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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華德福神話教學之教育意涵 

在上一章裡，筆者分析了 Steiner 的神話觀。並且，一方面與若干重要神話

學派比較，突顯其神話思維的獨特性；另方面，以之檢視前述人智學「四體」為

基礎的教育理念，初步回應了神話何以可發揮教學功能的問題。 

從中可以發現，Steiner 神話觀之進路與諸重要學派迥異，其根本處在於：

Steiner 並非詴圖以神話來透析人類的某些思維、心理、文化現象或深層結構……

等，他認為神話即蘊有人類身心靈發展之脈絡。換個角度來看，當我們面對神話

時，所謂「神話的內涵」便能直接作用於我們身心靈，這不是一個「意義化」的

過程。 

Steiner 的神話觀與其人類本質圖像、人類意識演化觀、身心靈發展觀，乃至

其對世界、宇宙的整體看法都有內在的連結，這般獨特的思維乃造就了華德福教

育獨有的神話教學活動。然，所有這些相互關聯的思想，並未停留於此特定的教

學活動之上。Steiner 在進行這些討論的同時，也對教育的整體有所探究；明乎此，

方能確實掌握神話的教學在教育的整個範疇中佔據什麼樣的位置，也才是真正地

瞭解該神話教學的教育意涵，而非只窺見單一教學活動。以下，筆者將就 Steiner

的相關論述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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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教育與人類的老化 

根據 Steiner，人類若欲對其未來演化的方向有所認識，瞭解過去的演化足跡

是必要的；易言之，即回顧過去人類身心靈的精神性變化，尋求其間大小宇宙的

連結，而這也是神話的精神意義所在。他更主張，人類如果要發展這一必然產生

在吾人身上的要務，便必須觸碰人類日漸老去的事實，亦即：走向死亡（Steiner，

1978：58）。 

以 Steiner 對古埃及神話的分析來說，死亡重新建立了那一度失落的、人與

Osisris 所表徵的精神性事物之連結。此即是說，人類在邁向死亡的老化過程裡，

應該是要不斷地建構自己與大宇宙之精神連結的。這種建構回應的是 Steiner 之

言：「在我們接近未來的時代，即隨光陰而老去之當下，我們身上有什麼變得不

同？當我們有意識地體驗隨時光老去時，那會像什麼樣子？」而此一在老化歷程

中得到的體悟，是 Steiner 認為應納入教育學之中的（Steiner，1978：46）。 

那麼，Steiner 如何談論教育與人類老化的關係？茲分述如下： 

 

一、 老化與年輕化 

首先應說明的是，Steiner 所謂的「老化」及相應的「年輕化」是怎麼一回事？ 

這裡的老化與年輕化必須放在 Steiner 人類意識演化之框架下來看。他以數

個「後亞特蘭提斯紀元」區別人類意識演化的階段，每一階段以其獨特的意識來

進行靈魂和精神的發展，因而不同紀元的人類為「大小宇宙之連結」賦予了不同

的精神意義。同理，Steiner 也認為，不同紀元的人類在其生命中維持靈魂及精神

繼續發展的時間長度也是不同的。 

以第一個後亞特蘭提斯紀元為例。當時的人類可保持其精神發展直到五十歲

左右，且總是知道自己在老化的過程中，與靈魂和精神的本質有所關聯。但在今

天的第五紀元裡，人們只能在二十多歲前持續此發展；在那之後，我們就倚賴物

質體的生理元素（physical elements）來進入老年。易言之，當今的人類在二十

多歲時便已不再有精神上的成長，隨之而來的是生命能量（life-forces）─即以太

體能量─的遞減，人類則只是體驗著遞減的生命力在早年所帶來的成果。相對於



 

