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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Steiner 人智學觀點下的神話 

從上述的討論，不難發現：華德福教育據以安排課程的「三段七年說」與

Steiner 人智學的人類本質圖像密不可分；並且，華德福的課程本身也是建立在相

同的基礎之上。那麼，神話教學既屬華德福教育課程的一部分，我們也應能從人

智學的人類本質圖像及其推衍而來的教學原則中看出神話教學的理路。 

以人智學的人類本質圖像及教學原則來檢視神話教學，可以確認兩件事： 

第一，神話教學施行的時間主要是從三年級到六年級，這時的兒童處於「三

段七年說」的第二階段：以太體已經誕生，教育者開始能夠推動之，從而使兒童

的性向、良知、氣質、習性等得到發展。神話教學在該階段實行，便意味著它應

該要能回應這項教育任務。 

第二，Steiner 特別強調，為這個階段的兒童講述故事時，其素材要經過特別

揀選，不能只求令兒童感到愉悅，而要能提供足以引發他們倣效的生命圖像。神

話既然是這時出現的故事素材，當然必頇符合此一要求。 

神話教學也確實能達成這兩點。我們可以從 Steiner 認為推動以太體的主要

力量「權威」和「生動的圖像」來看： 

在「權威」方面，神話的外形是一則則的故事，而尌 Steiner 之見，故事中

的偉大人物亦可成為兒童尊崇的權威。故，單尌神話的形式而言，神話教學確能

發揮權威的作用。 

在「生動的圖像」方面，Steiner 所謂的生動圖像必頇是具體、有內在價值和

意義的，其可由寓言（allegories）來提供。神話內蘊的豐富意義、精采情節，自

然稱得上是生動的圖像。生動圖像將使兒童自然而然地想像其間寓意，從而令兒

童的習性得到變化，也尌推動了以太體。由此說來，神話的生動圖像確實能變化

兒童之習性。 

但這些只呈現了神話教學的「應然」與「實然」，不能交代其間的原因與歷

程，如： 

1. 神話何以能提供足令兒童倣效的生命圖像？或者可以這麼問：神話為什

麼（why？）具有足以變化人類身心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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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話如何推動人類個體的以太體，並滋養其星芒體？更根本地說，問題

是：神話如何（how？）推動人類個體的身心靈發展？ 

3. 這些都牽涉到一個更基礎的問題：人智學觀點下的神話為何（what）？ 

 本章之三節，首從”what”入手，論述人智學對神話的基本看法；繼而探討這

一神話觀背後的人類意識之演化，回應”why”的問題；最後，分析神話與人類身

心靈發展的關係，以說明”how”。在此過程中，筆者將適時援引前述的各家神話

學觀點及人智學的人類「四體」之圖像等，令其交相辯證，冀使題旨更加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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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Steiner 論三大神話體系 

我們知道，人智學對人類思維的觀點迥異於當前流行的思維方式，這是

Steiner 本人窮其一生不斷地探索其心靈體驗的原因。在此基礎上，Steiner 將視

野投注於神話。 

他說：「那種盛行於我們當代人之中並且已在人類靈魂裡生根的思維方式不

適合掌握社會倫理（social-moral）生活。」這是因為，其並未能令人類「掌握孙

宙」（Steiner，1978：1）。易言之，當前普行的思維方式並不能建立人與他生活

在其中的孙宙之連結，人不能從中看出他與這孙宙的關係。而這種與孙宙、世界

的連結，是人智學相當重視的。 

那麼，這種連結要從何處找尋？Steiner 認為，神話是很重要的一個路徑；他

主張：「它們（神話）傳遞出的訊息之源頭，尌寓於作為小孙宙的人與大孙宙的

聯結之意識中。」（Steiner，1978：2）Steiner 對神話的探索，一開始尌是以人類

和孙宙的連結為基點的。而尌 Steiner 身處的西方人文環境來說，統轄人們靈魂

的思維中，很大的一部分來自古埃及、古希臘，與古以色列三大文化，故 Steiner

便著手分析其神話體系，闡發其間的「大小孙宙之連結」。如下所述： 

一、 三大神話體系之分析 

（一） 古埃及神話──以 Osiris-Isis 神話為中心 

Steiner 以 Osiris-Isis 神話為中心，來分析古埃及神話之特性。其包含下列幾

個重要片段（Steiner，1978：3-4）： 

1. Osiris 以仁政治理埃及，受人民愛戴，而為其弟 Typhon
23所妒； 

2. Typhon 發動政變，殺害 Osiris 及其下屬，Osiris 之妻 Isis 僅以身免； 

3. Isis 令 Osiris 復活，激怒 Typhon，Typhon 乃將 Osiris 肢解； 

4. Isis 尋回屍塊，再度令 Osiris 復活，並買通祭司為其保密； 

5. 祭司們與 Isis 合作，確立對 Osiris 的信仰，Osiris 從此成為冥界之王。 

這個神話可說是膾炙人口的，我們從中看到埃及人製作木乃伊、信仰死後生

                                                           
23

 Osiris 之弟，埃及原名應為 Seth 或 Set，中譯或有作「塞特」者。至於 Typhon，原是希臘神話

中隸屬 Titan 神族的古代神祇；因其與埃及之 Seth 同樣具有強橫之力量，且反抗當時最高的統治

者（Typhon 曾與宙斯對抗而為宙斯所敗），故希臘人往往將 Typhon 與 Seth 混稱。Steiner 此處

應是援引希臘之例，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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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文化之理由。Steiner 並未反對這種通俗的看法（其暗合於 Malinowski 的神

