諧

形式表達，美便開顯其中了。但美化不等於虛飾，後者只是在無力本能上

覆蓋裝點物，並非正視欲望情感而產生的結果，故雖具備形式卻毫無真

誠，欠缺活潑生動的人性面。填塞過多知識導致生命原動力喪失，乃尼采

揭示的教育病症。 
再者，教育究竟為引出還是塑造活動，常引發歷代哲人爭論，尼采對

這個議題有獨到見解。一方面他主張教育是將自性引導出來、引導向上之

舉，駁斥外力造成的單一化與規制化，另一方面他又陳言不可任憑情感本

能四處流洩，需藉嚴格紀律加以統御形塑，使第二天性融入第一天性。依

尼采觀點，教育實乃既引導且塑造的創生過程，好像一顆種子，提供適度

養分是助其自行發芽，不過幼苗要能長成棟樑之材，更需從事修枝工作，

引出／雕塑的二元對立因而打破。 
有關人性解釋，尼采除再度打破心靈／肉體、理性／感性之二元對立，

尚賦予身體或欲望更為高貴的原初地位，人就是身體充滿無盡欲力，各欲

力處於相互競逐流動之生命現象。進行欲求，真切看、聽、感受的身體即

為自我，所謂之精神、意識及理性乃身體開展出的部分狀態。由於自作主

宰的確足以彰顯人與禽獸不同處，無怪乎『理性主體』會成為啟蒙運動的

人性指標，問題是該項觀點高抬理性之際卻貶抑其來所自的身體、造成人

性分裂，這才引發尼采強烈抨擊。 
蘊含欲望情感的身體也是個『藝術身體』，可進行自我和文化創造，創

造的關鍵有賴運用章法，讓體內眾多紛擾本能按能量差異彼此協調統整，

構成一股強大之力。透過身體，人將此一力量展現為品味與風格，得宜的

決斷及言談舉止，甚至文學、繪畫、音樂等作品，皆反映體內能量掌控好

壞。尼采對身體的洞識，尤凸顯在將其比擬作音樂之對位(counterpoint)，
不論內在本能衝突的協調或外在文化刺激的因應，身體均彷彿創作樂曲般

尋求音韻之和諧。 
促成人格統整更為教師肩負之責，良好教師的特徵之一，是能發現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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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生所具特長，悉心護持栽培，並殫慮如何把次要屬性連同必要規範巧

