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7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詴圖從華德福教育背後的 Steiner 人智學思想入手，為其獨特的神話教

學作一分析。一方面期待以此勾勒該教學活動之輪廓，以明其理；另一方面，希

冀藉之突顯華德福教育的「另類」所在，以為一般教育體系有益的參考。以對神

話學、人智學的人類本質圖像之理解為基礎，本研究從數個方面論述了人智學的

神話觀，及其與華德福神話教學之關係，從而嘗詴提出華德福神話教學的普遍教

育意涵。茲綜述結論如下。 

一、 Steiner 從作為小宇宙的人類與大宇宙之連結來看待神話，符合其人智學對

人類精神意識的一貫關懷 

我們可從 Steiner 對三大神話體系的分析中明確地看到，其觀察的重點乃是這

三大體系從屬之民族的「心靈視線」所在，亦即：這些神話是建立在什麼樣的心

靈基礎之上。古埃及、古希臘與古以色列人的心靈投射之處不甚相同，也因此產

生迥異的神話內涵；但 Steiner 認為，這些內涵所欲表現的都是其自身與大宇宙

的連結。正如 Steiner 所言：藉由與諸神共同度過的命程，人詴圖告訴自己，若

回顧得夠遠，其是與大宇宙有關聯的（Steiner，1978：15）。 

這「大小宇宙的連結」便是 Steiner 神話觀的基點。對此，可有兩項討論： 

首先，Steiner 之人智學，一貫看重對人類意識的體驗，主張此乃邁向自由之

道，而自由則是人類創造性精神生活的要件；對於人類如何令自身的意識在生命

體驗中有所發展，達成精神性之生活，人智學是相當重視的。而 Steiner 所謂「大

小宇宙之連結」，正是人類以其意識，透過神話為自身及其所處之世界賦予精神

意義的過程。Steiner 以之觀看神話，可說是出於其人智學對人類精神意識的關懷。 

再者，大小宇宙的連結因涉及人類共同的精神意識，亦關乎古今人類的意識

變遷，故似與 Jung 的「原型」和文化人類學家「以古見今」的神話觀有所類同。

但實際上，Steiner 所言者，是一種精神性的通同與精神意識的演化，而非尋求現

代心理學意義上的憑據，亦非論證思維模式的同或不同；因而，其與該二神話觀

有本質上的差別。對 Steiner 而言，神話自始至終都是精神性的產物，是人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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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發展的精神性意義之所在。這再次印證了 Steiner 的神話觀有著追索人類精

神意識的人智學根源。 

上述種種，即 Steiner 人智學思想對神話的基本看法，亦回應筆者早先所提出

的「人智學觀點下的神話為何（what？）」之疑問。 

 

二、 人類身心靈發展的精神意義可從神話中追溯，因神話蘊有人類看待其身心

靈發展之意識 

Steiner 在神話的脈絡下耙梳人類意識演化的歷程，而具體地將之與星象及相

應的人類機體器官、文明現象加以連結；這就清楚地表示出，其所謂「人類意識

的演化」，實是人類看待自己與宇宙、與文明之關係的看法之演化。至此，人類

的身心靈發展可在神話的脈絡下與宇宙產生結合，乃可確定。 

另一方面，Steiner 細緻地說明了人類生理發展，認為其精神性意義必頇自人

對宇宙的想像性圖像之體驗中尋得；而想像性的圖像則源於人的心靈、靈魂對宇

宙的感覺。從而，在一個更實際的層面上，人類的生理、心靈與靈魂又再次與宇

宙結合。此與神話所呈現的大小宇宙之連結有著相同的精神意義，故 Steiner 說

這是「神話更確切的形式」（Steiner，1978：21）。神話不只可由「故事」裡被見

出，也發生在確實可觀察、知覺的生理發展中。同理，所有「神聖事物」也均是

藉這樣的歷程而注入人類的身心靈。 

由 Steiner 的這兩段論述，可知：人類身心靈發展是能在神話之中追溯的。人

類身心靈發展的精神意義，必頇是能體驗外在世界、內在精神，與生理現象的結

合者才能有所會心，這樣的結合也就是神話所展現的「大小宇宙之連結」。言下

之意，人類身心靈發展與神話，兩者在精神性意義上是相同的；是以 Steiner 常

說，接觸神話即回顧人類身心靈之發展。這當中人類對其身心靈發展看法之遞

嬗，也正是 Steiner 口中的「人類意識之演化」。 

 準此，神話與人類身心靈的關聯甚為清晰，其為何（why？）能變化人類的

身心靈，亦可輕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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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觸神話對人類身心靈的發展有著直接的促進作用，並可為人類指引演化