82 

第一紀元，人類的物質狀態在較短的時間裡開始老化（Steiner，1978：63-64）。 

由這段論述可知，Steiner 的老化是指：人類不再進行精神性的體驗，而只專

注於物質層面，以太體能量因而未能持續增長，其生命乃只剩下必然逐漸老去的

物質體。人類保有其精神性發展的時間長度，隨著紀元的遞嬗而減短；除第一與

第五紀元外，第二到四紀元分別可發展到五十歲左右、四十二歲、三十五歲

（Steiner，1978：64）。可知人類的精神發展，有愈趨年輕的傾向。以 Steiner 的

話來說，即：人類就其整體而言，是從高層次的精神力量回縮（draw in）的

（Steiner，1921：67；1978：65）。人類已不復有向外探索精神意義的驅力

（impulse）。 

這種「年輕化」的態勢已經有了外顯的跡象。Steiner 舉的例子是：在希臘時

代，人必須先達到特定的年齡才能參與某些公民事務。這一制度雖流傳至今，但

那特定的年齡限制卻不斷地被人們降低（Steiner，1978：65）。亦即，人們認為

能掌握這些事務之意義的年齡越來越低了。人類必然老去，但其並未隨著老化而

探求這中間蘊有的精神性意義。在「身、心、靈」的整體發展中，人類逐漸遠離

對後兩者的體悟；所謂「建立大小宇宙關係」的人類意識，只限縮於人類自身小

宇宙的物質體。所以，人們可以不顧老化過程中生發的精神意義，而一味地降低

參與事務的年齡。 

以太體的生命能量未能成長，故人類的整體發展在二十多歲後便潰縮到物質

體，不再完整；人類的生命也就只能隨著物質體老化，而使人類的整體發展趨向

年輕。Steiner 在神話分析中向我們揭示的「精神存有」，再也無法與人類會面。 

 

二、 唯物世界之幻象 

當人類的目光只停留在物質層面，唯物（materialistic）世界就此誕生。 

Steiner 以十九世紀初期德國學者 F. Schlegel（1772-1829）對當時歐洲社會的

觀察為例，較深入地說明了唯物世界。Schlegel 提出，十八世紀的歐洲，所以在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時代之後有著大規模的動亂，其深層原因為：人人有其派

系、立場，且皆認為自己的立場能夠為全體人類帶來救贖，乃缺乏一種普遍的人

類世界觀。唯一的解套方法在於，人人都覺察到彼此不同的立場，並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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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協議只有在真正的基督宗教之寬容下才是可能的。他於是主張，歐洲的生

活和科學、國家都必須基督化。易言之，Schlegel 認為在當時的歐洲，人們必須

以新的方式來領會基督宗教。 

然而，Schlegel 期待的基督化歐洲終究未曾出現。就 Steiner 的看法，這是因

為：那樣的基督化世界，只有在人們能從精神之中引出新知識時才可能開始。亦

即，人們需在基督宗教的脈絡下，找到其生活、其科學，其國家的精神意義。但

公眾生活中的種種學術，包括物理、化學、經濟學，乃至政治科學，卻都是無神

論的；人們認為科學與宗教分別關懷客觀事物和心靈感覺，兩造可被完美地分

開，人也可保有兩種不同的生活。一種幻象出現了：在此種分割的狀態下，人們

仍可與現存的種種事物搭上線（link on to）。憑此幻象，人類無疑地可實現一些

看似偉大的事，但它們皆導向虛無（nothing）（Steiner，1978：66-70）。如此，

從基督宗教中獲得新的精神知識又怎麼可能呢？ 

此即真正的唯物化：人們相信不需藉由精神性力量，便可與事物有所連結。

具體地說，Steiner 這裡的觀點是要指出：當人們不再思考科學與自己的關聯，則

縱使科學有多麼「偉大」的發現，又與我們何干？我們並不能從純粹的科學中得

出任何意義！正如 Schlegel 所觀察的歐洲，在社會的動亂上言人人殊，卻皆不能

建立普遍的世界觀。 

但人們樂於生活在唯物的幻象中，人類將物質與精神分割，不復重視精神性

的體驗。這就與上述的老化與年輕化形成了呼應。人類忘記要怎麼變老，而這是

我們要以新方式來學習的（Steiner，1978：70）。 

 

三、 以太體的年輕化 

人類因為背向精神的探索，而令其能保有天生自然的精神性發展之年齡越趨

年輕。這對人類形成一種挑戰：為自己從精神中汲取那不再自然天成的事物

（Steinr，1978：65）。如前所述，人類的演化，基本上是朝向物質與抽象的，甚

至到了近代，開始生活在唯物的幻象中。故，人類已失落了神話所揭示的「想像

洞察力」，不再能為事物賦予精神意義。正如 Steiner 說的：「今天若是我們想在

二十多歲後有靈魂和精神的發展，我們就必須以我們的意志力來尋求這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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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er，1978：46）人類若不以其自由意志來掌握進一步的發展、沒有精神性

