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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研究背景 

1994 年的四一○教改運動，為台灣的教育生態帶來演進的契機。在政府方

面，日後被統稱為「教育鬆綁」的種種政策和法規開始研議或推行；在民間方面，

大眾慢慢發現，以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諸多教育觀念1，其實都有商榷的空間。

教育自此成為社會輿論議題，民間自發性的教育活動也日益蓬勃。 

 此處所謂民間自發者，並非單指私人興學，或者由民間發起的法規研訂等體

制內行為，也指體制外、理念本位的教育活動；如在家教育的興起、社區大學的

發展，以及與本研究有關的另類教育。 

 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泛指一般政府官方教育體制以外的學校或

教育系統。另類教育所以「另類」，乃因其不囿於一般思維，而自有獨特的論述

（Mintz, 1994：xi）。「另類」非指顛覆、混亂，而毋寧是「差異」：以異於體制

內教育的思路，提示教育實踐的「另一種」可能。另類教育不附和一般教育預設，

故姿態萬千；從社會演化觀點看來，其蘊含的多元變異有助於教育的持續發展，

足以為改革之參考。事實上，歐美國家教育之進步，受惠於另類教育與學校甚多，

乃熟悉西方教育史者的共識（馮朝霖，2004）2。 

 近年來，台灣出現許多另類學校。有獨立運作的學校如森林小學、全人中學、

沙卡學校等，也有與政府形成公辦民營關係的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人文中小

                                                           
1
 美國學者 Mintz 曾經歸納一般社會觀念對教育的預設如下（Mintz, 1994：24- 27）： 

1. 教育被徹底視為政治事務。即，國家有監督教育政策與課程的合法權力。 

2. 教育的第一要務是確保國家存續的可能性。 

3. 教育最主要的關懷應是國家的經濟成長。 

4. 教育者應該是控制學生與管理學習歷程的專家。 

5. 唯一正當的知識是實證性、分析性、智性（intellectual）、功效性的。 

Mintz 的主張當然不可能涵括社會上所有的教育觀，但亦如實地呈現出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教育

預設。 
2
 如福祿貝爾（Friedrich Froebel, 1782-1852）的幼兒園、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

的兒童之家，在草創當時，不可不謂「另類」，然影響後世甚深。此即為教育發展受惠於另類教

育之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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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這些學校皆有其理念，甚至涉及龐大的哲學體系3。理論與實踐之相輔相成，

本是良好教育活動的要件；對於以理念為動力的另類教育實踐來說，理論的探索

更是不能偏廢。然睽諸台灣當前另類學校之實踐，有時確可見到只務教學，而缺

乏理論研究的現象。其原因，或由於教學事繁而無暇深思，或由於營運時短而未

及研究；但無論如何，這對另類教育絕非好事：外顯的課程、教學欠缺內在的理

論體認，將難以避免流於形式而失去「另類」的力量。易言之，另類教育實踐若

至此，即淪為「為另類而另類」。 

 如目前隨處可見的「蒙特梭利」學校，有許多是利用蒙特梭利之名，掛羊頭

賣狗肉，或純粹照搬蒙氏教學；兩者均未深究蒙氏廣博的思想內涵。前者藉另類

之名牟利而罔顧教育，無庸贅言。後者雖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了蒙氏教學，卻也使

之成為空殼；若在未經反思之下，實施特定的教學法而斷然排除其他教育可能，

固違背另類教育本意，且無異於一般教育體系中特定預設居宰制地位的情況，亦

阻斷了教育演進。沒有思想、理念奧援的另類教育，非但不是「另一種教育可能」，

更成為「另一種宰制可能」。 

缺乏理論探究，除導致上述「另類危機」外，也可能造成社會大眾對另類教

育的疑慮。詴想，另類教育的理念既和一般教育觀不同，若無充足的理論研究背

景以與主流教育觀、教育理論交流，又要如何令人接受？另類教育的理論研究，

因而兼有「向內深耕」與「往外推展」的雙重意義。 

 

二、 研究動機 

（一） 另類中的另類：華德福教育的特殊性 

當然，獻身於另類教育的有識之士們也多對上述危機有所意識，致力於理論

探討者亦不在少數。但兼具哲學思想根基與系統化研究組織的另類教育體系仍不

多見，華德福教育可說是其中佼佼者：目前華德福教育體系在世界各地約有一千

七百多所幼兒園、八百七十多所各級學校、六十多所教師培訓中心、五百多家

矯治機構與研究中心。其龐大的體系、獨特的課程，皆令世界矚目，聯合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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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森林小學本其對兒童人權與自由的堅持而奮鬥不輟，蒙特梭利、華德福等具一定規模的另類

教育系統，有完整的思想體系，其他另類學校也各擁獨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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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文組織（UNESCO）更曾在 1994 年於日內瓦為其舉辦特展4。 

