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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Your Heart to Draw



Zentangle 禪繞畫初體驗；想放鬆的時候，不妨提起筆來
禪繞一下！

禪繞是一種心靈療癒的繪畫活動，追求【放鬆中的專注】。
在作畫的同時，心靈呈現冥想狀態，進而到達自在、心靜的效果。
不需要任何繪畫基礎，任何人只要會拿筆就可以創作。禪繞背後的
原理，就是要讓人專注當下，忘卻煩惱，透過作畫的過程回到當下，
體驗到正念（mindfulness）、覺知與靜心的意涵，它兼具塗鴉的
樂趣和藝術自療的潛力。

想多瞭解禪繞藝術，可以參考商業週刊報導：【纏繞畫】體
驗十分鐘放鬆術。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3141


禪繞畫



在課程中不斷提到的幾個概念--
1. 用轉紙來比喻轉念。人生像畫圖，難免會遇到不順利、會有卡住
的地方；卡住了，就把紙轉個方向繼續畫，就像遇到困難時，轉個
念頭、換個角度看待人生。
2. 禪繞藝術不使用橡皮擦，如同人生沒有橡皮擦。人生無法重來，
與其後悔過去、擔心未來，不如好好把握當下。
3. 我們常常覺得別人畫的比較好看，自己畫的比較差，卻忘了你也
是【別人的別人】，在別人眼中，你畫的也比他好看。別用放大鏡
看待自己。
4. Anything is possible. One stroke at a time. 凡事都能做到，只
要一次一筆畫，一步一步慢慢來。

實作以下五種圖樣（點選名稱就可以連結到YouTube教學影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Rick's Paradox 瑞克的悖論、
Crescent moon 新月、Cubine 立方體、Hollibaugh 立體公路、
Tippo 烈酒。

https://youtu.be/9wsVrw4Dhp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4kiRuQ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RIkflybdzE
https://youtu.be/5Bj51X4i4FE
https://youtu.be/TWaSXi0s7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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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羅

我們在圓形內創作的圖畫，其實就是表達性藝術治療領域，經常使
用的「曼陀羅」繪畫。瑞士的心理學大師榮格（Carl Jung）發現，
圓形圖案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從古自今，在不同民族中，
不難發現人類對圓形的崇敬之心。原來圓形象徵了人類的內在本質，
是沒有缺陷與稜角，圓圓滿滿的。創作圓形的圖畫，能夠呼應我們
當時的心境；透過不斷的創作，可以尋回我們圓滿的內在本質。後
來榮格採用梵語來形容這個圓形圖畫，稱之為曼陀羅（Mandala）。

感受「當下」的情緒。或許你在想一件事，或許你沒在想什
麼。就讓內心指引手中的畫筆，隨意塗鴉。



曼陀羅小宇宙
投入Mandala創作的人的會發現其深具止痛療傷的功效，使失序的
心靈，使失序的心靈獲得統整。創作過程可釋放情緒，跳脫舊有思
考模式，回歸自我、靜心冥想，經驗心靈的豐富性。

神奇的曼陀羅捕捉了瞬間的時刻，真實的反應我們的心路歷程！藉
由創作自己的曼陀羅而發現自我，將能激勵我們以更豐富的意識、
領悟力以及讚賞來過自己的人生！

曼陀羅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輪圓，有著巨大的能量，繞著圓起
舞，創作曼陀羅對我們的人生將產生非凡的意義！



Mandala，繞圓起舞：創作中有自我的頓悟

• 自我瞭解並生涯規劃

• 十字路口抉擇時刻

• 人生變動的時刻

• 穩定自我重心與找尋自我價值

• 心的治療並改善人際關係

• 療心的創傷

生命是沒有橡皮擦的繪畫藝術



一、 準備材料：

a. 30分鐘以上的時間、安靜的地點、明亮的燈光。

b. 一張空白畫紙（A4紙、圖畫紙、素描本等，黑色或白色皆可）。

c. 圓規（或盤子、泡麵碗等，圓圓的東西）。

d. 畫筆（蠟筆、色鉛筆、彩色筆等，便宜好用）。

二、 使用圓規，或將盤子蓋到A4紙上，畫出一個很大的圓。

三、 使用畫筆在「圓圈內」畫畫，畫出線條，塗上色彩。

四、 完成後，看看作品，感受自己所表達的訊息，感受畫中的想法/情緒。

最後在畫紙背面，為你的創作「取名字」。

請在畫紙背面，寫下你的創作理念，可以是一首詩，或短篇網誌。

簽上日期，藉由作品記錄今日的內在狀態。



曼陀羅代表完整

• 看起來像宇宙圖象徵，從中發
現曼陀羅的奧秘力量。

• 藝術的靈感不需要藝術家技巧，
可完全個人化這些豐富、精緻
的圖案，每個圖案也是發揮創
意性的實驗。

記住：畫圖或著色沒有任何規則，
最有趣的事是玩顏色、放輕鬆，
享受過程和美麗的成品。

基本著色技巧：

• 原色Primary Colors

• 合成色Secondary Colors

• 三次色Tertiary Colors



曼陀羅



陰陽

•緊緊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 bye？時間
沖走一切，帶不走我
對你的永遠。



我們

•後來的我們，理性超
越了感性。純真的心
變了樣，是否就要失
去平衡？



逆轉

•依偎在安全的草地上，
曬著星光，擁抱安全
的溫度



建立信心的過程，懷疑是養分！



忍耐生信心，乘風破浪！



Peace
I think well of myself 
because it is good for 

me and everybody 
around me!