的驅力來控制人類，其未來將是更深的退化（Steiner，1978：65）。 

但反過來看，人類可以藉其意志來進行精神性的深耕，而持續地有所發展。

我們的物質體不斷地變老，但以太體就其生命能量而言，卻能夠因精神性的探究

而越發活躍。物質體從誕生起，便朝著衰弱而去，但以太體可以變得更有活力、

更年輕；一個人在肉體方面變得衰弱，他就在靈魂上增長了力量，他與世界的智

慧成為一體（Steiner，1978：73-74）。我們常說一位長者擁有年輕人的活力，也

就是這個意思；即，當我們時常檢視自己的言行經驗，將對自己有獨特的發掘，

這樣的發掘會隨著我們老去而越發充滿意義（Steiner，1921：1）。 

Steiner 強調，這樣的道理不能只是停留在論說，而必須融入一個人的整體感

覺（feeling），讓他在其中成長；而古代的教育與訓練，就將此納入。但現代的

教育單以唯物驅力為基礎，人們只看到物質體，卻從不思考以太體的年輕化。另

一方面，教育機構只在人們年輕時才能掌握之，一旦人們不再需要學校的教材

時，他便很難延續學校曾教導的事物。因而，要將以太體年輕化的道理融入人的

靈魂中，就得讓它處於人們在生活中時時能觸及的位置，一如其兒時所接受的教

育（Steiner，1978：74-75）。易言之，我們必須使一個人在靈魂中真正對這道理

有所感覺，時時體驗生活中的新事物，並回應其吸納的事物，其靈魂方不致老去。 

以此而言，神話教學在整體教育上的意義甚為顯明：以其相應於兒童精神力

量發展的內涵，讓他們有天生自然的精神性體驗，這將「融入其靈魂之中」；對

物質體的偏重不再出現，而華德福教育追求的身心靈整體發展乃可望達成。正如

在古代希臘與埃及，人們藉由神話而自然地建構其身心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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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育與人類的二元性 

老化與年輕化的論題，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被談論的：作為整體的人類，如何

定位自身在大宇宙中的所在。整體人類對大宇宙之體悟的物質或精神偏向，造成

老化或年輕化。所謂老化或年輕化，是指向人類整體的、指向大宇宙的。而另一

方面，Steiner 也討論了人們應如何看待人類的個體，即小宇宙。 

Steiner 認為，人類並不真正地瞭解自己；這是因為人類如今偏好以抽象的概

念來進行理解。故，在現代人眼裡，「人類」只指稱了在我們身邊活動著的一種

物質體。但事實上，只要願意，我們便可在誕生與死亡間的物質世界之外認識人

類不朽的靈魂。而現代普行的「科學」，並不適合進行這一體認，人們需要從不

同的角度來看待人類（Steiner，1978：78-79）。 

準此，Steiner 提出他對人類個體的獨有主張。他認為，人類在物質體上有其

二元性（duality），這也是所謂「頭腦知識」與「心的知識」之根源，而這種二

元性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以下分段說明 Steiner 的這些主張。 

一、 人類的二元性 

首先，Steiner 描述了人類物質體的骨架；他在這方面的概念與我們習以為常

的現代生理學知識並不相同。 

他指出：在人類的骨架結構上，頭骨和其他部位的骨骼無關，頭骨只是被擱

在肩上，甚至可以很輕易地拿開。所以，人類的血肉之軀雖然是複雜的，但總地

來說可大略分成兩個部分──頭部與軀幹。他將這種骨架上、物質體上的二元性

區別為「頭腦人」與「軀幹人」（head-man & trunk-man）。而若略過人體的複雜

性，只專注於概略的圖像，我們可以把人的頭部看作一個圓球體、人的軀幹看作

彎月形狀，如下圖一（Steiner，1978：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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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teiner 的思想裡，物質體當然不會只有現代「科學」的物質意義，而往往與