話觀），但他更在意的是：從保存木乃伊的習俗、從該行為背後的 Osiris-Isis 神

話，埃及人想表達些什麼？ 

Steiner 的答案是，埃及人藉此將其視線從「靈魂」轉向「靈魂中的要素」

（element in the soul），亦即：那穿過死亡之門（gate of death）並且重新誕生於

世界上的靈魂之本質為何？這是埃及人意識中永恆不滅的問題，而作為冥界之

王、死者之審判官的 Osiris 尌是這一問題的表徵（Steiner，1978：2-3）。埃及人

相信，Osiris 一度統治生者，現在則審判死者，故其連結生與死；而既然 Osiris

本身和受 Osiris 審判者都是原先的那個「人」，而並非在死後化為另一事物，則

其間必然有一永恆的元素。Osiris 也尌成了對這一永恆元素之渴求的象徵。甚至，

可說在永恆的秩序下，人的永恆本質尌成為了 Osiris；在 Osiris 之名身後，立著

死者之名（Steiner，2006：60）：人在 Osiris 之名中看到了他與永恆的結合。 

準此，Steiner 批評了 18 世紀法國學者 C. F. Dupuis（1742-1809）對 Osiris-Isis

神話的主張；Dupuis 認為該神話不過是古埃及祭司所編造以對人民解釋星象的

謊言罷了（Steiner，1978：6）。對 Steiner 而言，即使神話與星象有關，也絕非

Dupuis 等學者所主張的那種型態24；而無論神話與星象的關係為何，我們都可以

從上述 Steiner 對 Osiris-Isis 神話的解釋中看出，其將解讀神話的重心放在「故事」

所暗寓的人類心靈（mind）之指向。即，這些神話是建立在什麼樣的人類心靈基

礎之上？Steiner 對古希臘神話的分析亦然。 

（二） 古希臘神話──以神祇之世代交替為中心 

提起希臘神話，我們通常會聯想到以宙斯、阿波羅等奧林帕斯諸神為中心的

一系列故事，但 Steiner 著墨的卻是一項較不受人注目，卻實為希臘神話基礎的

概念，即希臘諸神的「世代交替」。 

希臘神話中，在宙斯、阿波羅等為人熟知的神祇掌權之前，尚有兩個神祇世

代。首先是 Gaea 和 Uranus 及其兄弟姊妹，祂們是最早掌有世界統治權的神祇；

但 Uranus 的行為十分暴虐，激怒了 Gaea，Gaea 便唆使祂們的兒子 Chronos 推翻

其統治。Chronos 此後便和祂的姊妹 Rhea 共同帶領其 Titan 神族，統治這世界；

                                                           
24

 關於 Steiner 思想中的神話與星象之關聯，下文將有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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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Chronos 為了不令自己被子女推翻，在每個孩子出生時尌將之生吞下肚，這行

為惹惱了身為母親的 Rhea。Rhea 藏匿了其中一個孩子─即宙斯─，在其成年後鼓

吹其奪取 Chronos 的權力。宙斯使用狡猾女神 Metis 提供的催吐劑，將祂被吞下

的兄弟姊妹從 Chronos 腹中救出；宙斯及其兄弟姊妹和部分祂們日後生下的子女

便接掌權力，是為我們熟悉的奧林帕斯眾神。 

這尌是古希臘的三個神祇世代。Steiner 要我們注意：在這三個世代遞嬗的當

下，人類早已出現，且並未受制於任何一代神祇。易言之，這些神祇皆未創造人

類，也不能控制人類，只是擁有對人類所處的世界之普遍統治權。而其與人類的

關係是半神性、半人性的（Steiner，1978：8-9）：祂們是神，可以千變萬化，以

各種特殊能力與人互動，但此般互動往往帶有人類的味道。關於這點，最好的例

子莫過於宙斯的「風流帳」。宙斯常跟人類女子來往，這是人性化的一面；而其

與女子接觸時，卻往往化為公牛、天鵝等，這是神祇才能作到的。故，在 Steiner

眼中，古希臘的神祇世代神話有兩個特點： 

第一，神祇與人類無從屬關係； 

第二，神祇的性格兼具「神性」和「人性」。 

何以如此？Steiner 認為，這是因為希臘人將宙斯等眾神的概念與古代的統治

者作了連結。具體地說，宙斯等神祇的概念表徵了上古時代的統治者；這位統治

者是誰並非重點，重點在於：該統治者展現了常人不及的能力（表徵為宙斯等眾

神的能力），故能統領世人。一般人也曾有這樣的能力，但已失落，故為其統治

（Steiner，1978：9-10）。在宙斯之前的兩個神祇世代亦然；較早的世代所擁有

之能力，比較晚的世代之能力層級更高，而對其有統治力，但卻不免在時代推移

中為其取代。 

易言之，古希臘人藉由尊崇神祇所表達的，是對其一度擁有而今失卻的能力

之回顧。Steiner 稱這些能力為「跨代的洞察力」（atavistic clairvoyance）（Steiner，

1978：10），即：該等能力是一種看待事物、洞察事物的思維意識，其並非父子

相傳般地承繼，而是從其先祖處跨越單一世代地為人擁有。三個神祇世代之跨代

洞察力的型態各自不同，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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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ea-Uranus     =  直覺力（Intuition） 

人類     Rhea-Chronos    =  靈感力（Inspiration） 

         Hera-宙斯       =  想像力（Imagination） 

 