How to love yourself

• Stop all criticism

• Do not  scare yourself

• Be gentle and kind and patient

• Be kind to your mind

• Praise yourself

• Support yourself

• Be loving to your negatives

• Take care of your body

• Mirror work “I love you, I really love you”

• Love yourself…do it now

靜心
我很珍惜我自己，

因為這對我自己
和我周圍的人都好!



進軍人生勝利組
靜心 信心

生涯策略X自我經營X軟實力

好品格＝軟實力

1. 守時

2. 專注

3. 盡責

4. 主動

5. 抗誘惑

• 專業

• 樂在工作

• 團隊合作精神

• 熱情

找到自己的生命密碼

品格領導力



看到？主題？



看到？主題？



The Origins of Art Therapy

• Art as a personal expression 

• Art as a form of psychotherapy dates back to Freud & Jung

• In 1969 the Americ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 was founded



藝術諮商融入課程

•心理學

•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

•品格教育領導力

群組 A 群組 B

課程 1 ？ ？

課程 2 ？ ？

課程 3
？ ？



Goals of Art Therapy

• Art therapy is recognized for
its many therapeutic effects
on aspects of mental,
physical, spiritual, and most
notably, emotional well-
being

mental

physical

spiritual
Emotional well-

being

others



Goals of Art Therapy (continued)

• To provide a means for strengthening the ego

• To provide a cathartic experience

• To provide a means to uncover anger



Clinical Uses of Art Therapy

• Variety hospitals

• Eating disorders

• Criminals

• Abused children

• Drug rehabilitation

• Emotionally disturbed

• Young children

• College students

• Cancer patients

• Chronic pain



Steps to Initiate Art Therapy

•Following past artists' footsteps

•A choice of materials

• Illustrative themes

• Interpretations



Interpretations
• Every line, point, color, and image means something

• Interpretations may not be immediate to the artist

• Only the artist is best qualified to make an interpretation

• The role of a therapist is to aid the artist in this process

• Interpretations are part of the healing process



Interpretation of Color in Art Therapy



Illustrative Themes

• Draw yourself

• Draw something that represents 
you

• Draw a fantasy animal

• Close your eyes and draw a line on 
paper

• Draw a house

• Draw an expression anger/fear

• Draw a healing image of you

• Draw a peaceful image

• Draw how you feel right now

• Draw a dream image

• House-Tree-Person



Art Therapy infusing in all of my three topics courses

• Draw yourself

「我」─創作自我介紹

• 「鏡子裡的我」─創作自我介紹

• Draw something that represents you/過去、現在與未來

• Close your eyes and draw a line on paper/畫門

• Draw how you feel right now塗鴉課

• Draw an expression anger/fear: 情緒與色彩

• Draw a healing image of you回顧、統整、自己所關注

• Draw a peaceful image畫出上週週一到週六的生活

• Draw a dream image平衡點



Drawing list
• 獨一無二的雙手/自己的優點與特色

• 那些開在心理的花/回憶快樂的事

• 成長日記/生命線/book

• 房屋house、人person、樹tree

• 山、路、家

• 我願是魚/我願是鳥

• 自選題目

• 選擇一樣東西，代表不變的象徵。

如，北極星

• 禪繞畫/曼陀羅/著色畫

• 雙頭人的選擇/行走在兩個世界之間

• 對目前學校/家庭的感受

• 理想工作/快樂家庭

• 我的秘密/我希望下輩子是＿＿＿

• 我的自畫像，最喜歡與欣賞自己的部分

• 從旅行包和車票開展人生

• 人生如同＿＿＿

• 畫一樣禮物送給自己，鼓勵自己加油！

• 見證自我成長的圖像

• 生命宣言



Fighting for  my dream in my life

I AM NOT AN CHICKEN,

I  AM AN EAGLE!

FLYING TO MY DREAM….



House-Tree-Person

• Explore interpersonal dimensions of you

• Your view of self in relation to environment and other people

• These three drawings were chosen because

- They are familiar to every one

- Acceptability by persons of all ages

- Ability to stimulate a greater fund of associations in comparison 
to other objects



Kinetic Family Drawing

• Family dynamic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emotional 
relationship

• Your view of place in family

• Communicate with you about problems and issues in family



Best Application of Art Therapy

• A great way to call on the wisdom of the unconscious mind

• A great way to release emotions that are pent up

• A great way to start the resolution process of a stressor



Development Stages of Art Expression

• Scribbling stage

• Picture Stage

• Human figure Stage

•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 stage

• Naturalistic stage



聽聲音

看角度



If you can have a 
dream, you can

make it!

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