精神的本質有關。是以，物質體的二元性應暗含著人類精神本質上的某種二元

性；而實際上，Steiner 也的確以此等物質體對應精神本質的二元性來看待人類個

體。 

 Steiner 說：「對於一個人能藉其思維與感覺生發的事物而言，頭腦首先是朝

向精神活動的真正器官（apparatus）。」易言之，一個人必須先藉頭腦的力量才

能將其思維、感覺所及的事物賦予精神意義。於此，Steiner 又將人類的物質體與

星象作了想像式的結合，他認為：人的頭腦是球體，其顯現了整個宇宙（亦為球

形）的映像，而包含了宇宙間種種星辰的精神意義。人的頭腦表現了整個宇宙的

縮影，但如今卻被轉向世俗（earth），人們不能藉其力量來理解人類。其原因在

於：今日的人類傾向於純粹倚靠頭腦的智慧，而頭腦有其侷限。當人只以頭腦為

其精神生活的唯一憑藉時，他就不能瞭解人類的整個存有（Steiner，1978：

81-82）。Steiner 再度引用古希臘神話來說明這點：希臘人在崇拜天神（celestial 

Gods）之餘，也敬仰地祇（Chthonic Gods）26。天神如宙斯者，出自頭腦的智慧；

但人類在頭腦智慧外，尚有其他的智慧源頭，此即表現為地祇（Steiner，1978：

                                                           
26

 通常來說，天神是指居住在天界的神祇，地祇則指居住在地面下者。奧林帕斯十二主神雖主

要居於天界，但與地祇並不是非此則彼的。如十二主神中的宙斯和 Hermes 便也常到地面活動，

甚至接受地祇式的祭祀。而地祇雖常關乎生產，但十二主神中的 Demeter 卻也掌理了作物的生

成，其女兒，即後來成為冥后的 Persephone 也與生產有關。Demeter 有時被視作天神，有時被視

作地祇，Persephone 則屬地祇無疑。天神與地祇的劃分雖不能一概而論，然其分別象徵上天的智

慧和在地的體驗，是可確定的。 

《圖一》 人類物質體構造：圓球與彎月 

資料來源：Steiner（1978，80） 

 



 

87 

82）。就人類個體的二元性來說，可將 Steiner 這一希臘神話的例子解釋為：人類

除頭腦外，尚有軀幹；對人類存有之體悟，當然必須同時包含這兩個部分才是完

整的。 

 但在軀幹方面，我們可見的彎月不過是人類物質體部分，要掌握人類的存

有，這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將目光延伸到月面的蝕缺，如下圖二： 

 

也就是說，人類的軀幹有一部分是隱匿的，若欲瞭解人類的整個存有，則發現那

隱匿部分是必要的（Steiner，1996b：160）。 

 總地來說，Steiner 眼中人類的二元性是從物質體上開始區分的。即：頭部，

其表現了物質世界的大宇宙（Steiner，1996b：160），是我們精神生活的重要憑

恃；軀幹，其與頭部共同組成了整個人類，是理解人類時不可偏廢的。而對軀幹

的探索不能以可見的物質體部分為已足，也要納入其所蘊有的精神性事物、超感

官事物。 

 

二、 頭腦知識與心的知識 

所謂二元性，不只外顯於骨架上，也外顯於生命自身。我們在生長時，頭腦

的發展相當地快，在兒童階段就已幾乎結束；但其餘的部位就發展得相對緩慢，

有時甚至要用一輩子的時間才能完成（Steiner，1978：82）。這一點，也可驗證

於現代生理學。但 Steiner 並未如生理學那般地滿足於指出這些現象。他進一步

《圖二》 人類物質體構造：圓球、彎月與月面蝕缺 

資料來源：Steiner（1978，80） 

 



 

88 

為這現象解釋道：其表示，頭腦可發展到二十多歲，而身體的其他部位則要花一

輩子的時間來慢慢達成這樣的發展。換句話說，人類在其整個人生中，事實上是

在體驗頭腦於相對短的時間裡所獲取的事物（Steiner，1978：82）。 

如此一來，我們就能明白，人是如何地在其一生中得到生命的體驗、領悟生

命的智慧。更詳細地說，在頭腦於較短之期間內獲取的事物，以及人體其他部位

於社會生活中長期發展所滋養的事物兩者之間，有著這樣的關係：人在年少時，

藉其頭腦而吸收某些知識與觀點，這乃「頭腦知識」─亦即純粹透過理性或感官

認知而取得的知識─；而他身體的其餘部位，要在較緩的發展中、在餘下的歲月

中，透過種種體驗而令頭腦知識轉化成一種能為整個人類個體（含身心靈）所享

有的知識，即「心的知識」27。為了進行這樣的轉化，人終其一生都必須保持彈

性（Steiner，1978：84-85）。 

這恰與前述的老化等觀點相呼應，即：人類可在其生命歷程推進的當下，將

純粹認知性的頭腦知識轉化為能融入整個人類靈魂、能為心靈感覺的精神知識；

這相當於我們常說的「對事物有所會心」，即令心靈真正為我們認知到的事物所

觸動，也就是賦頭腦知識以精神意義。就「頭腦知識」與「心的知識」而言，其

較偏向人類個體小宇宙的論述；就「物質」與「精神」的體悟而言，其是來自

Steiner 對人類整體連結至大宇宙的說法。這看似不同的兩個方向，其實有其交會。 

 