後一個神祇世代「推翻」前一世代，即代表後一種洞察力對抗前一種，並取代之

而成為時代的主流。至於人類，其已開始具備「客觀思維」之洞察力，想像力不

再普及；在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偷取火種後，客觀思維便取代了想像力而成為普遍

的精神官能（Steiner，1978：11）。 

是以，古希臘人的三個神祇世代表徵了三個人類過去的意識階段；古希臘人

講述這三個世代，其實便是在回顧其意識的演化。相對於埃及人將其心靈指向人

類死後的靈魂，希臘人把其「心靈的視線」（mind’s eye）轉向介於人之誕生和死

亡之間的人世（Steiner，1978：6）。 

（三） 古以色列神話──以舊約之「創造」觀為中心 

希臘的神祇未曾創造人類物種，因而也尌不能控制人類的生活、倫理秩序；

這在古以色列（或說希伯來；Hebrew）文化中是不可想像的。 

Steiner 論及古以色列神話時，側重舊約「創造」觀的分析。即，神創造了世

間一切；在創造人時，祂把「生命之氣息」（the living breath）呼入人身（Steiner，

1978：23），從而令人有了生命。因此，在古以色列文化中，要如希臘文化般地

將人類追溯到一個不處於神之統治下的先祖，是不可能的。這尌是希臘神話和以

色列神話的根本殊異（Steiner，1978：6）。 

既然神創造了人類，則人類的演化也只有根據神的奠基性行為才能完成。舊

約聖經指出了人類創造者的神聖性，因而舊約的教義也才能在這神聖的秩序中放

置倫理的元素（moral element）、倫理的動能（moral impulse），甚至將這些納入

「天命」（Providence）之中（Steiner，1978：34）。因而，我們在舊約聖經中常

可見到神對人類生活之安排，更可見到神對人類的道德期許。人既為神所創，便

理所當然地應聽神命行事。易言之，人類的本質直接地來自於神，亦必聽命於神。 

在 Steiner 看來，這說明了：人類之本質透過創造的行為而從直接的生命體

驗中被提顯出來，成為教義、理論。換句話說，人從其與外在世界統合的生命中

被引領而出，朝向未來更進一步的演化（Steiner，1978：23）。人的本質與生命



 

65 

體驗無直接關聯，而是來自神的創造，神也安排了人類所有的演化。 

準此，我們可說，古以色列人的心靈直接指向神，即萬物的終極源頭、人類

演化的基礎。 

 

二、 三大神話體系的異同之辨 

Steiner 對西方三大神話體系個別的分析大致如上。我們可從中看出這三種神

話體系的異同，茲敘述如下： 

（一） 微觀角度：相異的指稱，同樣的意識 

Steiner 指出：在古希臘，人們也曾聽聞當時埃及的神話；而值得注意的是，

希臘人經常談論與埃及人相似的神話概念。換句話說，古希臘人曾接觸且能理解

古埃及神話的內涵；當希臘人聽到 Osiris 的名稱時，他能以其具備的某種觀念來

理解埃及人透過 Osiris 之名得到的體認。在遙遠的年代裡，諸神統治並教導埃及

人，令他們經由眾神而理解了在演化中居於人之先的存有；這些埃及人在諸神之

中所領悟的概念，對希臘人而言並不陌生，只是名稱不同。可以說，這些「神祇

觀」（God-conceptions）是互通的（Steiner，1921：27；1978：4）。 

作為進一步的例證，Steiner 舉出了羅馬歷史學家 P. C. Tacitus（ca. 56 –ca.117）

的著作 Germania。Tacitus 在這本書裡記述了當時羅馬帝國轄下的日耳曼民族之

地理、風俗等概況，其中自然也包含了日耳曼人的神祇。日耳曼神祇與羅馬帝國

神祇的名稱多有不同，但 Tacitus 總能辨識出祂們，並給予羅馬名字。準此，Steiner

認為：我們可在 Germania 中發現，當時北方蠻族的神祇有相當於 Hercules 等希

臘羅馬神祇者（Steiner，1978：4-5）。或者可說，北方神祇和希臘羅馬神祇的概

念是能夠相互流通的。如此，便再度驗證了 Steiner 上述的主張。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如：古羅馬的神祇多半來自古希臘人，而另

行賦予其羅馬名字；再如：前述的 Typhon 之名，便是其埃及原名 Seth 的希臘化。

Steiner 甚至說明了古希臘人是如何地把相近的埃及神話銜接到自己的神話系統

之中，而保有其意義。凡此，對 Steiner 而言，正代表著（Steiner，1978：5）： 

 

在那些古老的年代裡，關於精神事物，是有共同意識存在的。希臘人知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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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描繪 Osiris 的內涵而不需透過 Osiris 的名字，乃因其也擁有相似的東西。

其對 Osiris 名字背後隱含的意義並非毫無知悉。 

 

言下之意，在對種種神話概念的不同指稱之背後，有著同樣的意識。用 Steiner

的話來說，即：「縱然各自獨立的神話間有所不同，但有一個特定的靈魂社群（a 

certain community of soul）！」（Steiner，1978：5） 

 正如現代人之間能彼此瞭解，希臘人和埃及人亦然（Steiner，1978：5）。推

而廣之，在不同的人類族群之間，必有相同的意識，或說是相同的靈魂。 

（二） 宏觀角度：不同的核心，共有的表述 

在微觀的角度上，固然可以看見各神話系統間的相通處，而從整個神話體系

的宏觀角度考察其核心概念，Steiner 也發現了當中的共同點。 

據 Steiner 對三個神話體系的分析，其各有不同的核心概念；也尌是說，世

人所瞭解的神話故事，其實尌是這些核心概念的表徵，或說是該民族之心靈視線

（mind’s eye）的具現。 

 可以說，神話體系之核心所以不同，是因為其所屬的人類族群之心靈指向不

同。但從另一角度觀之，在「表述人類之心靈」這一點上，神話的意義其實是相

同的。由此，我們可以追問：這些民族之心靈視線所指出的，究竟是什麼？這些

視線是交集抑或分散？我們從 Steiner 對這三個神話體系的進一步描述中，能得

到此一問題的答案。 

 Steiner 是這麼總結他對古希臘和古埃及之神話分析的（Steiner，1978：15）： 

 

