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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羅創作在冥想中的運用
許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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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介紹曼陀羅與冥想的結合運用。首先就曼陀羅的定義與起源進行闡
述，並就曼陀羅與心理治療的關聯進行探討。再者，本文亦整理創作曼陀羅的功
效，發現其功效包含：協助個人獲得專注與放鬆、宣洩與紓壓、探索意義、個人
成長、整合意識與潛意識與靈性經驗等六項功能。最後，本文深入介紹創作曼陀
羅以及運用曼陀羅冥想的步驟，創作曼陀羅的七個步驟主要是：選擇適當的環
境、媒材的準備、靜心與專注、畫一個圓、進行創作、命名並寫下日期、催化安
排；而創作完曼陀羅之後運用在冥想的五個步驟主要是：看著曼陀羅找出顏色、
數字或圖形、保持輕鬆、冥想、自我書寫。同時於文末分享個人創作經驗，以呼
應本文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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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人生活在繁忙的社會與資訊爆炸的環境中，往往疲於應付外在的事務而
缺乏對於自我內在需求的照顧，以致於產生更多的壓力或是對於生命的無意義
感，導致心中會有一個渴望來透過靈性的成長開發自我。想要開發內在的自我可
以藉由「曼陀羅」(Mandala) 的創作來達成。「曼陀羅」是種圓形的圖騰，除了
應用於宗教的儀式之外，也適用於個人內在的探索與統整，尤其是曼陀羅所創作
的作品能帶領自我進入冥想的過程以促進個人的自我成長，進而達到靈性的經驗
層次。本文主旨在於介紹曼陀羅及其在冥想中的運用，並透過具體步驟的說明以
有助於實務界的應用。
貳、曼陀羅的定義與起源
曼陀羅是來自梵語的Mandala，是指神聖的圓輪、軸心的意思 (Bucgalter,
2004; Wikipedia, 2008)。現今曼陀羅泛指圓形所構成的圖形。
曼陀羅最初是由印度的密宗所發明。在密宗裡，曼陀羅是指修行密法的冥想
場所或是宇宙世界的縮圖，因此當時主要是用在極為重要的冥想或是儀式當中。
曼陀羅可以運用泥土或是細砂創作之，創作結束之後進行冥想，當冥想結束之
後，便將曼陀羅抹去。由於曼陀羅是創作者當下獨一無二的作品，經過一番辛苦
的創作之後便將之抹去實為可惜，因此後來的創作者為了使曼陀羅可以保存下
來，便開始在紙張或布料等可以保存較久的材料上製作曼陀羅（正木晃，2007）。
然而，雖然曼陀羅起源於印度的密宗，實際上曼陀羅是一個跨文化的圖形，
從許多古文明的圖騰，例如法國的沙爾特大教堂 (Chartres Cathedral) 的迷宮圖
案、中國的太極圖，到當今生活中的週遭事物，例如地面上磁磚的圓形圖騰、廟
宇裡的雕飾等，經常可見曼陀羅的圖形。所以，曼陀羅來自印度卻在各地文化中
具有普遍性的特質。
參、曼陀羅與心理治療
一、榮格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療
曼陀羅起初是被用在宗教的冥想或儀式上，後來瑞士的分析心理學家榮格，
依據自己創作曼陀羅的經驗並觀察自己創作的曼陀羅中圖案的變化，發現曼陀羅
中的圖畫往往能夠反映自己的心境且能進入潛意識探索自我並了解個人獨特性
的力量，因此便將曼陀羅的創作過程應用到心理治療中。
曼陀羅是內在心靈透過圖像外化表現出來的象徵 (Finacher, 1991/2008;
Snyder, 1999) ，所以，榮格將曼陀羅比擬為內在自我人格的核心，即本性 (Self)。