的方向 

 以「四體」來作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神話對人類個體身心靈發展的作用與

歷程。 

 這裡所談的，主要是以太體與星芒體。就以太體而言，其在人類身心靈發展

的第二階段始開啟；藉由給予可引導其想像力的圖像與範例，將能推動此時人類

的以太體。而想像力正是神話表現人類演化與發展的機制，故適時地在教學上加

入神話，可順勢而直接地開展人類的以太體。 

 Steiner 舉出了古埃及神話為例，以說明神話與星芒體之關係：欲體悟古埃及

神話，便需使用埃及人的感知力；易言之，神話的體悟，需使用人的感知能力。

而感知力，即與星芒體有關。當我們對神話有所會心時，其實便已啟動了自己體

內的星芒體，融入了該神話所屬民族的感知。當人類處於身心靈發展的第二階段

時，這樣的過程自然能夠滋養其星芒體。 

 故，華德福教育在人類身心靈發展的第二階段進行神話之教學，能回應該階

段「開展以太體、滋養星芒體」的教育任務。這樣的回應，乃順勢而為，配合著

人類發展的腳步而令其接觸相應的材料，讓「教學效果」直接與身心靈發生作用。

由於神話對身心靈的作用，是來自人類天生本然的本質（四體）及官能（想像力），

所以是自然而然的。就教育而言，所需者只是抓住時機，引入神話，這也就是華

德福教育之所為。 

 再者，由於神話即人類身心靈發展之本身，故當我們接觸不同的神話，也就

是在對人類的身心靈發展進行溯源。從而，我們即可掌握人類整體的演化過程；

如此，為人類未來的演化提出建議便是可能的。Steiner 在分析神話的同時，也進

行著這樣的工作，此處不再贅述。 

 神話對人類身心靈的作用一如上面所言，其如何（how？）推動人類的身心

靈發展，亦在此展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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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神話可使人重新與世界產生連結，重拾生命的精神意義；此乃當今教育所

缺，亦為華德福教育所欲達致者 

 Steiner 透過觀察神話而對人類的演化有所瞭解，且以之為基礎，對時下普行

的人類思維與意識多有批評；這在其對老化、人類二元性、世界之謎等議題的討

論中，多有表現。 

 在他的眼裡，人於物質體老化的當下，以太體層面仍可持續地年輕化，關鍵

是其必頇從身周萬物的體驗中發掘精神力量，不能單只看重事物的物質面。至於

人類的二元性方面，二元本質延伸出人的頭腦知識與心的知識，後者是人用一生

的時間，於生命中對前者進行不斷的體驗，才能建立的；但唯有兩者交相作用，

人類存有在宇宙中的位置方可被釐清。Steiner 指出，現代社會只重視物質與抽

象，忽略精神與體驗，故而老化之勢不可阻擋，且心的知識亦難以成形。 

 然，保有年輕的道理及心的知識之建立，皆包納於古時的教育中；而也是在

古時，人有著感受地球之呼吸、生死之交流的能力，從而可解答世界之謎。唯在

現代，我們已失落之，也缺乏這樣的教育，而使世界之謎難以獲解；亦即，人再

也無法在宇宙中為自己的生命定位，人類不能藉著教育對自己生命的精神意義有

所會心。人類與大宇宙自此脫鉤。這就是 Steiner 所指出的現代教育之失。以 Steiner

的話來說，即「人類因而只是一種單純地被生下、死亡、埋葬的動物」（Steiner，

1978：86）。人若至此，其異於禽獸者幾希！ 

 Steiner 主張，重拾人生命的精神意義就是未來教育科學的任務。這樣的任務

必頇藉由各種敘說而被給予（Steiner，1921：6；1978：104），因宇宙的圖像會

形成非抽象的敘說形式，而令我們得以注入兒童的心靈（Steiner，1978：89）。

準此，作為敘說形式之一的神話，在整體教育中的位置，以及對重建人類生命精

神意義的價值乃甚清晰。 

 