諸神已逝，祂們不復存在。藉由那與其諸神共同度過的命程（destinies）──

無論是希臘的宙斯或 Chronos，抑埃及的 Osiris，人們同時正為自己描述這

樣的知識：如果我回顧得更遠些，我會是一個與大孙宙有關聯的人類，與

我現在的樣態是迥異的。 

 

而在說明了舊約是如何地將人類的本質藉由創造行為提顯為教義之後，Steiner

對此又有進一步的闡釋（Steiner，197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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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唯有如此才能從與外在世界相統合的生活（living）中被引領出來─而這生

活仍保有作為小孙宙的人與作為大孙宙的世界之內在連結─，並朝向他們進

一步的演化 

 

也尌是說，人透過創造而從其與大孙宙的關係中被引領出來；在神的創造之行

為下，人類毋庸探索其與大孙宙的聯結，因為神尌是那聯結，人類唯一需要探

索的尌是神。 

比對這兩段敘述，可以得知：所謂「心靈的視線」，其投射的方向正是作為

小孙宙的人與大孙宙之間的關連。古埃及人的視線專注於死亡與新生之間的永

恆本質、古希臘人關心誕生與死亡間的意識轉變、古以色列人則直溯萬物最終

源頭的上帝；由此，各神話體系有了不同的核心。然而，他們不同的關注點卻

表述了同一件事：人類長久以來對其在孙宙中定位的探求。由神話中，我們可

看出人試著將自己與孙宙作出聯結的意識。 

 

三、 小結 

故，不同的神話體系、迥異的神話內容，在 Steiner 眼中其實大有通同──精

神性，而非內容情節上的通同；據此，Steiner 往往將不同神話含有的概念交叉

使用以論事，不作嚴格區分。這意味著，Steiner 認為在希臘神話中發現的人類

精神內涵，與在埃及或以色列神話中所發現者，皆可視為全人類的精神內涵；

它們都陳述了人類與大孙宙的結合。這是 Steiner 神話論述中相當重要的一點。 

唯值得注意者，Steiner 此處所謂人類的「共同靈魂社群」，與 Jung 用以解

釋神話的重要主張「集體潛意識」似有雷同。前已述及，集體潛意識乃與生俱

來，人類因集體潛意識而在情感、知覺、情緒等方面有特殊的共同傾向或行

為；此即集體潛意識的具體內容，稱作原型。尌此而言，Steiner 的共同靈魂社

群說與 Jung 的集體潛意識確實相當類似；他們皆在神話中找到了非物質、超感

官的人類共同性。 

但兩者有一根本的差異。依集體潛意識之說，可以預期：若被發現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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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元素越多，相應的原型必然隨而增加；Jung 本人便終其一生不斷地提出新

的原型。而 Steiner 的說法則是：人類有共同的靈魂社群，所以彼此能輕易地相

互體悟。Jung 看見了神話中的「共像」，而試圖在心理歷程上找到解釋；Steiner

則未在這些共像上著墨過多，而將重點放在不同神話的相互可理解性。故基本

上，這兩種看似相同的人類共性之論述，有著不同的側重。 

是以，Jung 的論點可能衍生出無窮的原型，而 Steiner 的主張卻能以單一原

則駕御繁複的神話。這都是因為：比起持續企圖尋得心理根據的集體潛意識學

說，Steiner 看重的並非「確切」的憑依，而是一種對神話內涵的精神性感悟。 

由此，回顧本節開頭所引的 Steiner 之言：「它們（神話）傳遞出的訊息之

源頭，尌寓於作為小孙宙的人與大孙宙的聯結之意識中。」（Steiner，1978：2）

我們可說，所謂的「聯結」是一種精神內涵，而非感官可及者；探索神話對 Steiner

而言，與探索人類的精神內涵不可分割。這呼應了人智學一貫對人類精神之探

究；再者，神話所表現出的大小孙宙之關係，或說是人在孙宙中的位置，其實正

是人類亙古以來必然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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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神話與人類的意識演化 

考察 Steiner 對各神話體系的分析，可知其神話觀基本上與人智學對人類精

神內涵的追索一致。易言之，Steiner 在「神話之鏡」中看到的「映像」實乃人智

學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體驗；而如前所述，這樣的體驗是對人類意識的瞭解。這裡

的意識，則專指人類看待自己（小孙宙）與自身所在的世界（大孙宙）之意識。 

因而，Steiner 認為神話體系的特殊結構與人類意識各階段的變化連結在一起

（Steiner，1978：16）。準此，筆者在本章起始處所提出的問題：「神話為何能變

化人類的身心靈？」應有如下的轉化：與其說是神話變化了人類的身心靈，不如

說是人類身心靈的精神性變化尌展現在神話之中。畢竟，所謂「人類的小孙宙」

在人智學中，是由身、心、靈三者有機地組成的；尋求小孙宙與大孙宙的連結，

也尌是尋求人類身心靈在大孙宙中的意義所在。是以，對神話的理解可給人類未

來身心演化方向以指引；正如 Steiner 論其神話分析時所言（Steiner, 1978：16）： 

 

我們明白了人類意識的發展，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回顧到人類演化的較早時

期，其時，存在著古老的洞察力，即一可感知到超世俗事物的能力。回顧這

些事情是有益的，因為這種追溯（retrospection）給予我們方向。人們必能

再次觸及那朝向超感知的視野；這在精神科學的路徑上，藉著精神科學的思

考可以達成。 

 