提起另類學校，人們常聯想到「開放式課程」、「兒童中心」等概念，這也的

確是許多另類學校的共通點。但華德福學校不同：其根據奧國思想家 Rudolf 

Steiner (1861-1925)的人智學(Anthroposophie)而創設，在兒童計畫或選擇自己的

活動之意義上，算不得是「兒童中心」的；華德福學校的環境是依照施教者對兒

童智性、情緒與精神需求的感知（sensitivity）而建構（Mintz Ed., 1994：23）。

這也是為什麼華德福教育必頇有系統化研究的原因：既然教學與兒童的發展需求

兩者密不可分，則唯有進行縝密的研究方能支持其精細課程。 

可以說，華德福教育在另類教育裡也是很「另類」的。它與一般人印象中的

另類學校圖像不太相同，甚至在很多地方是「傳統」的；例如，它對尊重自然、

人際和諧、萬物一體等被視為傳統的價值非常堅持。然而，它也是前衛的，在

1919 年創校之時，便已站穩了自由、反教條、反競爭等立場，至今不變。這樣

的特殊性，令華德福即使在另類教育學校漸增的今天，也能持續吸引人們的目

光；且，筆者認為，這「另類中的另類」，正是華德福教育值得我們關注與研究

的重要原因。 

然，如此的特色卻也可能對華德福教育的推行造成負面影響。如前述，另類

教育以其獨特的理念，往往難與「主流」的教育觀銜接，故常造成社會大眾的疑

慮。華德福教育既難以避開這種大環境的影響，而尌願意接觸另類教育的少數人

來說，華德福教育又和他們對另類教育的初步認知不甚相似；因而，華德福教育

的推廣竟反可能受累於其獨有的特色！ 

華德福教育當然不能為求其推展便迎合外界的期待，唯有加深研究方是突破

障礙的積極作法。依筆者之見，尌理論基礎的研究來說，思想、理念的探討固然

必頇著墨，但教學實務的面向也不可偏廢：畢竟，教學活動才是大眾最先注目的

地方，也是真正與學生接觸的地方。 

遺憾的是，華德福教育雖自有研究組織，但其對台灣尚無明顯助益，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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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德福教育以其規模，在德語地區已可與一般教育體系分庭抗禮；是以近來該地區亦有部分意

見認為，其不宜再歸於「另類」，而實已成「主流」之一。與華德福體系情況類似者還有源出義

大利的蒙特梭利教育。唯以現下台灣的情勢而言，華德福尚屬另類無疑，筆者亦是藉此認識之，

故本研究仍在另類的脈絡下論華德福教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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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理論研究亦未具規模。目前國內以華德福教育理論或思想為主題之博碩士

論文，經查僅有兩篇5：一為 1998 年政治大學教研所王茜瑩的《Rudolf Steiner

幼兒教育思想之研究》，一為 2006 年臺中教育大學國教所蘇鈺楠的《斯泰納《人

類經驗的基礎》教育涵義研究》。相關研究既少，且前者側重幼兒教育之討論，

後者旨在探索 Steiner 思想的整體教育意涵；至於華德福教育的教學活動，如何、

為何而建構，並非討論的重點。可知，華德福教學實踐背後隱含之理論蘊義的研

究付之闕如，這顯然不利於華德福教育之推展。故筆者不揣淺陋，欲對華德福實

際教學活動進行理論背景的探討。這是筆者研究動機的一個部分。 

（二） 神話在教育活動中的使用 

筆者研究動機的另一部分來自個人經驗。 

在研習教育的數年期間，筆者參觀的學校、接觸的課程，已有相當數量。由

於個人以中文為雙主修領域，在觀察這些學校、課程之時，自然而然地便常將焦

點放在其語文科教學上。 

這當中有一個現象引起筆者的注意。在語文課程中，使用各式各樣的「故事」

為教學素材，是很普遍的，而故事的種類也堪稱多元；舉凡童話、民間故事、歷

史故事、寓言等常見的敘事類型，都可在課堂上發現，而社會大眾也多認可其作

為教材的適切性。唯獨有一種眾所周知的敘事種類，卻鮮見於正式課程，即「神

話」。針對神話而設計的課程固是少數，且回憶我們的受教經驗，似乎也不常在

課堂上聽老師向我們講述神話故事。 

洪菁菁（2003）曾研究神話在台灣原住民部落的教育應用；對於此等現象，

她推測或與華人世界的文化傳統有關。從早期的「子不語怪力亂神」到胡適稱神

話為「那些無所事事的人，躺在椰子樹下喃喃自語的白日夢」，文化界與教育界

對神話多抱持負面的評價（洪菁菁，2003：1）。換句話說，神話當中充斥不符現

實、託言鬼神之敘述，使其不受傳統文人青睞；如此，神話當然也尌很難在華人

世界的教育系統中佔得一席之地。相對地，在西方社會的傳統中，神話的價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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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與華德福教育相關的博碩士論文，原已不多，其中有數篇是只以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為個

案，主題則為公辦民營（如：佛光人文社會管理學院管理研究所游宏隆的《公辦民營學校治理之

研究：以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小學為例》）或家長選擇權（如：政治大學幼教所王雅惠的《覺醒

與爭權的社會行動：另類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之個案研究》）等，並未直接涉及華德福教育

的理論或思想。真正以討論華德福教育之理論為核心者，應僅有此處所引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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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肯定或至少是被討論的。如：柏拉圖的《對話錄》便曾描述蘇格拉底與友人