妙結合，造就有個性的全人。現代教師之缺陷，有很大部分為漠視個別差

異，訴諸理性法則培訓符合某條件的同質成員，但這非教育真諦，而僅算

機械性複製，藝術與非藝術性教育，是以涇渭分明。提到文化科目的傳授，

尼采聲言仍須先行服從教師指導，恪守師生『精神階級』，待能力逐漸完

備，爾後方得享自由、平等。 
教育目的問題，尼采之處理堪稱奧妙。他反對任何泯滅個性、罔顧成

長本身的目標設置，主張人應意欲自我，不斷追求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

開放性及動態連續性為其特色。最精彩的莫過他指出了屬於非意識層面之

目的，此種目的往往無法預測，又非毫無章法，它的達成代表某人離開教

師後，依然持續發展自性，開鑿出潛藏能量，終至衝破藩籬，步入教師未

曾教導的自由領域，此番光景極似長得越高的大樹，樹根亦向下延展得越

深，係教育藝術之極致。 
追求更大力量、更充全成長的欲望雖體現著教育特質，但尼采沒有忽

略這種欲求實充滿痛苦。每多學習一項新事物或孕育一項新能力，皆十分

辛勞艱困。尤其當第二天性變成本能，不同本能彼此衝突時為然。是否願

意欣然承受這種苦楚，涉及藝術之誕生條件，教育乃勇於迎接生命挑戰，

從凝聚諸多能量中創造價值、轉化痛苦為悅樂的藝術。故縱使現實極度醜

陋，尼采認為只要抱持生命熱情，便能賦予人生最大可能的意義和深度，

用美來獲致救贖。 
另外，尼采將學校與社會、國家機制連結的設計誠足以降低教育孤立

的弊病，社會、國家也變成一所大學校，擔負教化人民之責。惟需注意他

並非採取政治優先途徑，而是期勉學校發揮改良社會功效。社會結構按尼

采設想區分為三個層級，最高階級者的人格特性和其教育理想緊密交織，

等級低者則服從等級高者領導，如同師生『精神階級』。存在『等級秩序』

的社會與為求創造，各本能講求配合之『藝術身體』相通。本能視力度差

異流動升降，平等、正義旋告產生。 
綜觀尼采教育思想，主要優點為正視生命，在宗教陰鬱氣氛甫散，理

性烈焰又令人目眩之際，他卻謀求突破，利用文化價值裏的對立二端繫緊

弓弦，安以自由之箭，射下神壇上的偶像。但尼采不應忘記，他所以能夠

張弓射箭，畢竟是傳統文化提供其能量和施力點，宗教道德和啟蒙理性絕

非毫不足取，尼采於批判時尚需考慮兩者給人類帶來的福祉，否則即有失

公允。尤有甚者，尼采的行文常透露一種傲岸性格，加上詭譎多變的寫作

策略，故屢屢造成他人誤解或無法理解，倘若真有心傳播『大地福音』，

進而改善人類，尼采不該輕忽適切之表達方式。尼采最大的缺陷，是他沒

有將教育理念具體落實，僅停留於思想試驗，這和他攻擊之形上學其實相

去不遠，蓋任何沒有付諸踐履的學說，縱使立意良美，亦喪失提升生活之

可貴價值。幸好，有一位約與尼采(1844~1900)同時的奧地利教育家彌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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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缺憾，那便是 Rudolf Steiner (1861~1925)。 
Steiner指出，除非多數人們接受以全人發展為宗旨的教育，真正之人

類改變是不可能的。一九一九年九月，德國工業家 Emil Molt在 Steiner感
召下，聘請他於 Stuttgart該地創辦一所為其香菸工廠員工子女設立的學
校，因工廠名為Waldorf Astoria，學校遂稱作Waldorf。1Steiner還在學校
成立前後從事無數講演，以淺近平易的方式宣揚作為藝術之教育，影響所

及，各地紛紛興辦採納其理念的學校，儼然成為政府教育體制外的文化動

力。 
與尼采相似，Steiner深受歌德(Goethe)及席勒(Schiller)啟迪，由於來自

此一傳承，Steiner在許多方面幾乎是重申尼采教育觀，當中至為關鍵者，
莫過視教育為藝術。Steiner且認為，教師就像『畫家或其它藝術家』，必
須學習兩件事：『以畫家而言，他們必先學習觀察形狀和色彩的實際技巧。

藝術家須能從形狀和顏色的性質中進行創造，無法由理論瞭解開始。藝術

家僅可從深入形狀和色彩之性質開始。唯有到這個時候，藝術家方能學習

第二件事，亦即，技術。』教育不純屬一種『學究或理論領域』，它乃是

一項『真正的藝術』，一項『運用世間最高貴材質——人類』的藝術。2 
經過長期觀察及領悟，Steiner發現人類為身體(body)滲透心靈(soul)和

精神(spirit)的有機體，彼此緊密交織，人在生理層次外更具某種屬於靈性
之物。心靈活動主要有意欲(willing)、感受(feeling)、與思考(thinking)，三
者由前至後發展，但互為一體。Steiner據此陳言：『我們無法真正教育人
們，如果未考量其整全生命。』『我們將永不能獲得正確的意志觀，若未

嘗覺察某種開始以意志呈顯之物只是一顆種子，此種子於宛如肥沃土壤的

物質身體中成長。』3確切地說， 心靈由身體開展，身體是逐漸顯露精神
力量之藝術身體。教育不能任憑意欲、感受、思考或心靈與身體『混亂地

互動』，只有使之『正確地互動』，『全人』的孕育才有希望。4 
為避免再度落入抽象的人性解釋，不妨一探 Steiner對身體現象所做的

描述：『看看某個嬰兒，如果我們以外部理解的方式視之，那麼嬰兒似乎

和成人一樣感受和觀看世界‥‥然而，事情完全不是如此。成人只由舌頭

和齒齦感受味道。』可是『當小孩飲食時，味道的覺察係遍及整個身體。』

又『當光線映照小孩時，光線不僅擾動其神經系統，更擾動呼吸和整個循

環系統。光線的擾動遍及小孩全部有機組織，正如光線只作用於成人眼

睛。小孩的全部身體乃是個感覺器官。』5強調身體感官的重要性同時，

                                                 
1 Steiner, R. (1996). Waldorf Education and Anthroposophy 2. (N. P. Whittaker, & R. F. Lathe, & R. 
Everett, Trans.). (pp. 229, 21). Hudson: Anthroposophic. 
2 Ibid., (pp. 22~23).  
3 Steiner, R. (1995). The Spirit of the Waldorf School. (R. F. Lathe, & N. P. Whittaker, Trans.). (p. 22). 
Hudson: Anthroposophic. 
4 Ibid., (p. 45). 
5 Steiner, R. (1996). Waldorf Education and Anthroposophy 2. (N. P. Whittaker, & R. F. Lathe, & R. 
Everett, Trans.). (p. 26). Hudson: Anthroposo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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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er絕未輕忽心靈和精神，因他發現外在刺激亦刻畫著心靈，心靈受影
響的程度會展現在肢體動作上，身心彼此實互為表裡，Steiner舉例說：『如
果小孩於其環境經歷一連串的擁擠和匆忙，他們將在物質身體中採取匆忙