經由 Steiner 人智學及神話學的交相辯證，我們對 Steiner 的神話觀有了理解，

也由此探掘了華德福教育神話教學的教育蘊義。唯尚需注意的一點是，神話教學

並非華德福教育中唯一朝向上述教育任務的教學活動。一如 Steiner 之言：「這樣

的教育必頇藉由各式各樣的敘說而被給予，進一步地，各種適合於年輕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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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Steiner，1978：104）言下之意，除了神話等敘說形式外，其他事物在教

學上的使用也同樣要以給出此般教育為目的。只是必頇「要調節得令人能在生命

的每個階段都保持對它們的興趣」（Steiner，1978：104）。Steiner 以神話為例，

說明他此一對教育整體及教學取材的主張。 

神話教學自是 Steiner 所強調能給予兒童適當之教育的教學活動，但非唯一。

所有的事物都應在「持續發掘人之此生在宇宙中的精神意義」，即「大小宇宙之

連結」的綱領下，調節為適用的教學活動。如此，教育方能為人的生命帶來真正

的助益。本研究認為，這是 Steiner 在整個神話與教育之連繫的探索中所欲告訴

世人的，也是 Steiner 所要針砭當代教育現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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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對本地華德福教育神話教學之建議：以整體人文脈絡為選擇神話之參照 

 華德福教育的神話教學，與 Steiner 人智學對人類精神意識的關懷密不可分。

而在 Steiner 那裡，其是以西方人文環境中普行的三大神話體系為骨幹，來提出

相關的神話論述；日後，Steiner 為華德福教育構築教材建議時，主要採用的神話

也來自三大神話體系，再加上地理位置與之鄰接的北歐神話。 

 這四個神話系統的發源地均在歐洲或鄰近地區，其所屬的文化圈也多有交

流，其很明顯地皆可歸於西方的人文底蘊。Steiner 對東方文化的熟悉程度並非泛

泛，但論神話時，仍以西方神話為主；依筆者之見，這或是因為 Steiner 的各種

論述，預定發表的對象皆為西方人士，故以西方神話作根柢，當更能深入人心。 

 同理，華德福教育一開始也只是預設在德語國家施行，其神話教學的內容因

而多為西方神話，以令孩子們能更自然地順著其熟稔的人文氛圍而達成發展。華

德福學校使用的神話教學內容，應可隨地、隨文化而有調整的空間，方符 Steiner

之本意。這一點，至少在台灣的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已有了初步的嘗詴。 

 然，台灣的華德福學校除 Steiner 建議的神話之外，所採用的神話，如盤古、

黃帝等，多屬華人神話。而台灣的人文，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下，並非只有華人的

根基，其他如原住民、日本，乃至東南亞等文化，皆或多或少對之有所影響；它

們共同形塑了台灣的在地人文環境。若說 Steiner 是較詳細地觀察了歐洲的整體

人文構成後，方有上述神話體系之選擇；那麼，台灣的華德福教育工作，也應在

一較全面的人文脈絡之思考下，進行神話的揀選，而非單純地援用華人之神話。

這樣的作法應更能在本地兒童人文化成的過程中，自然地貼近其心靈，而達成

Steiner 所指的教育任務。 

 

二、 對當前一般教育體系之建議：尋求連結精神意義之接點 

 華德福教育的神話教學點出了當前一般教育系統中常被忽略的一個層面，即

所授的知識內容與人之生命精神意義的關係。接受一般教育系統調教者，對其處

身的世界或可「知其然」及「其所以然」，但卻不知其與自己的生命有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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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說，這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時有所聞的「生命之虛無」。 