Phaedrus 談論神話，蘇氏言談間便暗示神話可以是反思人類意義的媒介；人們不

應以神話不符歷史即橫加貶抑，或將之遷尌於科學知識以求其情節的「合理化」，

這樣的企圖只會抹煞神話的真義（關永中，1997：2）。 

故，並非神話本身的「怪力亂神」令其難登教育殿堂；神話所以鮮少出現在

我們的教育環境中，可以說是出於一種文化慣性。認清這一點後，對於神話能否

如其他常見的故事型態那樣地具有教育意義，應可給予正面的回應。然而，這畢

竟只是一種論理上的肯定。至於神話是不是真能發揮教育的功能、如何發揮教育

功能，從目前台灣體制內的教育活動中，是難以考察的。 

但，體制內未有的教育活動，不代表尌無研究的對象。正如前述，另類教育

往往可在這一方面，作為體制內教育有益的參照。神話用作教學素材，恰恰是華

德福教育的一個特點。 

在此必頇說明的是，雖說華德福教育有意識地採用神話作為教材的行為有其

特色，但尌華德福教育內部而言，「神話」並非一個獨立的「科目」。易言之，華

德福教育的課程中，沒有「神話」這一個科目。神話在華德福教育中，屬於語文

主課程的一部分；而語文主課程也包含其他的故事類型，如童話、傳奇等等。 

唯，童話等故事類型，在一般教育體制內亦甚常見，而神話則不然。因此，

若能細細分析華德福教育的神話教學，一方面固然可明瞭神話的教育意義、回應

筆者對神話作為教學之一環的思考，另一方面更可藉此見出華德福的「另類」所

在。蓋，同為語文教學，何以體制內教育少見神話，而華德福教育有意識地採用

神話？以之作為切入點，當能有效地突顯出華德福教育所展現的「另一種教育可

能」，亦即呈現華德福的另類意義所在。 

 綜上所述，筆者是從對另類教育的觀察，肯定其理論研究之意義；進一步，

著眼於另類教育的推展，而認為理論之研究有必要自教學之實務入手。且基於對

神話的思考，以華德福教育的神話教學為筆者進行另類教育理論研究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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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華德福教育及其神話教學概述 

筆者基於上述理由而萌生研究華德福教育神話教學的理論蘊義之想法。而欲

進行該研究，自必先瞭解神話教學在華德福教育中的定位。 

華德福教育的一切教學活動，皆與人智學思想有關，而神話教學本身則隸屬

於語文主課程。以下，筆者將簡述人智學與華德福教育的關係，並說明華德福教

育的課程安排原則，再以這兩者為基礎，勾勒出神話教學在華德福教育中的位置。 

 

一、 華德福教育與人智學 

1919 年，Steiner 應企業家 Emil Molt 之邀，在德國 Stuttgart 為其經營的香菸

工廠設員工子弟學校。由於工廠名稱是”Waldorf-Astoria Zigarettenfabrik”，該校

乃命名為自由華德福學校（Freie Waldorfschule）；學校的理念基礎則是 Steiner

的「人智學」（Anthroposophie）。經過了九十年的發展，華德福目前已是全球最

大的另類教育體系。 

Steiner 從小便常有心靈體驗，能感受到超感官的事物。此等心靈體驗雖不為

他人理解，Steiner 仍私下進行心靈訓練，且認為這方面的知識可以當成一種「科

學」來研究，此即人智學的起點。故人智學是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體驗與研究

（Carlgren, 1986：12）。若從字源來分析，希臘字根的 Anthropos 意指「人」，Sophia

是「智慧」，故 Anthroposophie 可解為「有關人類智慧的學問」。總之，人智學是

關乎人類心靈及精神智慧的體驗與研究。 

1894 年 Steiner《自由哲學》（Die Philosophie der Freiheit）一書的出版，可

視為人智學發展之基；Steiner 在 1923 年的自傳中提到： 

 

我的自由哲學是基於體驗的，這些體驗是本身對人類意識的瞭解。自由被用

於意願之中；自由被體驗於感觸之中；自由被識予思考之中。為了達到這些，

生命不許可在思考中失去。（宣誠譯，1980：44）。 

 

是以，自由為人類創造性精神生活的基本條件，而對人類意識的瞭解與體驗是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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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由之道（倪鳴香，2003：23、2005：26）。故可說人智學的關懷為：通過體

驗與瞭解人類之意識以邁向自由，並進而達致更富創造性的精神生活。 

此外，人類可經由不同的範疇：藝術、宗教和科學、教育、醫學、農業、社

會工作、商業或其他來認知人智學（倪鳴香，2003：22-23），故可視這些學術領

域為通往人智學體驗的途徑，或其實踐方式之一；進一步地說，兩造間存在一種

雙向交互關係。 

以教育而言，華德福教育—即以人智學為根基之教育活動—為人智學對人類

精神世界之探索的一部分；但反過來說，人智學有賴華德福教育作為其體驗人類

精神的一道橋樑，或一種落實的方式。人智學與華德福教育既互為表裡，則欲鑽

研華德福教育，便需自人智學著手；故本研究將以 Steiner 人智學相關著作為主

要文獻。 

 

二、 華德福學校的課程安排 

華德福學校的課程安排，是以人智學的理念來決定其內容與結構的。 

（一） 課程內容方面，遵循「三段七年說」 

人智學認為，人的意識是週期性地發展，約七年為一階段，每個階段各有其

發展任務，學校的課程內容需符應之。 

第一階段是從出生後到換牙時（約當七歲），發展重點在平衡和健全身體，

構築靈魂在世界上的載體（即人類的身體）。此時，幼兒認為自己與周遭的事物

是統一體，世界對他來說是善的。因而學校的設計必頇非常講究，從教學用品到

教室佈置都要做到自然、和諧、溫馨，給予幼兒溫暖、安全和愛的感受。 

第二階段是換牙後到青春期。這段期間，兒童的「感覺」（feeling）發展相

當突出；人的意識已從環境中獨立出來，開始觀察外界，並透過感覺來學習，同

時也在尋找楷模與權威以供其追隨。華德福學校藉由藝術化的手段及藝術性課程

進行教學，以配合這時孩子細膩的情緒變化。 

第三階段約從青春期延伸到二十一歲，發展重點在於思想意識。兒童的心智

逐漸成熟，開始強烈地渴望探索真實的世界，並形成個人的判斷力、獨立思想與

抽象理想。針對這種求真的天性，華德福學校開設大量的自然科學課程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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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gren，1986：21；黃曉星，2002：3-7；倪鳴香，2003：23）。 