當 曼 陀 羅 越 完 整 (wholeness) ， 即 表 示 個 人 的 內 在 狀 態 愈 呈 現 和 諧 的 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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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cher, 1991/2008) 。另外，榮格也認為曼陀羅象徵著目標的核心，曼陀羅的
創作過程可以視為是一種朝向新的人格中心產生的過程，也就是榮格所謂的個體
化（individualization）歷程；依據榮格學派的分析治療師David Fontana認為曼陀
羅能夠幫助個人進入較深層的潛意識，當個人進入潛意識之後便會開始產生各種
形式的神秘經驗，進而幫助個人將各種形式的經驗整合，最後讓內在的小宇宙達
到和諧的狀態 (Wikipedia, 2008)。
榮格在他的精神病患個案的夢中也發現了曼陀羅。榮格依據臨床的個案做夢
的經驗指出在夢中，曼陀羅是一個創造者與保存者的象徵，蘊含著許多潛能，能
夠推動人格走過混亂狀態，並邁向統整的狀態 (Capuzzi & Gross, 2006)。榮格發
現，曼陀羅是在個人的內在心靈失去平衡之後，在精神重新整合的過程中自然地
產生的；曼陀羅能夠在個人精神狀態處於混亂時，具有調節的功能，它是心靈整
合和完整性的原型 (Moacanin, 1986/1999)。此外，每個人所創作出來的每一幅曼
陀羅都是獨一無二的，正如每個人的自我都是獨特的，因此曼陀羅代表的是創作
者當下的自我內在狀態，曼陀羅中的圓可以視為自我，而自我的狀態更是個人朝
向自我實現的依據，也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曼陀羅去達到個人的成長與自我實現
(Finacher, 1991/2008)。
因此榮格將曼陀羅運用在內在本性整合的工作中，隨著曼陀羅的創作過程，
我們可以進入自己的內在深層的世界，進而探索自我、洞察自我，最後達到自我
整合的狀態。
二、藝術治療
曼陀羅運用在藝術治療的領域中，也可以追溯至榮格的概念。榮格將曼陀羅
想像為整體自我的核心，認為繪畫曼陀羅具有探索內心世界的力量，曼陀羅因而
被轉換成藝術治療的方法之一（吳垠慧，2007）。藝術治療是指藉由藝術創作來
達到心理治療的效果。在藝術治療一直有兩個主要取向，其一為「藝術結合心理
治療」，其二為「藝術即治療」，前者認為藝術是心理治療的媒介，藝術只是心
理治療的輔助工具；而後者則認為藝術的創作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心理治療的過
程，創作者在過程中即會獲得療癒（陸雅青，2005）。
藝術治療強調創作，而曼陀羅本身就是一種藝術創作。在創作曼陀羅的過程
中，創作者可以表達自我的內在狀態，所以，曼陀羅可以被用來當作心理治療的
媒介，也能協助個人獲得自我統整與療癒。因此無論從「藝術結合心理治療」的
觀點或「藝術即治療」的觀點來看，曼陀羅是兩個取向兼具的治療方式，因為它
不僅可以使用來輔助心理治療目標的達成，同時在創作曼陀羅的過程中，也可以
獲得治療的效果。藝術治療師利用藝術的創作形式、媒材來引導個案進行曼陀羅
創作，協助個案表達內在想法與統整內在，進而達到治療的效果（林政宜，2008）
。
由於曼陀羅的創作不會過於複雜，簡單容易上手，因此許多心理治療工作者
都試圖將曼陀羅整合進入他們原本的實務中甚至作為自我照顧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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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al, 2007)。曼陀羅的繪畫創作是自發性的、不必經過特別訓練的，且在各種
不同文化的兒童中所繪畫的曼陀羅亦見大同小異 (Finacher, 1991/2008)，因此曼
陀羅在藝術治療中，常被使用來當作協助各種年齡層的個案探索內在心靈與自我
整合的方法 (Artheal, 2008)。
三、創作曼陀羅
創作曼陀羅的媒材與方式相當多元，用在冥想的時候也會因為不同人而有不
同的冥想方式。筆者整理相關文獻，以水彩／蠟筆／彩色筆，圖畫紙／素描紙等
媒材為基礎，創作曼陀羅可以參考下列的過程，主要的步驟如下所述 (Bucgalter,