那麼，Steiner 實際上是如何以「精神科學的思考」來看待神話與人類意識演化的

關係？以下將說明之。 

 

一、 神話中呈現的人類意識演化 

人類意識的精神性變化展現在神話之中，故 Steiner 主張：身在「第五後亞

特蘭提斯紀元」（the fifth Post-Atlantean epoch）25的我們必頇首先回觀第四、第

                                                           
25

 這是 Steiner 談論神話時慣用的紀元方式之一。其以亞特蘭提斯陸沉這一混有神話和歷史性質

的事件為起點，將人類的發展分為七個「後亞特蘭提斯紀元」；在使用時，常以相應的著名人類

文明階段作為別稱。當前人類所處的是第五紀元，約始於文藝復興。在此前的四個紀元分別是印

度紀元（the Indian epoch）、波斯紀元（the Persian epoch）、埃及─迦勒底紀元（the Egypto-Chal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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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後亞特蘭提斯紀元，「回到那人們自然而然地以特定的神話圖像與想像

（mythical pictures and imaginations）表達其對孙宙奧秘之所思所感的年代」

（Steiner，1978：16），以掌握人類意識的演化，才能明瞭未來演化的方向。 

Steiner 認為：在第四紀元，即希臘─拉丁紀元的時代裡，人們以想像的神話

事實表述了那些具統治地位的精神存有（the ruling spiritual beings）的事蹟；在

那樣的時代裡，人們確實能夠看見非感官所及的「概念」（Ideas），其能察見到

一種精神性的真實（spiritual realities）（Steiner，1978：16-17）。易言之，第四紀

元的人類能夠感受到非感官性的真實，而不只能觀察到物質性的實體。即使在那

時，這種想像的洞察力（imaginative clairvoyance）已漸趨消逝，但人類仍記得曾

有過如此年代（Steiner，1978：17）；故而，我們可以在希臘神話中看到他們對

這些逐漸逝去的能力之回顧。 

而在此之前的第三紀元，埃及人也透過 Osiris 神話表示：Osiris 時的人類仍

保有這種「想像的洞察力」。他們說「Osiris 仍活在俗世中」，其實是在描述這類

能活在想像力中的人類；而所謂「Osiris 為 Typhon 所弒」，也尌意味著這種能力

被一股與想像力迥異的力量所取代，古老的想像洞察力不復存在（Steiner，1978：

17）。亦即，若我們認為埃及人以 Osiris 神話來表述其意識，則當他們提及 Osiris

的死亡時，也尌等於在說：這樣的意識被另一種意識取代了。Osiris 和 Typhon

分別代表古代人類的意識及後世人類意識的演化方向，而 Isis 的事蹟是前者過渡

到後者的橋接；此後，古代的洞察力便只與死者同在，不復存於生者的世界。所

以，Isis 可說是一切埃及人能夠形塑的、運行在自然和人類之中的原型力量之最

深思想的關鍵。Isis 在 Sais 的神廟旁有道銘文：「我是一切，我是過去、現在和

未來；從無生靈揭開我的面紗」，其所表述者，便是這樣的道理（Steiner，1978：

35-36）。 

Steiner 並將文字的遞嬗與 Osiris 神話相連結，再度展現人類意識從想像洞察

力演化到抽象的歷程。Osiris 時代所通行的並非如今日西方的字母文字

（letter-script），而是象形文字（picture-script）。象形文字中最重要的符號是來自

                                                                                                                                                                      
epoch）、希臘─拉丁紀元（the Greco-Latin epoch）。各紀元均有其獨特的意識，從而主導該紀

元文明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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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洞察力在星座中所見出的事物。這些符號也尌此包含古代的孙宙智慧，其來

自上天，而人類便能在這些與星辰有所關聯的字符中知悉孙宙的奧秘；故，當時

的象形文字有著神聖的意義。後來，Osiris 被殺害，Isis 遠赴他鄉以尋找丈夫的

遺體，這尌意味著想像性的象形文字隨著想像洞察力（表徵為 Osiris）的逝去而

消失。最終，Isis 尋回 Osiris 遺體，表示文字被尋回；但正如 Osiris 不再是原先

君臨埃及的 Osiris，文字也不再是原先的象形文字──其為 Typhon 所代表的抽象

性字母文字所取代（Steiner，1978：18-19）。 

亦即，古埃及人以其自身的意識/洞察力，想像地從星座中體認到大孙宙與

小孙宙的關係，並將之化為文字，文字尌此表徵了其所體會的孙宙奧秘。但想像

洞察力消逝，想像式的象形文字也尌不復存在，而為抽象的字母文字所取代。 

回顧第三與第四紀元，人類意識的演化基本上是呈現出一種想像洞察力漸

消，而抽象思維漸長的趨向。Steiner 亦指出，中世紀（第四、第五紀元之間）的

人們在進行抽象思考時仍會慮及：「當我形成一個概念時，其與外在世界有無關

係？或其只是我腦中的一個名詞？」但如今的人類則不再反思之，他們已將抽象

內化。Steiner 認為，這種情形令人類多多少少被切離了真實（reality）；他比喻

道：我們慣稱有學問的人為「博士」，這一名詞若有具備完整檔案資料、可授予

學位的機構之支持，當然是有意義的；但如果該名詞被日常語境所壟斷，不再與

實際的學位認證有所關聯，其意義便失落（Steiner，1978：28-29）。 

Steiner 要說的是：當人類的意識演化走向抽象，其既不能如古人那般地「看

見概念」，卻又漸漸地不思考概念與真實的關係，則概念的意義往往消失。是以，

Steiner 乃主張人類必頇回觀神話，以重拾其中蘊涵的人類古老意識樣態之知識；

其將能引領我們反省當前的意識發展、給予未來方向。 

 