（二） 課程結構方面，配合人與自然的韻律 

基於人智學，華德福教育認為人和周遭的物質界與生命界都交相聯繫；每樣

人、事、物在孙宙中皆有其扮演的角色，且順著一個固定的規律彼此互動。華德

福學校因而特別看重一天的規律和四季的自然循環（劉禧琴、吳旻芬編譯，1997：

4），落實在課程上，則強調韻律、節奏、反覆，形成其獨有的課程結構。 

華德福學校的課程安排原則是「週期課程」（Epochenunterricht）：在某一較

長時段（週期）內只專注於單一主題的學習，俟達成特定目標或經過一段時間後，

再更換學習主題。經驗一再告訴我們：短期間內高強度、毫無間歇地學習，將使

成效降低；華德福教育拉長單一主題的學習時間，並在一個時段內只進行相同主

題的學習，除使學生能充份地體驗該主題外，亦可避免產生同時學習多種材料的

干擾效應。且同一主題在週期與週期間的區隔，賦予學生醞釀的空間：原先無法

領會的材料，經時間的沉澱和熟成，可能變得豁然開朗；當日後再接觸時，會有

更深入的領悟。 

在週期課程的原則下，有「主課程」（Hauptunterricht）和「副課程」之分。

前者如語文、數學、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等，每天上午固定進行二小時，且以同

樣的課程主題持續四週，由導師授課；後者含外語、手工、音樂、優律思美6等，

依每週的規律可有彈性調整，多在下午由專科教師帶領（Carlgren, 1986：37；馮

朝霖，2003：31；倪鳴香，2003：23-24、2005：26-27） 

上午對孩子來說是最容易用大腦工作的，因此將需要以認知、理解能力來進

行的科目安排在上午；至於下午，則排入需要規律反覆練習者。這種課程安排，

是依自然的韻律來分配作息（Carlgren, 1986：36）。 

在眾多課程之中，語文課程被認為是 Steiner 教育學的中心思想與課程支柱

（倪鳴香，2003：24、2005：27）。人透過和他者的互動才發現新的世界，且正

是基於語言的特殊性方可發展出「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倪鳴香，

2003：24）；Steiner 本人亦表示：「藉由語言，人建立其與同儕的關係；此等關

                                                           
6
 優律思美（Eurythmie）是一種結合語言、音樂、肢體動作的藝術形式，由 Steiner 在二十世紀

初始創。其以肢體表現我們發出聲音時內心的「意志表情」，可說是「看得見的語言」或「看得

見的旋律」（黃曉星，1998：66-67；倪鳴香，2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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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令他成為基本上透過人而與物質世界互相交流的精神生命之承載者。」

（Steiner，1921：5）語言是人類與精神生命和物質世界交流的基礎，故華德福

教育相當重視語文課程。華德福學校的神話教學，即語文課程教材的一部分。 

 

三、 神話在華德福教育課程中的定位 

那麼，究竟該如何在華德福教育的課程中定位神話？ 

欲回答這個問題，頇從語文課程的取材原則切入。傳統華德福學校中，語

文課程的材料來自整個人類史；這是因為人智學認為兒童的生命再現了人類精

神演化的過程，每一年均有不同的變化，故從人類精神意識演化的歷史對應兒

童發展的特質來決定語文課程的主題（馮朝霖，2004：12），以求課程素材能真

正切合兒童的發展。正如 Steiner 之言：「所謂的教育藝術，只能立基在對人類

的真實知識之上。」（Steiner, 1965:25）華德福教育深研人類（包括個體與整體）

的本質變化，再從中發掘恰當的課程素材。 

至於教學內容的呈現，是由教師把相關材料融會貫通後，以「口述文學」的

形式，用流暢的口語向學生述說。「說故事」乃成為語文課程的重要活動，從「故

事」的選擇，我們也尌能看出華德福怎樣思考相應階段兒童的身心靈發展。 

以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為例，其一到六年級採用的故事為7： 

1. 一年級：神以故事；自然寓言（特別是格林童話故事） 

2. 二年級：聖者的故事；佛經故事；伊索寓言；動物故事；愛爾蘭王之

子；西遊記等傳奇故事 

3. 三年級：中國創世神話；舊約聖經的創世紀英雄故事 

4. 四年級：北歐游牧民族（維京時期）的故事；中國黃帝至夏商時代故

事；夢幻時期的動物故事 

5. 五年級：中國夏商周農耕時代的文明誕生故事；古印度、波斯、巴比

倫、埃及、希臘等世界古文明的故事；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故事 

                                                           
7
 該課程資料綜合整理自馮朝霖等（2004），《在人智學與文化經驗的對話間開展：華德福教育

的課程轉化與家長參與的課程轉化》、倪鳴香等（2005），《虛實間的對話與邂逅：華德福教育

社群社會建置工程行動研究》與胡淑裕（2005），〈神話‧孩子‧我〉，《人哲》，7，24-32。

華德福學校之課程為貼近孩子需求，時有調整，然其架構仍大致固定；此處所引，應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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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六年級：中國探險故事；星星的故事；成語故事；中國古代傳奇故事