之內在傾向。若真能領悟人類、觀察到其精神和心靈，便可從十一或十二

歲的孩子身上，看出他們是否在某個不安和急促、較為適切、甚至諸事變

動過緩之環境下成長。我們能從其走路方式看出此點。假如孩子在一個急

促環境成長，每件事物極度不安地進行、印象持續發生改變，小孩便帶著

輕浮步伐行走。孩童擁有的環境種類會烙印其上，即使是走路方式和步

伐。若小孩所處環境之刺激不足，以致不斷感到無聊，我們則看到小孩如

何於往後帶著沈重步伐行走之反面情形。』6有鑑於此，Waldorf學校十分
注意教育環境營造的節奏，務使學生跟隨得宜之作息排而動靜有度。Steiner
尚設計出融合身體與心靈的『肢體韻律』(eurythmy)課程，它是一種藉手
勢、動作來傳達歌唱或言語等心靈活動之藝術，『每個手指或手掌動作、

每個全部身體動作因而成為看得見的言說之聲。』肢體韻律活動彷彿『圖

像式的語言』，並且由於兼顧身心整全發展而和偏重肢體的體操有別。7 
過度理智化的教育在Waldorf學校係藉繪畫作調整，像寫作、閱讀的

教學即採圖畫方式開始，這項作法其實毫不突兀，蓋『於稍早文明，字母

的每個符號乃從事物外觀變化之圖像式模仿產生。』8運用感官的繪畫較文

字易引起孩童興趣，符合其情感需要；以繪畫呈現之事物更屬活的概念，

不似文字僵固死板，Steiner據此申述：『誠為重要的是，不可只把抽象概
念塞給孩子‥‥因此，我們並不抽象地教導孩子閱讀及寫作，而是藝術地

展開寫作、讓符號中的所有抽象概念從圖畫裏生發。這樣，我們遂用符合

孩子需要的方式教其寫作。』9『若我們轉化諸事為圖像形式‥‥便不致教

導孩子長保不變的靜態概念。如果教導孩子靜態概念，則等於用器械箝制

其手，使之不再能自由成長。』10藝術性教育帶給孩子的是個可隨其成長

持續發生變化之概念，不是甫經灌輸就死於心靈的抽象物；教師傳授事物

時應避免遽下充全定義，好保障孩童心靈之活絡，Steiner特別闡釋道：『人
類會從十四歲長至二十歲、從二十歲長至二十五歲，依此類推。與其同時，

他們的概念亦須隨之成長。概念必須能夠並行地成長。如果你所下的定義

過於完備，人雖成長了，他們的概念卻未隨之成長，便是將理智發展導入

錯誤方向。日後的文化生活裏，人們除牢記你曾仔細給予的概念外將無計

可施。這是錯誤的。孩子的概念應與其發展同時成長‥‥也就是說，在理

智發展上，不該帶來定型和僵死的東西，應教導活生生的事物、某種具生

                                                 
6 Steiner, R. (1996). Waldorf Education and Anthroposophy 2. (N. P. Whittaker, & R. F. Lathe, & R. 
Everett, Trans.). (p. 27). Hudson: Anthroposophic. 
7 Ibid., (pp. 39~40). 
8 Ibid., (p. 31). 
9 Ibid., (p. 35). 
10 Ibid.,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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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並能變化的事物。若想把概念帶給孩子，我們須從盡可能多的觀點來描

繪，我們將不說「何謂獅子？獅子是如何如何。」相反的，我們將由不同

觀點描繪獅子——我們將徐徐教導和孩子一起生存的鮮活、生動概念。』
11要言之，理性不能單向發展，須能顧及意欲及情感，方為有品味的教育；

概念思維更奠基於感官活動，行之有效的教學方式佐證了人性要素的循序

發展。 
Waldorf學校目前雖如雨後春筍在世界各地成立，最可貴的，是 Steiner

於創校之初提出之以下見解：『我們總認為教育應涉及某種對人性絕對有

效之事。我們認為其必屬某種，可以說，絕對正確之事』，只要曾一度有

效，必將對各個時代、地域的人們有用，例如『其必也在中國、日本等國

度有效。』這種觀點和現代文化推崇普遍律則而抹殺特殊之風格實無分

別，故 Steiner又說：『此一現代人的妄念，亦即他們能設定某種絕對正確
之事，誠所有實在的最大敵人。』12人性發展儘管有脈絡可循，卻更交織

著時代、地域特性產生變異，不可將其抽離所處之特殊情境來談教育，否

則便又觸犯現代性弊病。故Waldorf學校無需強加移植和模仿，省察每個
民族自身狀況為首要之務。過去我國在採納他國教育措施時經常忽略文化

差異，導致許多良美的原初設計變得荒腔走板。補救之道，即吸納西學之

際亦正視自身文化，妥為將兩者結合成一有機整體，創造嶄新機制——如

前所述，這是一項精湛藝術——我國的文教發展，才有璀璨未來。 

 
11 Steiner, R. (1995). The Spirit of the Waldorf School. (R. F. Lathe, & N. P. Whittaker, Trans.). (pp. 
46~47). Hudson: Anthroposophic. 
12 Ibid., (p.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