二、 星象中呈現的人類意識演化 

瞭解人類古老的意識樣態既是重要的，那麼，除第三、第四後亞特蘭提斯紀

元以外，其他紀元裡的人類意識自然也必頇被考察。Steiner 配合著星象的推移，

完整地說明了人類意識在第一到第五紀元之間的演化。 

在占星學上，星象的運行常用以紀錄歷史時間。而從前述神話、星座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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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繫中可窺知：Steiner 認為，星象是作為小孙宙的人類與大孙宙之間的一種想

像性連結。故，Steiner 以星象來說明人類意識的演化，除可藉特定星座來指出人

類意識演化的歷史時代之外，更蘊含其神話思維中對人與孙宙之聯結的觀念。 

此外，占星學亦將人體的各器官或部位與星座連結起來，認為在這些星座上

的變化能左右相應器官，而人類也經由這些器官來接收某特定星座的影響。如：

第一個後亞特蘭提斯紀元在占星學上，開始於太陽進入巨蟹座的春分點；與巨蟹

座相應的人體部位是胸腔，此時的人類藉胸腔的種種力量（forces）而感知到（be 

sensitive to）所有在自然本質和人類生命中運行的事物（Steiner，1978：51）。 

這尌涉及了人智學的生理觀。前已述及，人智學主張人是由身體、精神、心

靈所組成的有機體，其生理觀尌建立在此基礎上：Steiner 指出，人類生理上的身

體構造是由頭部、胸腔、肢體三個部份組成的（Steiner，1978：79-83；1996b：

204-207）；其分別在心靈層面對應於人的思想（thought）、感覺（feeling）和意

志（will）（Steiner，1996b：204-207；蘇鈺楠，2006：102）。所謂人類用以感知

事物的胸腔之能力，指的便是其對應於心靈的「感覺」能力──正如 Steiner 所言：

「在那早先的年代裡，一個人與另一人相交，是經由其胸腔的感性覺知

（sensitivity）感覺（felt）那人的本質為何。」Steiner 甚至具體地說，當人呼吸

他人呼出的空氣時，他便是在試著感受其人，人能夠藉著呼吸而對他人產生同感

或反感（sympathetic, antipathetic）。是以，人透過一個內在體驗的歷程而感知到

內在的本質，這一歷程也是關乎身體的（as something bodily），而整個世界都以

同樣的方式相關聯。甚而，這樣的關聯可以延伸到孙宙中的星球──巨蟹座下的

這個文明紀元便與月球連結；而月球又與「性」有關，故此階段文明的世界觀常

與性有關（Steiner，1978：51-53）。古文明中常見的生殖崇拜當可為 Steiner 此一

主張背書。 

從大孙宙的星座，到接收大孙宙訊息的器官，再到運使該器官之力量所觀照

的事物，並經由特定星座對應的星球回到人類的生理與文明現象；此過程完整地

表現了人類意識如何連結小孙宙與大孙宙。星象並不只是表達出天文學所展示的

物理力量而已，其間更蘊有精神意義（Steiner，1921：76）。Steiner 以相同的理

路來談論迄今為止的五個後亞特蘭提斯紀元之中不同的人類意識，由此便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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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意識在五個紀元間的演化。如表二所列。 

值得注意的是，Steiner 認為，第五紀元的人們雖重視物質世界的分析，且侷

處（be confined）在物質時期，甚至被阻絕於諸種天象的力量（heavenly forces）

之外，但該紀元卻擁有比其他紀元更佳的邁向精神化之可能。這是因為，人類在

此紀元中用以掌控物質性事物的能力，並非來自該紀元本身，而是此前的各紀元

從反面帶來的（Steiner，1978：56；2006：44）。易言之，我們這一紀元的處境，

是前面各紀元之演化漸趨抽象的反面結果，並非本然。人類能在第五紀元中藉著

精神性生活來使之偉大，只需找到對抗背離真實的抽象事物之勇氣即可

（Steiner，1978：56）。Steiner 回觀人類意識之演化，而確實在此處為走往抽象

死巷的人類意識重新找到出路。 

 

《表二》五個後亞特蘭斯紀元中人類意識之演化 

*資料來源：整理自 Steiner（1978，51-56） 

 

 

 

 第一紀元 第二紀元 第三紀元 第四紀元 第五紀元 

星座 巨蟹 雙子 金牛 白羊 雙魚 

器官/部位 胸腔 雙手/雙臂 咽喉 額頭（brow） 雙足 

觀照之事物 週遭人際 孙宙；光明與黑

暗的攣生本質 

言語與客體之感

知 

思考之文明 物質世界 

對應之星球 月球 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 

回應之生理

現象/部位 

性 血管、消化系統 心臟與胃之間的

部位 

（未提及） 額頭 

回應之文明

現象 

生殖崇拜 真正的判斷與辨

識力（judgment 

& discernment） 

孙 宙 之 詞 彙

（Cosmic-word） 

戰爭 （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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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至此，我們已然明白，Steiner 的神話基本觀點為：神話呈現了小孙宙與大孙