（秦漢三國）；古羅馬；新約聖經；台灣早期先民的傳奇故事 

從中可發現，「故事導向」的華德福語文課程，所包含的故事類型相當地多元；

除本研究核心所在的神話以外，舉凡童話、傳奇、歷史故事等常見的故事種類

皆囊括於其中。 

由此，可發現：如前述，神話並非華德福教育中的獨立科目，亦非語文主

課程的唯一內容。語文主課程是從人類的發展史中選取合適的故事來作為課

程，自不可能只有神話一項。 

 然而，神話在語文主課程中出現的頻率相當地高。二年級的聖者與佛經故

事已略有神話意味，三到五年級則接觸不同文化及類型的神話；六年級的星

星、新約聖經等，也與神話脫不了干係8。那麼，若說語文課程是依人類精神意

識的發展來取材，是否尌意味著在人類精神意識之發展過程中，神話是相當重

要且與其有緊密連結的一環？ 

 從上列神話的選擇與安排，確實可以看出兩者的應和關係。以三年級（約當

九歲）的孩子來說： 

 

九歲以前孩子的心靈狀態如置身天堂般的夢境，他們的意識與世界是渾然

一體。而九歲之後，…孩子對這世界探出觸角來，卻發現整個世界和以前

所感受的都不同了…孩子受到震驚而顯得無依無靠…這種對立的情緒與不

和諧的經驗常使孩子的情緒顯得混淆和焦慮不安（鄭意弘，2004：16）。 

有了這份考察以後，華德福教育再從人類發展史上出現過的神話裡挑選出合適

者。如：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便在此時為孩子準備了中國和舊約聖經中的創

世神話9，它們在本質上都保有來自天堂夢幻的色彩：這些神話中的人類雖已可

                                                           
8
 此處觀察主要是以慈心華德福學校為例，但將神話納入課程並非該校獨有，而為華德福教育普

遍的課程建議。如曾任 Sunbridge College 華德福師培機構主任的美國資深華德福教師 Eugene 

Schwartz 曾對華德福學校各年級提出課程建議，而其中關於神話的部分即與本文所列者類同；包

含：二年級的聖者故事、三年級的聖經、四年級的挪威（北歐）神話、五年級的各古代文明神話、

六年級的星辰故事（Schwartz, 2009）。 
9
 舊約創世神話是 Steiner 建議的三年級教材。除此之外，慈心華德福學校依指導老師 Benjamin 

Cherry 的意見，也採用華人較熟悉的中國神話，以貼近孩子文化經驗的神話作為他們神話課程的

起點（胡淑裕，2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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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決定並扛起責任，但常感無助，仍需上天的指引。正如三年級的孩子，行

動本質上雖已有成熟表現，但他們要面對與世界的分離感，重新發現自身對世

界的責任。師長對其行為清楚的規範，將令他們重新感受到確定性，幫助他們

建立信心（鄭意弘，2004：17-18）；此與神建立人類生活的時空、給予不可抗

拒的規範，並成為其精神歸屬的創世神話情節，恰相呼應。 

 四年級的北歐神話也同樣對此時兒童心靈的發展有正面作用：四年級的孩

子開始知覺到世界上的權威不只一個，甚至父母師長也會有相互矛盾的觀點，

人性的複雜自此進入孩子的意識。北歐神話裡諸神的衝突、黑暗與光明的對立

及兩者間難以釐清的界線，正與孩子的心靈狀態相契合。更且，北歐神話在正

反兩大勢力相互毀滅後所出現的新天地，可以帶給孩子強烈的心靈訊息：經過

不斷的努力，你會有更美好的未來（郭朝清，2003：14-16）。 

 五年級的埃及神話，藉當中的復活主題，令這時面臨青少年期「轉大人」關

頭的孩子可在潛移默化中期待人生新階段的「復活」。六年級孩子因為內分泌的

變化，身心都處於微妙的混亂中；羅馬神話與秦漢傳奇故事背後「大一統」的歷

史脈絡，能幫助他們達成內外的統一。以羅馬神話來說，其接續在五年級下學

期希臘神話木馬屠城記之後，特洛伊王子 Aeneas 出逃，輾轉建立國家，正是日

後強大的羅馬帝國之前身。神話人物歷經各種挑戰而後方能成尌偉業，一如孩

子必頇在諸多調適後才可逐漸邁向成人，因而能給他們情感的出口。而無論是

羅馬神話或秦漢故事，皆與真實的歷史交糅，學生便可順著神話的脈絡慢慢地

進入史實的學習；在心靈發展上，也有助孩子從夢幻的兒童世界過渡到真實的

成人生活（胡淑裕，2005：24-28）。 

 可知，華德福的神話課程除了適應兒童當下的心靈狀態外，也致力於引導

他們的成長，為他們構築了各發展階段間的橋樑。華德福教育的課程計劃，並

非為學習設立外在標的，而是真正以孩子為主體，讓課程來協助他們身心靈的

發展；單從神話課程的安排，我們已可明確地看出這一點。 

 

 至此，神話教學在華德福教育中的定位，已有初步的揭露。但這樣的觀

察，不過是對於華德福教育的神話教學活動有大致的理解罷了，我們只能從中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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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地認知到「華德福的神話教學是什麼（what）」。至於神話教學為何（why）、