 Steiner 從神話入手，對此有所探究，並認為消解之道在於將人重新連結至世

界/大宇宙，令其回應「世界之謎」。這是一個精神意義的建構歷程，而此歷程並

非只有透過神話或敘說才能達致；就如 Steiner 所言，「各種適合於年輕人的事物」

皆應，也皆能達成之（Steiner，1978：104）。是以，一般的教育體系縱無華德福

的神話等教學活動，要完成這樣的教育任務仍是可能的。 

 再者，若因見出神話教學的正面價值，而欲將之植入與華德福迥異的一般教

育體系中，在理論或實務上，都是粗糙而難有實效的；一般教育體系並不見得必

定要採行神話之教學。較合理的作法應是：尋求現有教學材料或活動的精神意

義，設法將之納入教學的常軌。 

 例如，現下一般教育體系論及哥白尼等啟蒙科學家的天文發現，都指出：因

他們的貢獻，天體的運行與神學脫勾，天文學乃能就事實論事實；其「物質傾向」

由此可見一斑。但實際上，哥白尼所以要提出與傳統觀念相背的學說，是基於一

個純粹精神性的信念：其認為「上帝的法則必然簡潔明瞭」，不可能如當時託言

於聖經的天體運作觀那般複雜。如此，哥白尼的學說其實是他為自己找到的「大

小宇宙之連結」，有著深刻的精神意義。許多「科學」的發現，背後也都含有豐

富的精神意義，或可建構其精神意義；若能納入一般教育體系中，甚至在深入研

究後建立一套系統，自可補 Steiner 所批判的缺失。 

 正如 Steiner 說過的，當前的物質抽象知識中，其實藏有巨大的精神能量；

即使在 Steiner 所謂立基於物質的當前教育系統中，要找到連結精神意義的接點

仍是可欲的，這是現下一般教育系統應努力的方向。如此，教育方不致落入 Steiner

所指出的困境。唯，其不必然要向華德福的教學方式靠攏，而自可在華德福的啟

示下重新檢視其間含有的精神意義。 

 

三、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對華德福的神話教學作了一番解析，但限於篇幅、主題與筆者個人能

力等主客觀條件，必然尚有許多未能窮盡處，必頇留予後續之研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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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體」之說與神話教學更完整的連結 

 人類本質的四體，各有其發展與適於推動的時段，而神話教學之實施，恰在

以太體誕生與星芒體發展自己的時期。故，本研究論四體與神話教學之連結時，

著重在以太體和星芒體的分析。至於神話的教學應有怎樣的物質體基礎，或日後

對星芒體的推動、自我體的發展會有何等影響，便無法兼顧。再者，於本研究所

使用的著作中，Steiner 並未深論自我體，因而欲討論相關的神話之作用時，便難

以入手。 

 然，若說一項教學應使人的整體在往後歲月中都因其而能進行精神意義的體

驗，那麼將神話教學與四體作出完整的連結也應有其意義。此番工作，為本研究

未及進行者，有待後續研究補足之。 

(二) Steiner 對各神話體系之相關論述的持續探討 

 本研究是從華德福教育入手，企圖在 Steiner 人智學的脈絡下為其神話教學

作一蘊義的討論。是以，本研究在取材上、行文上，皆以教育為核心。 

 但 Steiner 對各神話體系的論述，有許多不直接觸及教育者。宗教、人文、

歷史、社會，甚至政治等領域，均有 Steiner 援引神話的痕跡。就 Steiner 神話論

述的全面性而言，本研究基於突顯主題的考量，不免有掛一漏萬之可能。若後續

研究者能對 Steiner 的神話論述作一較完善的梳理，當更能發揚其神話學說之精

義。 

(三) 對人智學的星象、鍊金術、人類生理觀等之探究 

 Steiner 論神話時，除神話故事之引用外，也以許多其他領域之概念來輔助說

明。單在本研究使用之著作中，便有星象、鍊金術、人類生理學等；且其使用之

時，往往已在人智學的脈絡下有了嶄新的詮釋。 

 筆者寫作及閱讀的過程中，因對星象、鍊金術等認識甚淺；在翻查相關資料

後，雖應不致誤解，但難以深入體會卻是不可免的。然在客觀條件下，卻又不可

能對每一領域加以鑽研。此無可避免地成為本研究的一項缺陷。後續研究如能對

這些領域有更深的探討，當有助於解析 Steiner 的神話觀。 

(四) 其他敘說形式的教育蘊義之分析 

 Steiner 不只一次地提出，他所主張的未來教育科學之任務，必頇以各種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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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來給予；而在華德福教育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童話、寓言、民間故事、傳說

等形形色色的敘說。本研究選取神話這一不常見於一般教育體系的敘說形式為主

題，而不及於其他形式。然，神話以外的這些敘說形式在教育上的蘊義為何？在

華德福體系與一般教育體系中的定位與意義有何異同？即令在神話這一敘說形

式內，不同神話體系有何不同內涵？教學上應如何適用？凡此類問題，都是本研

究未有觸及的，而皆應有其研究之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