2004; Finacher, 1991/2008; Snyder, 1999) ：
（一）選擇適當的環境
創作曼陀羅是一個與自己內在自我相互交流的歷程，因此需要尋找一個安靜
的環境，至少是一個不會被打擾的環境，讓自己可以舒服的在這個環境中進行創
作，與自己的內在自我進行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創作過程，創作者可以視自
己的需求加入適當的媒介營造出自己感到舒適的環境來催化自己的創作，例如輕
音樂、燈光或蠟燭等。創作曼陀羅是一個自由的歷程，因此這些媒介的使用全視
創作者的需求可以自由選擇。只要對自己的創作有所幫助的媒介，都可以適當的
加入。
（二）媒材的準備
在創作前除了需要找尋適當的環境之外，要進行創作時不可或缺的便是媒材
的選擇。創作曼陀羅的媒材有許多種如細砂、蠟筆、彩色筆、紙張、布、泥土、
牆壁等。不同的媒材有不同的效果，創作者可依照自己的需求與愛好選擇適當的
媒材。本文以水彩／蠟筆／彩色筆，圖畫紙／素描紙等媒材為基礎進行創作流程
說明。
（三）靜心與專注
當準備好適合自己的媒材之後，便可以開始放鬆，讓自己的心情平靜，接下
來專注於自己的內在感受，專注地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在告訴自己什麼，最後便
可以專心的自由創作屬於自己的曼陀羅。
（四）畫一個圓
在創作曼陀羅時，需要先在紙張上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位置，畫一個圓。值
得注意的是，創作者需要在圓內進行創作，不要超出圓圈外。
（五）進行創作
畫完圓之後，創作者需要從圓的內部開始進行創作。創作者盡量隨性的去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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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想到什麼就畫什麼。任何創作都是好的，都是可以接納，沒有所謂的美醜對
錯，只要是自己創作的曼陀羅，即是屬於自己獨特的創作品。此外，創作者應盡
量開放自己的心胸去與創作的作品接觸，並試著在創作過程與內在的自我進行對
話與溝通。
（六）命名並寫下日期
由於曼陀羅是屬於自己當下（此時此刻）獨特的創作品，代表著當下自己的
心靈狀態，因此創作者完成之後，可以試著將所完成的曼陀羅取一個名稱，並註
明創作的日期。為當下的創作留下一個紀錄。
肆、曼陀羅與冥想的結合
一、曼陀羅與冥想
所謂的冥想 (meditation) 是指一種個人與內在心靈溝通的方式，個人透過冥
想的方式減少理智與外在刺激的干擾，讓自己在意識十分清楚的狀態下進入潛意
識層面，進而開發潛意識的層面，同時透過冥想的方式，協助個人回歸自己的內
在心靈，進而與自己內在心靈的智慧進行溝通以獲得成長 (Garwain, 2002)。
曼陀羅最初即是被用來當作冥想、內省的輔助工具，同時它也是用來說明特
定心靈實現的圖案。由於曼陀羅是由創作者在專注、平靜的狀態下進行創作而產
生，因此透過此創作的歷程，能夠協助創作者將內在狀態表現出來，亦能夠使個
人能夠專注地觀照內在自我，一方面透過曼陀羅了解內在的意義，一方面透過曼
陀 羅 的 創 作 過 程 產 生 不 同 的 秩 序 ， 最 後 達 到 和 諧 完 整 的 狀 態 (Finacher,
1991/2008; Premal, 2007)。所以曼陀羅可以被運用來當作是一種協助冥想的外在
媒介，個人能透過曼陀羅進行內在的冥想及內省，引導較完整且深入地覺察自己
的內在心靈狀態。
透過曼陀羅的冥想，不僅可以使個人從中獲得獨特的意義，也可以使個人的
心靈達到統整的效果 (Snyder, 1999)。曼陀羅已經被證明是一種具有洞察力與治
療性的體驗，從曼陀羅的創造過程到創作成品的賞析，都能夠協助個人獲得洞察
性與治療性的體驗（正木晃，2007；Finacher, 1991/2008）。每個人的曼陀羅都
是無數的主題和象徵性的暗示，從曼陀羅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創作者透過作品表
達對外在世界與內在經驗整合的經驗 (Bucgalter, 2004)。也正是因為曼陀羅有如