如何（how）能達成其所欲的教學目標；或者，更根本的問題：華德福教育及其

根源的人智學，對神話的觀點究竟為何？這樣的觀點何以能引發實際的教學活

動？這些疑惑，並無法從其中得到解答。換句話說，在觀察了華德福的神話教學

後，進一步令筆者欲對其「神話觀」和「教育觀」之連結進行探索。 

 在作此探索前，筆者認為頇先釐清下列兩點： 

1. 「神話」的內涵為何？ 

當使用「神話」這個詞彙時，我們指的究竟是什麼？神話學的研究又如

何看待之？對這些問題的基本瞭解，在討論人智學的神話觀時，都是

必要的前提。 

2. 人智學是如何論述人類本質的？ 

人智學對人類本質之研究，構成了華德福特有的教育觀。故，一切對

華德福教學的研究，都要回歸到人類本質的層面，方能透徹。 

易言之，筆者認為，對於華德福的神話觀與教育觀之探討，必頇分別自這兩點

出發，以對之有較根本的掌握，其後方能論及兩者的連結，從而瞭解華德福教

育神話教學的蘊義。 

 上述兩點，將分別在第二、第三章中作詳細討論，並以之為基礎，於第四

章中分析人智學的神話觀及其與人類發展之關聯，再進一步於第五章中論述人

智學的神話觀和教育觀之連結，詴圖勾勒出華德福神話教學的輪廓，最後於第

六章中作出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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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範圍 

一、 研究目的 

總地來說，本研究意在探討華德福教育神話教學背後的理論蘊義，企圖從其

人智學的根源著手，論述神話教學的「應然」、「實然」與「所以然」，以供相關

教育工作者參考。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 瞭解 Steiner 人智學思想對神話的論述。 

2. 審視人智學角度下，神話與人類身心靈的關聯。 

3. 探討人智學思想中，神話對個體身心靈發展之作用與其間歷程。 

4. 分析並反思華德福教育神話教學之教育意涵。 

 

二、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主題乃華德福教育的神話教學之理論蘊義，首要之務自然是釐清華

德福教育背後的人智學思想對於神話的論述。 

關於這點，Steiner 曾在 1918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13 日之間，以神話與人類精

神演化為主題，在瑞士 Dornach 進行一系列演講，並於事後將講稿修訂，集結出

版；題為 Alte Mychen und ihre Bedeutung（英譯書名：Ancient Myths: Their Meaning 

and Connection with Evolution）。該演講集與本研究主題有直接關聯，筆者將以之

為骨幹，建構對 Steiner 神話觀的詮釋，並適時引用相關神話研究，冀能在交互

辯證中達成較佳的理解。 

相關神話研究的揀選，以前述各主要神話研究學派之代表人物的重點著作為

主，例如： 

Frazer, J. G. (1990). The golden bough :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 London and  

Basingstoke : Macmillan. 

Malinowski, B.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  

London : G. Routledge & S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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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inowski, B. (1948).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 and other essays. Garden City,  

N.Y. : Doubleday. 

Jung, C. G. (1968).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R. F. C. Hull,  

Tran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ung, C. G. (1969).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 7 (H. Read, M. Fordham, &  

G. Adler, Ed.).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Jung, C. G. (1969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 9(I & II) (H. Read, M.  

Fordham, & G. Adler, Ed.).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Levi-Strauss, C. (1963).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C. Jacobson & B. G. Schoepf,  

Trans). New York : Basic Books. 

Levi-Strauss, C. (1987). Anthropology and myth : lectures, 1951-1982 (R. Willis,  

Trans.). New York, NY, USA : Blackwell. 

Levi-Strauss, C. (1989). Myth and meaning. 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其次，人智學的神話觀亦與其人類本質圖像、教育觀有涉，故本研究之對象

也應包含這一類的文獻。Steiner 在創辦華德福學校前，曾在德國各地演講人類本

質與教育的關聯，並於 1909 年以論文形式發表為 Die Erziehung des Kindes vom 

Gesichtspunkt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 一書（英譯書名：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 

in the Light of Anthroposophy）；該書可說是 Steiner 在人類本質與教育的相關著述

中，最早也最基礎者。本研究將以其中觀點來與人智學的神話觀進行對照，再印

證於 Steiner 與人類本質、身心靈發展相關的著作，以追索人智學的神話觀、人

類本質圖像、教育觀三者的聯結。 

除此以外，本研究使用的 Steiner 相關著作主要如下： 

Steiner, Rudolf (1921). The Spiritual Guidance of Mankind. (H. Collison, Ed.)  

London : Anthroposop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Steiner, Rudolf (1988). The Child’s Changing Consciousness And Waldorf Pedagogy. 

(R. Everett, Trans.)London : Steiner Book Centre. 

Steiner, Rudolf (1989). Education And Modern Spiritual Life. New York : Garber 

Communication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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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er, Rudolf (1996b). The Foundations of Human Experience. (R. F. Lathe & N. P. 

Whittaker, Trans.) London : Steiner Book Centre. 