三、 二元間的交互作用 

我們可以從 Steiner 對現代自然科學的態度來更深入地探討這種交會。 

Steiner 論人類在五個後亞特蘭提斯紀元中的意識演化時曾提出，當今的第五

紀元是對邁向精神化最有利的紀元（Steiner，1978：56），以「二元性知識」的

脈絡來看，這一點仍然成立。人類本即能夠透過軀幹的種種體驗，而令物質傾向

的頭腦知識轉化為精神性的心的知識。猶有甚者，今日的唯物自然科學累積了大

量頭腦知識，因而若是其全被轉化為心的知識，那麼這樣的科學將真正地成為精

神科學強大而穩固的支柱。正如 Steiner 所說的：「如果自然科學被轉化為可以從

                                                           
27

 心的知識之「心」，就 Steiner 的語境而言，應相當於日常生活中所謂「從心而出者」、「有

所會心者」；與人類整體身心靈之一部分的「心」有所不同，為免混淆，特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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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體的其他部位─亦即從機體的精神部分─流入頭腦的事物，那就沒有比當今自

然科學更好的基礎了。」（Steiner，1978：84-85） 

言下之意，Steiner 並不否定所謂「唯物的自然科學」或「頭腦知識」，甚而

認為它們是精神科學探究路途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主張，在時代的某個區段，

為求進步，人類必須讓靈魂逸出宇宙之外，感覺純粹的宇宙機制；哥白尼、伽利

略等人的世界觀便是如此。但那只是個開端，是個必須持續深化的精神探究之開

端。若不作精神上的深化，情況便會如當今的天文學那般，雖在各種宇宙現象、

宇宙理論上有大量知識，但這被透徹研究的宇宙卻顯然與地球上生活著的人類沒

有聯繫。人類因而只是一種被單純地生下、死亡、埋葬的動物，而不像 Steiner

在神話中回顧的早期人類，能以自己的方式，明白其與宇宙的關係，找到自己異

於其他動物之處，也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宇宙28（Steiner，1978：86-87）。 

故，只有在人類的二元本質之交互作用下，精神的探索才能達成。亦即

（Steiner，1978：90）： 

 

心一路注視著頭腦，而將在其間見到整個星光燦爛的天空之映像。然，頭腦

將關注心，並將在內裡發現人類謎團的奧秘，將學著在心中釐清人類的真正

存有。 

 

 Steiner 以此檢視教育。他認為，如果意欲培養出在身心靈各方面都健全發展

的個體，就要讓其能夠將童年時所吸收的事物轉化為心的知識；亦即，將童年所

習得的頭腦知識與自己建立關聯，令其對自己身為人類的存有產生精神意義。但

在唯物自然科學的影響下，我們並未具備這樣的條件29；人們無法在那樣的文化

中得到其如何在與宇宙的關係中立足的概念，人與宇宙沒有內在的連結。只有在

人們不再以現代科學的抽象思維看待人類，而以關聯到大宇宙的頭腦本質和心的

本質來看待自己時，人類才會重新被置入宇宙之中。此時，宇宙的圖像便會進入

                                                           
28

 Steiner 並非只對當今唯物的宇宙觀如此主張，而是普遍地肯定唯物自然科學在人類意識演化

上的必要。例如，他也曾指出，若缺乏現代解剖學家對人類機體的切割式理解，今日偉大的科技

成就便難以企及（Steiner，1921：49）。但無論如何，這些唯物觀點都得再度加以精神化。 
29

 Steiner 作此評論時為 1918 年，第一所華德福學校尚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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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靈魂；這些圖像將形成種種非抽象，而關乎感覺的敘說形式，讓我們得以

注入兒童的心靈。兒童的心靈因此能夠感覺到：整個世界在我身上表現了它自

己。Steiner 進一步地說：「若我們不由心深掘知識，就不可能如此。」這裡的知

識是指：給予孩子其所需，以使他們保有年輕，並終生符應他們的生活（Steiner，

1978：89-96）。可知，我們在轉化頭腦知識為心的知識之當下，也就是在使自己

的以太體持續年輕化。Steiner 在人類「老化與年輕化」、「二元本質」兩個方面的

論述，根本上是相通的。 

 至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作為一種敘說形式的神話，在 Steiner 的整

個教育構想中，佔有一個怎樣的位置。神話中蘊有的宇宙圖像，將注入兒童的心

靈，令其對自己在大宇宙間的立足點有所會心；如此，我們方能培育出身心靈皆

充份發展的全人（complete human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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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育與世界之謎 