此特性，因此十分適合用來進行冥想。
二、運用曼陀羅冥想的步驟
依照前述步驟創作完成的曼陀羅可以用來進行冥想。茲將運用曼陀羅冥想的
步驟整理如下 (Bucgalter, 2004; Finacher, 1991/2008; Garwain, 2002; Sny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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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一）看著曼陀羅找出顏色
進行冥想前，創作者可以看著完成的曼陀羅，試著從不同的角度觀看自己的
作品，尋找曼陀羅所透露的心靈訊息。首先可以先找出顏色，找出自己最喜歡與
最不喜歡的顏色、想著自己第一個／最後一個使用的顏色是什麼、主色與輔助色
各是什麼，最後可以聯想這些顏色對自己的意義或感覺是什麼。
（二）數字或圖形
找完顏色之後，創作者可以開始計算曼陀羅內圖形的數目、找出自己喜歡／
不喜歡的圖形是哪個部份、哪一個圖形讓自己覺得最特別、有沒有重複出現的圖
形、重複出現幾次，最後開始思考每一個數字、印象深刻的圖形對自己的意義是
什麼。
（三）保持輕鬆
找出顏色、數字與圖形之後，創作者可以保持輕鬆，以一個自己感到最舒服
的姿勢進行冥想，可以是盤坐、也可以是躺著，盡量讓自己感到輕鬆與自然。
（四）冥想
找到舒服的姿勢之後，閉上眼睛。開始想著顏色、數字、圖形告訴自己的意
義，將這些意義與自我的內在狀態做連結。同時，創作者也可以把曼陀羅的命名
加入冥想的過程中，找出曼陀羅要告訴自己的意義。透過這樣的冥想過程，讓自
已與內在自我溝通，獲得獨特的自我成長意義與經驗。
（五）自我書寫
冥想完之後，創作者可以睜開眼睛，將剛剛冥想所獲得的意義與經驗，以簡
單的幾句話寫在曼陀羅的背面，如此即完成整個曼陀羅的創作與冥想的步驟。
伍、創作曼陀羅的功效
曼陀羅的創作是以圓形為基礎，對西方人而言，圓代表的是界限，是個人內
在整體的核心；而在中華文化裡，圓被視為是圓融、圓滿的象徵。因此曼陀羅不
管對西方人或是華人來說都具有特別的意義。正因如此，創作曼陀羅的功效相當
多樣，會因為創作者本身的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效果。但大致而言，筆者整理相
關文獻，歸納出創作曼陀羅可以有下列的功效（正木晃，2007；Finacher, 1991/2008;
Snyder, 1997; Snyder, 1999; Prem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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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成長
曼陀羅是以圓為基礎，因此曼陀羅最外圍的圓形也許可以被視為是一道保護
線。在這道保護線內，個人可以自由的創作，不會有任何的侷限；同時創作者因
為有保護線與保護範圍，可以較容易開放心扉，探索內在的自我，不必擔心是否
過度溢出。創作後，再對著曼陀羅作品，進行冥想的想像過程，更可以幫助個人
打開自己的內在空間，以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週遭的事物．獲得個人成長
(Finacher, 1991/2008; Snyder, 1999)。
二、整合意識與潛意識
在創作曼陀羅的過程中，由於創作者處於一個專注、安全與平靜的狀態，因
此許多平日埋藏在潛意識底下的訊息便能夠得以浮現；創作出來的曼陀羅作品，
更可以視為是潛意識訊息的投射象徵。因此創作曼陀羅可以整合內在的意識和潛
意識，透過具體的曼陀羅圖像將平日肉眼看不到的潛意識訊息外化出來，即所謂
的潛意識意識化 (unconscious conscious)，讓個人能夠透過表達的方式加以整合
意識與潛意識的訊息 (Finacher, 1991/2008; Premal, 2007; Snyder, 1999)。
三、靈性經驗
曼陀羅是由心靈內在自然地生成，因此曼陀羅的創作及可視為是心靈的象