Steiner, Rudolf (2006). Christianity as Mystical Fact. (A. Welburn, Trans.) Great 

Barrington, Mass. : Steiner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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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重點放在華德福教育中的神話教學之理論蘊義，而非特定、單一華

德福學校的神話教學活動之解析，故重視相關文獻的分析，而非現場觀察；期從

文本中建構出華德福教育神話教學背後的理論基礎，以為教育工作者之參考。本

研究之進行，面臨大量教育文本之解讀，筆者因而擬採用「教育詮釋學」

（Pädagogische Hermeneutik）之方法。 

教育詮釋學方法是德國教育學家 H. Danner 所提出，以作為詮釋教育文本，

進而掌握教育真相之方法（梁福鎮，2000：230）。Danner 主張教育詮釋學方法

的運用有數個階段（梁福鎮，2000：230-231）： 

（一） 教育文本歷史的確定 

教育問題的產生往往有其歷史因素，這些因素不能孤立於歷史之外。唯有

透過歷史的追尋才能理解教育問題的來龍去脈。易言之，教育文本只有在具體

教育情境中才能被理解，故教育研究者必頇先確定教育文本的歷史，方可在歷

史的脈絡下理解之。 

（二） 教育文本意義的解釋 

使用三種方法來理解教育文本的內容： 

1. 預先準備的詮釋（Vorbereitende Interpretation） 

注意教育文本內容及資料來源，經由版本的檢查以確立其信度。教育

研究者在詮釋的當下，應對自身的「先前意見」（Vormeinung）、「先

前理解」（Vorständnis）、「先前知識」（Vorwissen）、「待答問題」

（Fragestellung）加以澄清，在其非常明確之後，才可進入文本一般意

義的詮釋，以確定文本的核心內容。 

2. 文本內在的詮釋（Teximmanente Interpretation） 

探究文本的語意和語法，運用「詮釋學循環」方法，尌文本整體與部分

的意義進行來回詮釋。並應用邏輯法則，初步劃分文本，以闡明其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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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互合作的詮釋（Koordinierende Interpretation） 

重視教育研究者對部分重要文本的理解，這些理解將有助於整體文本

的解釋。此時應注意的是，對文本作者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先前假定都

必頇儘可能地加以揭露，才能達到完全的理解。再者，必頇從具體情

境出發，不混淆文本作者和教育研究者的情境差異，才能有較好的理

解。 

（三） 教育文本假設的建構 

教育文本中含有的許多規範、價值，都是不能靠實證研究得到確證

的，而頇以詮釋學的方法詮釋其意義。教育詮釋學的方法可以建構眾多關

於這些規範或價值的假設，形成無數接近教育真相的詮釋。 

（四） 教育文本真相的理解 

當教育研究者經由教育文本歷史的確定、意義的詮釋，而建構出種種

假設後，可以對教育真相得到某些理解。但這些理解必頇在教育研究者不

斷的反省之下，方可令其適切地把握教育文本的意義、獲悉教育的真相。 

 

參照 Danner 的教育詮釋方法，本研究的具體進行步驟如下： 

1. 閱讀前列文獻，獲取重點的理解。此時的理解，以 Steiner 說明其神話

觀之 Ancient Myths 及陳述人智學的人類本質圖像和教育原則之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 兩部代表性文本為主。 

2. 以邏輯方法、語意分析、文法規則等，將文本的語詞逐一研究。 

3. 將文本的理解延伸到相關的重要神話學著作與 Steiner 其他作品上，分

析其語意、邏輯等。 

4. 運用教育詮釋學的方法提取各文本中的思想，並將之相互對照、辯

證，以深入理解之。 

5. 將各文本的思想依邏輯順序整理為若干部分，而成層次井然的理解。 

6. 將上述各部分理解化為文字表達，完成文本內容意義的詮釋。 

7. 反覆閱讀、理解各文本，不斷反省批判筆者之詮釋缺失，最後達成一

個無內在矛盾的綜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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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可歸結為以下三方面： 

（一） 語文能力的限制 

Steiner 之思想向來被認為相當艱澀，原已不易理解；且其著作多以德文行

世，對於德文能力有限之筆者而言，又加上一層隔膜。部份重要著作雖有英文或

中文譯本，但終究不如直接閱讀原著容易貼近 Steiner 本意，神話學相關著作亦

有同樣的問題。故筆者的語文能力可能使文獻詮釋發生障礙，此為研究限制之一。 

（二） 選取研究文獻的限制 

承上，限於語文能力，筆者只能以英文或中文譯本為研究資料，在研究文獻

的選取上乃有先天限制，不得不捨棄某些可能有助本研究之資料；對思想之通盤

理解而言，難免不利。 

（三） 研究方法上的類推限制 

本研究主要採用詮釋學方法。陳伯璋（1987：7）討論該方法在教育研究上

之應用，認為其可能因較側重特殊性及主體意義的理解，而難以建立普遍的通則

性知識。正如 Gadamer 所說：「詮釋學的反省限定在提供知識開放的機會，這種

機會沒有詮釋學的反省將無法被覺察。但詮釋學反省本身並不自己產生真理規

準。」（轉引自楊深坑，1988：141）。透過詮釋學的反省，認知的主體與客體不

斷地溝通與辯證，而知識尌在其間持續開展。知識的開展既有賴於溝通與辯證，

則在詮釋學方法下，便無法產生普遍的通則或規準；蓋「真理」其實是參與辯證

者的共識，自非普世皆然。 

言下之意，當採用詮釋學方法時，固然可對研究對象有深刻的理解，但該方

法對情境、歷史、辯證等層面的重視，使之難以產生通則，亦即無法類推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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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重要名詞辨析 

本研究所用之名詞，有部份概念既重要，且意義相互牽連者。茲將具有關聯

性的名詞並列，加以比較說明。除解釋其意義外，也有利於相似詞彙之辨析；在

交相對照中，可更清楚地呈現本研究名詞的涵意與使用。 

 