很顯然地，當人開始觀察人類自身，並以二元的形式來看待人類時，便碰觸

了關於大宇宙、關於他所生活在其中的整個世界之謎團。世界作為整體，是一個

謎題，而人（man）也作為一個整體，是其解答（Steiner，1978：97）。蓋，呈現

在我們眼前的整個世界，千百年來一直是人類亙古的關懷；世界的種種現象、這

些現象本身的意義、對人類的意義……等等，無一非人類探索已久，且將繼續探

索的問題。而 Steiner 認為，這個謎的唯一解答就是人─而非作為物種之一的「人

類」─本身。 

Steiner 這一「世界之謎」的命題，與其一直以來不斷反覆陳述的「大小宇宙

之連結的精神意義」，其實有著相同的基調：世界的意義，只有在人連結自身與

大宇宙之後方能展現。實際上，千百年來，人類各種活動與學術的發展亦無不在

將人連結於宇宙，冀能在蒼茫世界之中，找到足可使人立足的定位。而，在「世

界之謎」與「人之解答」的命題上，Steiner 相當具體地描述了世界與人的交互作

用。茲作下列說明： 

一、 地球的呼吸 

人的頭腦打從出生起，就承載著宇宙的能量；而在占星學上，真正型塑一個

人之頭腦的，並非普遍意義下的星辰，而是人誕生當時、當地的星象組態。每個

人根據獨特的星辰分佈而擁有自己與眾不同的頭腦，而此星辰組態也引導一個人

的存有（Steiner，1921：76-78；1978：97）。這個概念，即使在今天也是為大眾

熟悉的，所謂「星座命盤」便是指此。但在 Steiner 那裡，其被賦予了另一層意

義：人的精神生活，相應於自己獨有的星象奧秘；且，頭腦不只是消極地被給予

我們，我們更可自行創造之（Steiner，1978：98）。易言之，既然人人有著不同

的頭腦，那麼追尋精神生活時，我們便可憑著自己的體驗而將不同的頭腦知識轉

為不同的心的知識。在這歷程中，人有其主動參與權，而非只能由大宇宙一視同

仁地給予「命定」的精神事物。所以，我們自身參與了宇宙的運行。一方面，宇

宙的能量從我們誕生起，就在頭腦中轉動；另方面，我們是藉由物質體其他部位

的體驗而將其轉化為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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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這「宇宙的能量」、這造就我們頭腦知識而又為我們轉化為心的知識的

事物，到底是什麼？Steiner 認為，那是一種存在於充滿精神性事物的宇宙，及我

們地球間的一種「不休止的中介物」（an intermediatry which is never at rest）。它

是一種精密的物質（a fine substance），由宇宙中不斷地流入地球，並滲入其表面。

它是精神性的，不能為物理、化學所分析；當我們從精神世界轉向世俗（earth），

而欲在人類物質體中找到一個定位時，使用的就是其能量（Steiner，1978：

100-101）。也就是說，當我們要從物質中建立精神意義時，所使用的能量便來自

這些物質；我們對此物質有所體悟，後方能建立精神意義，在我們的物質體中找

到定位。 

這種物質持續地從宇宙中流入地球表面，繼而流出（見下圖三）；人在外流

的物質中找到帶他進入精神世界的能量。人反覆地接收到這種以太性物質在地球

上的吸入與呼出（inbreathing & outbreathing）。Steiner 用「以太」來形容這種物

質，可知其至少有兩項特性：第一，它是無所不在的；第二，它與生命力有關。

該以太性物質有著生命的能量，這一生命能量是存在於萬物中的，它從萬物中散

發出來，因而顯現了生命跡象。故，當 Steinr 指出人在誕生時便掌握了吸入的物

質時，他說的是：人與生俱來地擁有，亦能感受生命力；但這種與生俱來的宇宙

能量是在其頭腦之中的，而頭腦的發展在二十多歲就停滯了，人因而失去了與生

命力的連結。軀體的其他部位在此後就要藉其體驗，而慢慢地將頭腦中的事物轉

化為心的事物，讓人的整個靈魂都浸潤其中；這時，軀體的其他部位所掌握的便

是呼出的物質（Steiner，1965：11-14；1978：101-104）。 

故而，我們可以說：地球呼吸，以及人類感受並利用地球之呼吸的過程，基

本上是一個生命力在地球上流動，而為人類感受的過程。人類的頭腦承有來自宇

宙的生命/以太能量，其亦不斷地流入地球；人感受之、以軀體體驗之，而在邁

向死亡─即老化─的歷程裡得到精神上的發展，令失去生命力量之連結的人類重

獲新生、再度年輕。地球的呼吸，從一個生命能量流動的角度整合了前述「老化

與年輕化」、「頭腦知識與心的知識」之命題，並表現出人類在參與宇宙運作時的

主動角色：因人類的參與，宇宙之運行才有精神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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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死亡與誕生30
 