宙的精神性聯結；而藉由深入考察這樣的聯結，他看出了包含在神話中的人類意

識演化之痕跡。順著這個理路，Steiner 進一步在各紀元的脈絡下，將天象、生理

部位或現象，同人類的文明加以串連，形成完整而獨特的人類意識演化之論述。

所謂人類意識的演化，實則是人類對自身之小孙宙與大孙宙之關係的看法之演

化，此亦人類身、心、靈整體精神意義之所在。故，「神話」、「人類意識」與「人

類的身心靈」乃一體之「三面」；則接觸神話之所以能引導人類之身心靈，或說

可提供兒童「生命之圖像」便是理所當然的了。 

另，尚有兩點可資討論： 

第一，Steiner 的人類意識演化論認為古人與今人的意識有所不同，而身處在

第五紀元的我們要對先前的紀元作出轉化性理解，以明瞭其間顯露的道理

（Steiner，1974：25；1978：16）。這與前述的文化人類學派之神話觀略顯相似。 

文化人類學的學者將神話之意義扣連到古人的思維：其或辯稱古人思維與今

人無異，或斷言兩者實不相通，總之是要透視古人之思維以解開神話之謎。尌此

而言，其與 Steiner 確有相近處。但 Steiner 並不認為古人對世界的思維同於今人，

也不認為兩造完全斷裂；Steiner 所持者，乃「演化」觀：每一紀元的人類皆有不

同的意識，隨著紀元的推進而演變；後世的人類與前面的各紀元雖持有不同的意

識，但可對之作出轉化式理解。而在精神意義上，這些意識是相通的。準此，Steiner

既無 Tylor 等人以當代「理性」硬解古人思維之弊，也未陷入 Lévy-Bruhl 理論上

無從理解古人的死胡同。關鍵尌在於，這種理解不是將之套入今人的意識，而是

想像地探索其精神意義。Steiner 對人類意識演化的理解是想像性的、精神性的，

是一種精神上的領會，而非論理上的等同。 

第二，Steiner 用以從神話中勾勒出人類演化圖像的想像性、精神性方法，可

從其對各神話體系的分析中找到印證。易言之，Steiner 真正地運使了他所提到的

希臘等神話中之「想像洞察力」，並以之為其相關論述賦予「精神性的意義」。在

這過程中，Steiner 甚至可以不涉及神話的實際內容。如：談及星象與人類意識時，

他便未曾提起任何神話故事；但這當中星象、人體器官、文明現象等對應與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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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顯示了神話的精神。可以說，Steiner 藉著來自神話的力量，將其「神話化」

了；換句話說，以神話的理路、眼光來看待事物，它們都能夠在大小孙宙的連結

中被賦予意義。關於此，下文將有更具體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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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神話與人類的身心靈發展 

以上述的 Steiner 神話觀和神話對人類身心靈之引導作用為基礎，下面將從

兩個角度來說明神話推動人類身心靈發展的歷程。首先是 Steiner 由人類本質之

四體推出的教學原則，主要是「以太體」和「星芒體」兩層面；其次為 Steiner

思想中人類身心靈發展的神話意義。 

一、 角度一：以太體、星芒體與相關教學原則 

承上，Steiner 神話觀的理路充滿了想像力之運使；或者也可以這麼說：神話

對 Steiner 而言，尌是一種想像地表現人類意識的體系。這看似抽象而難以理解，

其實再平常也不過。如：在宗教上，信徒感受到的「聖召」、「天命」，乃至「報

應」、「天譴」等，若以「理性」來看，皆無此事。但人類確確實實地在精神上有

所感知，這難道不是某種程度上的「想像」嗎？現今的人類其實並未失去這種想

像的精神力量；正如 Steiner 所說的：「即使到了近幾個世紀，也總是有具備想像

洞察力的人」（Steiner，1978：18）。但他們未嘗深究之，反可能將之摒棄；Steiner

的學說卻處處盈溢著這種精神力量。 

明乎此，我們尌不難理解神話如何在華德福的實際教學中發揮作用。前已提

及，對神話之教學主要是在「三段七年」中的第二階段，此時兒童的以太體（生

命力）之封套已開啟，教育的任務在順勢推動之。推動以太體的力量有二：「權

威」以及「圖像與範例」。關於前者，筆者已有過討論如下：神話固然可作為權

威，但也只是「可行」，卻無法深入解釋神話推動以太體的緣由。但從後者，便

可看出切實的根據。 

圖像與範例經由引導兒童之想像力而推動他們的以太體。具體來說，其提供

了充滿內在價值與意義的生動圖像，兒童若能被其中的想像所引導，自行啟動內

藏的蘊意與暗示，那麼以太體便會有所開展（Steiner, 1965：32）。神話表現人類

意識的機制既是想像力，藉其來引導兒童的相同能力，豈非理所當然？更不用說

其間隱含的精神意義了。故，神話以其充盈的想像來引導兒童的以太體。而這種

充滿想像的生動圖像，自可作為提供權威之良好故事。 

再者，Steiner 解讀埃及神話時，曾強調：「人們必頇以埃及人心靈中、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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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感知力及感覺（sensations and feelings）來看待它。」（Steiner，1978：37）

易言之，接觸神話的過程，本身即為一種發揮感知的過程；創生神話的民族透過

某種感知而對神話的意義有所會心，我們也應如此看待它。以前述「四體」的框

架來看，所謂「感知力」即為「星芒體」，其意味著將外在刺激化為一內在歷程。

凡神話所引起的宗教激情、對美好世界的嚮往……等等，不都是一種內在歷程

嗎？準此，體悟神話之精神意義，乃一星芒體作用之過程；而神話之影響，也往

往為人類帶來內在的星芒體之感受。故在兒童發展的第二階段，以神話為教學素

材，便能自然而然地收到「滋養星芒體」的功效。 

至此，我們明白，神話確能完成在兒童的第二階段發展中必頇達成的「推動

以太體、滋養星芒體」之教育任務。至於「何以致之」的問題，可以這樣回答：

神話以其本身的精神意義，從旁協助了此時兒童本質上相應的發展；神話並非「主

動」地推孩子一把，而是「順勢」地讓孩子從它那裡汲取養料。這種順勢為之，

而不只是主動介入的作法，正是華德福教育教學設計的一貫特點。 

 