一、 華德福教育（Waldorfpädagogik）、華德福學校（Waldorfschule） 

華德福教育，如前所述，是一種「人智學的教育學」（Anthroposophische 

Pädagogik）；在 Steiner 的人智學根基上，培養個體身（body）、心（soul）、靈

（ spirit）三方面的整全發展。若更具體地說，尌像北美華德福學校協會

（AWSNA）10所言：華德福教育「奠基在對人類發展的深刻瞭解，而對應著成

長中兒童的需求」，其教師關注三個問題： 

1. 我們要如何在每個孩子內心奠定其自身學術專長之高層次內涵11？ 

2. 我們要如何激發對學術、工作、健全的自我覺醒之熱忱，以及對人類同胞

的關注與關切（interest and concern）、對世界的尊重？ 

3. 我們如何方能幫助學生在其生命中發現意義？ 

可知華德福教育是以對人類發展的理解為基礎，引導兒童之成長，協助其建立自

我生命的意義，並能融入所處的世界、意識到人及其內在生活的本質。而根據人

智學的觀點來回應這些教育要求，並設計完善教學活動加以落實的學校組織，便

是華德福學校。 

華德福教育有其設計精密的教學活動，然各地的華德福學校仍常順著人智學

原理，自行調整教學活動以適應學生需求。可知華德福教育縱有妥善的教學設

計，但並非必頇完全遵照特定課程標準，方可稱之。故筆者以「華德福教育」為

題，而非「華德福學校」；此乃意在包含一切合於人智學的教育活動，畢竟華德

福教育並非只能發生在華德福學校中。本研究行文中提及的「華德福教育」，指

以人智學為基礎的所有教育活動，而「華德福學校」則用在描述具體學校制度或

校園生活時。 

                                                           
10

 關於該協會，可參考網站：http://www.whywaldorfworks.org/04_AWSNA/index.asp 
11

 原文：How do we establish within each children his or her own high level of academic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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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智學（Anthroposophie）、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 

前已述及，Steiner 個人的超感覺體驗創生了人智學；而實際上，由於相信的

人不多，Steiner 對於向外界提起這方面的體驗，是較謹慎的。至 1900 年，他才

在小型社交圈的演講中談及；1902 年方公開他畢生志業：「以科學為基礎，尋找

研究心靈的新方法。」（Carlgren，1986：12）至於「人智學」一詞，在 1903 年

一場題為《從查拉圖斯特拉到尼釆：從最古老的東方時代到現在的世界觀說明人

類進化史或人智學》的演講裡，Steiner 始首次使用（宣誠，1980：56）12。人智

學一詞雖已出現，Steiner 有時也不使用，而以「精神科學」稱呼自己的思想13。 

「精神科學」是德語系國家的學術傳統，楊深坑考察精神科學的由來，歸納

為兩個源頭（楊深坑，2002：41-47）： 

1. 古希臘的倫理－政治科學傳統：古希臘城邦生活中，公共集會和法庭辯論

是維繫城邦的必要活動，政治學因此成為主導學術。而關注人及其行為的

倫理學，則附屬於政治學，兩者均為因應城邦共同生活而進行研究。 

2. 中世紀的自由七藝（Artes Liberales）：七藝中的「三學」（文法、修辭、

辯證）乃涉及語言的學科，而「四藝」（算術、幾何、天文、音樂）是涉

及數與物的科學。及後，三學成為中世紀大學文學院的骨幹；三學與四藝

之分，也預示了後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別。 

準此，楊深坑認為精神科學含括了當代社會科學與人文學。 

W. Dilthey（1833- 1911）在 1883 年出版《精神科學導論》，此後「精神科學」

一詞即成為德語系國家的學術用語。該書伊始，Dilthey 尌對「社會科學」、「文

化科學」、「道德科學」等詞做了批判，認為這些語彙都過於狹隘而無法涵括精神

或人為世界的整體研究。亦在該書中，Dilthey 把科學區分為自然科學和精神科

學：前者以自然為研究對象，採「解釋」（erklären）的方法進行研究，重視因果

                                                           
12

 宣誠把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譯作「薩拉蘇什特拉」，而人智學譯作「知人術」，筆者

將之重譯為現今常用詞彙。 
13

 如本研究使用的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 In The Light of Anthroposophy 一書，德文原名乃 Die 

Erziehung des Kindes vom Gesichtspunkt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意即「精神科學之視角下的兒童教

育」；英譯本以 Anthroposophy 取代 Geisteswissenschaft，中譯襲之。該書德文原版甚至到最後一

段才第一次出現「人智學」，其他段落皆使用「精神科學」。「精神科學」一詞，也散見 Steiner

其他著作。 



 

21 

關係；後者以人類為研究對象，使用「理解」（verstehen）的方法進行研究，強

調結構之聯繫（楊深坑，1988：133）。故精神科學是相對於自然科學的學問，

包含一切精神與人為世界的研究；當今的社會、人文等學問，自亦不外於精神

科學。 

總之，精神科學應可理解為關於人類意識與行為之學問；對照於前述人智學

的內涵，可說兩者有共同的研究關懷，無怪乎 Steiner 會以精神科學來指稱他的

人智學了。 

人智學與精神科學雖有共通處，但起源、發展等皆不盡相同；本研究主要參照

Steiner 的人智學，若有提及精神科學，亦為 Steiner 所述者，不另作精神科學專

門文獻的引用或鑽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