地球和宇宙兩者之間有著一種生命力量的流動，表徵為地球之呼吸。而人類

處在其中，感受生命力量，因而於其誕生至死亡之間能夠有著精神的發展。 

我們可從 Steiner 的神話分析中得知，死亡對他而言一向意味著重回精神生

命。唯死者擁有精神生命，而這生命直接地連結到宇宙之星辰；至於生者，其在

地球上的生命被連結到物質性的事物。因而，當我們說宇宙能量型塑我們的頭腦

時，也就是在說我們的頭腦中埋藏了精神生命的墳墓；亦即：我們的頭腦中有著

全部死後的精神生命。而一旦我們隨著誕生來到這地球上，軀體的其他部位就準

備要讓這死後的精神生命重生了；我們老化的同時，因著軀幹帶來的種種體驗而

在以太體、在生命力上變得年輕。這些軀體的體驗，其實也就是在感受地球呼出

的宇宙生命能量，而型構了精神元素（Steiner，1978：103）。 

這似乎相當抽象難懂，但就筆者看來，我們日常生活中也往往有類似的說

詞。例如，人們常說，要明白「生命的奧秘」，就要感受地球上萬物的「生命力」；

                                                           
30

 嚴格地說，欲討論 Steiner 的生死觀，實不應略過他在「業力」（karma）和「輪迴」（incarnation）

兩方面的主張。大致而言，Steiner 認為，人的精神/靈魂不滅，在一次次的生命中不斷地有所體

現（incarnation），此即輪迴；精神基於前世的業力，而在今世有種種轉化。其法則是接受前世

的果，移往後世。這正是本節所說明的精神在生死之間持續發展之根源。但 Steiner 對業力和輪

迴的觀點牽涉到他對古印度、古基督文明的探索，甚至可說是其人智學的基礎之一，體系龐大，

非本研究所能包含，也未與本研究有直接相關，因此從略。有興趣的讀者，可從其《神智學》

（Theothophy）和《如何認識高等世界》（How to Know the Higher World）兩書入手。 

《圖三》 宇宙物質的流入與流出 

資料來源：Steiner（197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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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又說，常常接觸自然萬物、常常省思世間生命交替的道理，會讓生命變得「年

輕」。凡此種種，不正符應著 Steiner 的思維嗎？Steiner 以其特有的言詞，為許多

人心中「生命的道理」另作陳述。 

但 Steiner 並未止於陳述。他進而主張（Steiner，1978：103-104）： 

 

誕生（Birth）標誌著物質性事物的重生，精神性存有轉化為物質性事物。死

亡標誌著精神性事物的誕生，及被交托給地球（being given to the earth）的

物質性事物；就像精神性事物藉著我們的誕生而被交托給了宇宙。 

 

所以誕生和死亡對 Steiner 而言是兩道門，一如埃及神話有所謂「死亡之門」。穿

過死亡之門，物質體消滅，人類擁有完全的精神生命；穿過誕生之門，物質體重

生，而我們便要終其一生用頭腦之外的物質體來實際領會頭腦帶來的精神事物，

以在邁向死亡的同時，也重回精神生命。 

 死亡和誕生標誌著精神和物質的相互轉化：人在死亡時令自己剝落（shell 

himself）─物質體的剝落─；在誕生時由宇宙創建自己─精神的始創─。而人唯有

在令其二元的組成部分，即頭腦生命與心的生命彼此相符時，才能在我們當下由

誕生以至老死的這一輩子中達成年輕化。Steiner 明確地主張，這就是未來教育科

學的特殊任務。這樣的教育必須藉由各式各樣的敘說才能給予，在大量的敘說和

寓言（parable）之中，兒童對宇宙的感覺將被激發（Steiner，1921：76；1978：

103-105）。由此，作為敘說形式之一的神話，其在教育中的位置再次得到指明。 

 

三、 神話時代中的世界之謎 

Steiner 從「地球的呼吸」及「死亡與誕生」兩個層面將人與世界的關係作了

具體的描述。在這關係中，人固是賴於承接自世界的能量，方能有物質性事物與

精神事物的相互轉化；但反過來說，世界的種種能量、種種轉化可能，都只在人

精神性地介入之下方能展現。故而，人類世世代代追尋的「世界之謎」，唯一的

解答就是人類自身。 

人類存在已久，但並非只要有其存在，世界之謎就能得到解答，Steiner 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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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神話時代中人類意識的演化來說明這點。他提出神話中 Lemuria 和亞特蘭提