徵。由於在創作曼陀羅的過程中，有時候因為內在的一些議題與矛盾現象表現在
曼陀羅的創作中，因此曼陀羅會出現對立、掙扎、相互矛盾、衝突和妥協的狀態，
透過這樣浮現的歷程，個人能夠經驗到從分裂到整合的過程，同時也能夠讓個人
任意將內在的想法與訊息透過曼陀羅表達出來。由此可知，曼陀羅不僅能幫助個
人恢復秩序，同時也能夠協助創作者達到和諧的狀態。個人能夠藉由曼陀羅的創
作展現內在的直覺與洞察力，最後獲得靈性的成長 (Snyder, 1999; Premal, 2007)。
四、專注與放鬆
在創造曼陀羅的過程中，需要創作者集中注意力才得以完成，因此創作者若
能以專注的態度進行創作，便可以讓心靈獲得沉澱。也由於曼陀羅外圍的圓形可
以聯想到孕育胎兒的子宮，圓圈內的環境猶如子宮內是一個充滿安全與滋養的環
境，能夠讓創作者產生安全感，同時也能夠獲得心靈平靜的效果，因此能夠協助
創作者達到放鬆的效果，促進治療的達成 (Prem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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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洩與紓壓
在創作曼陀羅的過程中，個人可以享受到放鬆與平靜的感覺，因此不僅能夠
獲得生理與心理上的調適，同時也能夠協助個人領會到自己與他人彼此的獨特
性。若是個人能夠定期彩繪曼陀羅，自我療育的效果會特別顯著（正木晃，2007）
。
尤其當個人在情緒紊亂的時候，曼陀羅更能夠讓個人從創作過程中獲得宣洩，進
而釋放壓力 (Premal, 2007)。
六、探索意義
曼陀羅的創作過程可以反映創作者創作時的心靈狀態，創作者可以與自己的
內在心靈進行交流，因此在創作曼陀羅的過程中，可以平靜地與自我的內在相
處，經驗自己內在的感覺。透過曼陀羅的創作過程與創作出來的曼陀羅作品，可
以將自己的期待或需求表現出來，進而了解自己內在追求的意義 (Finacher,
1991/2008; Snyder, 1999; Premal, 2007)。
陸、經驗分享
就三位筆者親身體驗創作曼陀羅的過程當中，共同的經驗便是最先在構圖時
經驗到專注集中的感受，接著從著色彩繪的過程中體驗到能量的釋放，會感覺到
輕鬆。在專注創作的同時，腦海中會不經意的浮起過去的事件或片段。最後，在
作品完成之後，仔細回顧作品的每個部分，再藉由冥想整合自己的感受、作品與
腦中浮起的事件，會經驗到一種舒適愉悅的感受。然而有時也會在冥想之後，經
驗到悶、沮喪、生氣等負向情緒，但是經歷創作與冥想整合的過程也能夠對引起
負向情緒的事件或自我的狀態更多的覺察。以下為筆者所創作的曼陀羅圖（圖
1.、圖2.）。

圖1. 筆者創作的曼陀羅之一

圖2. 筆者創作的曼陀羅之二

上述兩幅曼陀羅作品中，第一幅曼陀羅是運用圖畫紙、蠟筆、彩色筆等媒材
創作而成；第二幅則是運用壁報紙、彩色細砂等媒材所創作而成。從兩幅圖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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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現，曼陀羅的創作並沒有一定的方式，創作者可以運用各式各樣的媒材以及
發揮自己的創意來創作。因此不同的媒材所創作出的作品，會有不同的風格；此
外，若再增添上創作者的想法與創意，創作出的曼陀羅作品更會因為具有反映個
人的內在狀態的效果而使每幅曼陀羅呈現多元的樣貌。
柒、結語
從印度密宗發展出來的曼陀羅圖形，不僅具備有宗教和藝術的價值，同時也
有自我探索、整合與成長的功能，加上曼陀羅的創作與冥想的過程簡單方便，只
需要一個安靜的空間和少許的媒材就能夠讓自我與內在進行整合交流，達到靈性
經驗的層次，能夠滿足現代人對於心靈方面需求，同時達到紓壓放鬆的效果。因
此，無論是創作曼陀羅或是透過曼陀羅進行冥想，都可以使個人獲得獨特的意義
與經驗而達到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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