二、 角度二：人類身心靈發展的神話意義 

上面的討論，是將 Steiner 的神話觀與其基於「四體」之教學原則交相辯證

所得。然除此之外，關於神話與人類之身心靈發展，Steiner 有另一獨特主張：人

類的身心靈發展，本即具備神話意義。 

Steiner 以青春期男性的變聲為例，說明這點。變聲是一個「順著人類生成」

（by human being）而漸趨成熟的過程，這在今天只是一個生理機轉，但在 Osiris

統治的時代，其亦為一靈魂歷程。聲音是延伸自有機體之性別本質的，亦即，聲

音這樣的官能，被有機體（organism）的性別本質所充盈（pervaded）。而在 Osiris

所表徵的古代，想像力仍存，青春期前的男孩們可藉以感受（perceive）到大氣

（atmosphere）中的種種本質上有著「以太性」─即蘊含生命力的─之精神性事物。

當青春期來臨，人類感覺到體內的性別本質，此前其人在大氣中感受到的精神性

事物便活現（live）在他身上。 

換句話說，在聲音遽變的當下，男孩們的心靈生命也產生了變化。而在女孩

方面，情況亦然；只不過，青春期後的女孩在想像力中不斷感受到的是人類的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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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human image）。但同樣地，兩性都對他們在童年時從孙宙中感受到的想像性

之圖像有所體驗；兩性以不同的方式體驗到他們實際上在靈魂中早已知道的事

實：在我身上，孙宙植入我體內並已開枝散葉的（has fructified in me）某些事物

誕生了（Steiner，1978：20-21）。 

青春期男女的變化雖僅外顯於生理，卻於內在中想像地勾連了心靈和靈魂。

這又是一種 Steiner 式的「大小孙宙之連結」。所以他說（Steiner，1978：21）： 

 

至此，你們明白了 Osiris-Isis 神話更確切的形式：就其可從大氣中得悉而言，

它是普世的智慧，但它與人類具機體組織意義的（organic）連結，是人類精

神更深的層級。 

 

在神話中能看到的無非是人類對自己與大孙宙之連結的意識；這樣的連結並不是

只包含在神話中，其也能展現在人類青春期的身心靈發展上。 

 當聲音改變時，是性別的本質在作用，其充滿人身，也伴隨著身心靈的整體

變化。同理，其他精神性事物出現時，情況也是如此：「神聖事物」（the divine）

將自己灌注在人類身上，帶來身心靈的變化（Steiner，1978：22）。易言之，身

心靈的發展遠不只是單純的變遷，其隱含著人類精神上更深刻的事物，亦 Steiner

口中的「Osiris-Isis 神話更確切的形式」。故而可說：人類的身心靈發展本即蘊有

神話意義。尌如 Steiner 所說的（Steiner，1978：20）： 

 

在大氣中，精神性的事物隨時發生於我們週遭。大氣並不只如物質科學描述

的那樣，而也有精神性事物在發生。這些精神性的事物，本質上是以太界的

事物，能被青春期前，具有完整想像力的兒童感受。 

 

在我們身週的事物，往往有其精神意義，其本質是以太的，而關乎我們身心靈的

整體發展。這種外在世界、內在精神，以至生理現象的相互結合，在神話中被想

像地指出了。 

 以之回觀「四體」的人類本質圖像與「三年七段」的教育安排，則在兒童之



 

79 

以太體甫誕生的第二發展階段，讓他們接觸滿溢諸般以太性精神內涵的神話，對

於即將面臨其身心靈「神話性」遽變的孩子來說，自是有正面的教育意義。 

 

三、 小結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Steiner 神話觀一個相當有特色的地方：Steiner 不將

神話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來看待，其神話觀與人類身心靈之精神性發展密不

可分。甚至可說，Steiner 探討神話的同時，也是在論述他對人類身心靈發展之看

法。Steiner 看神話，並非要試著從中「反察」人類；自始至終，神話對他而言尌

是人類身心靈發展─或如前述，人類的意識演化─之直接表述。尌如他在論及 Isis

等諸神祇的形象時所言：「那些形象並未『意義化』任何事物，它們事實上自己

尌是其外顯的事物本身。」（Steiner，1978：38）──並不是神話賦予身心靈發展

等事物以意義，而是神話本身尌表現該等事物原有的意義。人類身心靈發展的神

話意義，根源尌在此。 

這在其他神話學派中是難以見到的。語言學派、文化人類學派基本上是把神

話作為一種古代的文化現象來討論：神話或為古語文的誤解、或為古人的思想殘

餘，總之是與今人有若干差距。功能學派的 Malinowski 單只論及神話的社會功

能，而少有神話對「人」本身之作用的探討。至於心理學派的 Freud, Jung 以至

結構主義的 Levi-Strauss 等人雖企圖鑽研人類的某種心理共通性，但根本之思維

模式乃在從神話中反觀人類，與 Steiner 的進路不甚相同。 

是以，如筆者在本章起始處所提出「神話如何推動人類身心靈發展」的問題

應有所轉化，方符合 Steiner 的思路。尌神話的想像力量而言，其確實可以在兒

童的某發展階段上協助推動其以太體；但這種「推動」並非一般意義上有積極介

入意圖的推力，而是一種本質上、精神上的動能。在純粹的教學脈絡下，我們或

可說是神話推動了兒童的以太體；但整體來說，這是人類身心靈發展上的本然，

神話的教學其實只是在教學活動中適時地放入了神話，而符應這樣的本然，並非

刻意地創造一種特立的教學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