斯這兩個前後相承的文明時期，它們與後亞特蘭提斯時期相同，都可分為七個紀

元。而在占星學上，太陽於 Lemuria 的第七紀元與我們現今的第五後亞特蘭提斯

紀元，都進入雙魚座；因此，這兩個紀元在許多地方有著相似處。我們也可從占

星學上找出其他相似的例子，而這些相似紀元裡的人類，都在他們的頭腦裡承載

著同樣的宇宙精神能量。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以迥異的方式來回應這些能量。以

Lemuria 第七紀元的人為例，他們的頭腦仍與宇宙有著緊密的聯繫，仍能被宇宙

的種種事物直接影響，但第五後亞特蘭提斯紀元的我們便無法如此。這是因為，

我們頭腦已經閉合，不再與宇宙產生交流；或者，用前述討論「頭腦知識」的語

言來說：我們只專注於頭腦知識，不將其轉化為心的知識。而 Lemuria 時期的人

則毋庸進行這樣的轉化，因為他們的頭腦裡就有個小小的心：他們的頭腦，自始

便與宇宙連結（Steiner，1978：82-85；1978：112-114）。 

那麼，人類是從何時開始變得無法與宇宙產生連結？Steiner 認為，在第四後

亞特蘭提斯紀元裡，人類就已失去這種能力。但在當時，以及稍前的第三後亞特

蘭提斯紀元裡，都有著保存這種古代能力的神話。此時，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神話

體系代之而起：古希伯來的基督宗教神話（Steiner，1978：114）。這就呼應了 Steiner

對三大神話體系的分析：古埃及和古希臘神話直接表現出人類和大宇宙之間的關

聯，而古希伯來神話則以上帝的創造將人類從其與宇宙的連結中帶領出來；人類

藉體驗而連結至大宇宙的路徑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其與宇宙的唯一連繫，即上

帝。也因為如此，我們往往能在中古神權時代的文獻中讀到類似「上帝的形象存

在萬物之中」這樣的文句。藉由上帝，人們與宇宙仍有關聯，一如中古時代的士

林哲學家們往往能「在蠟燭上看見天使」；但當人們不再鑽研聖經中上帝的意義，

其與世界的聯結也就戛然而止。 

古埃及、古希臘、古希伯來的神話次第地呈現出這一趨勢：人類的意識演化

到了最近的數個紀元，漸不復與世界有所關聯。人類無法像過去那般天生自然地

承接世界的能量，所謂「世界之謎」也因而成為無解的謎。 

故，很顯然地，Steiner 眼中能解答世界之謎的人類，必須是能尋回其與宇宙

之連結的人類、能在宇宙中找到其立足點的人類、能在諸般物質性事物中追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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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意義的人類；也就是能結合頭腦知識與心的知識的人類、能在老化歷程中持

續年輕化的人類。或者，就神話時代而言，我們可以說：那就是神話可追溯的年

代中，最古老的人類、最原初的人類。他們都是能將其承載的世界能量轉化為精

神意義的人類。 

 

藉由分析神話，Steiner 揭露了其間隱藏的人類與大宇宙之連結，其於人類意

識演化的歷程裡更加具體地表現出來；由此，神話的精神意義顯示在人類身心靈

發展之中。而身心靈的發展，依其本然狀態，應可在物質體老化的同時，邁向以

太體的年輕化；這一狀態的達成，必須透過頭腦知識與心的知識之融合。歸向該

狀態的人，便能解答世界之謎，亦即尋回人類與大宇宙之連結。Steiner 所有關於

神話的論述至此構成一個環環相扣的迴圈，而作為世界之答案的人類，理所當然

地就是該迴圈的圓心。在這裡，我們可以有兩點討論。 

首先，我們可說：Steiner 的整個神話論述，是要在神話的各相關概念中抽絲

剝繭，直至位於核心處的人類；他藉此告訴世人：我們一切對世界的探索，最終

都要歸於對人類圖像的探索。而 Steiner 本人描繪出的各層面人類圖像，包含組

成人類身心靈的本質、人類的意識、人類與世界的交互關係等，則在此過程中表

露無遺。且，此般對人類的探索，本即是人智學的主要關懷。筆者曾在前文中提

出，神話是一面明鏡，各學者在其間分別照見其獨特的人類圖像；這一主張，在

Steiner 身上仍然適用。 

其次，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當更能瞭解 Steiner 何以指出當今教育的問題

在於其完全奠基於唯物世界觀，而導致人自大宇宙中被割離。Steiner 透過神話的

研究訴說了當今教育之缺失，而由於神話直接表現了人類身心靈與大宇宙本有的

連結，我們便能藉著接觸神話來導正這項缺失；華德福教育的神話教學，導源於

此。這一教育問題絕非只限於華德福的範疇；這是普遍的教育現象，而 Steiner

的人智學指出之，並企圖以華德福的教育實踐來導正之。故，華德福教育神話教

學的蘊義應能在其自身的教育體系之外延伸，而仍能為包含官方教育系統在內的

其他體系提供有價值的參考。關於這點，筆者將於下一章的〈結論與建議〉中加

以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