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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羅思考法對精進學習策略的啟示

曼陀羅思考法的原文是梵語

「Mandala」，Mandala是由「Manda＋la」兩個

字彙所組成。「manda」的梵語意思是「本質」、

「真髓」；而「la」意思是「得」、「所有」，因此

「Mandala曼陀羅」一詞的意思就是「獲得本質」或

「具有本質之物」。其理論主要依據「放射性思考

法」和「螺旋狀思考法」二種思考技術來進行學習層

次提昇的思考策略。

陳木金(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兼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黎珈伶(台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管理研究所博士)

壹、前言

曼陀羅思考法的原文是梵語「Mandala」，Mandala是由「Manda＋la」兩個字彙所組

成。「manda」的梵語意思是「本質」、「真髓」；而「la」意思是「得」、「所有」，

因此「Mandala曼陀羅」一詞的意思就是「獲得本質」或「具有本質之物」。其理論主要

依據「放射性思考法」和「螺旋狀思考法」二種思考技術來進行學習層次提昇的思考策略。

曼陀羅最早出現在古印度五世紀，是聚集諸佛與菩薩之聖像於一壇城，將諸尊的本質真理完

整的表現出來。演變至今，曼陀羅是將諸佛悟道的智慧藉由美麗的圖畫呈現在我們眼前，它

可作為我們心靈啟發、日常生活實踐開啟智慧所用。例如，日本學者今泉浩晃博士發展的曼

陀羅筆記學，有系統化地利用曼陀羅於生活筆記，擴充思考空間，調節人際網絡，開發創意

掌握人際，提高學習與工作效率，幫助許多學習者透過曼陀羅筆記學成功地將學習的「知

識」轉化為實踐的「智慧」。在大學的學習歷程，勤做筆記是一種良好的學習習慣，更是一

種有效率的學習態度，平日做好筆記及學習準備，就不用擔心突如其來的抽考、小考及期中

期末大考，學習是一個歷程，勤作筆記就是學習歷程中不可或缺的記憶便利貼。以曼陀羅思

考法勤做筆記來精進學習，可以讓自己從不斷的學習當中，逐漸累積知識，並時常評估自己

的學習成果。因為在大學的學習，想要成功的把課程學好，必須要了解課程內容，並將它儲

存到長期記憶中，勤做筆記可以讓自己在大學的學習歷程之中建立自己的學習系統，透過勤

做筆記的策略幫助自己將學習的專業知識理解、內化、統整、建構為系統知識的有效學習策

略，形成高層的創造思考。因此，本文試從筆者的教學經驗及使用曼陀羅思考法的學習心

得，首先探討曼陀羅思考法的理論，了解曼陀羅思考法的核心技術分析，分析曼陀羅思考法

理論在精進學習策略的應用，並試著應用曼陀羅思考法理論繪製精進學習筆記圖提供參考，

介紹曼陀羅思考法理論及技術，作為大學生如何做好筆記的學習策略參考。

貳、曼陀羅思考法的理論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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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羅(Mandala)指的是密宗修法觀想的壇、壇城、道場，其為聚集諸佛、菩薩、聖者所

居處之地，也被視為宇宙萬物居住世界的縮圖。而現在我們所稱的曼陀羅，是指曼陀羅使用

一定的方式聚集諸佛與菩薩之聖像於一壇，將諸尊的本質真理完整的表現出來，猶如圓輪一

般圓滿無缺。目前全世界所出現的曼陀羅圖譜，一共有四、五十種，包括「金剛界曼陀羅」

和「胎藏界曼陀羅」。大部分都出現在印度、西藏、尼泊爾的廟宇牆壁上，有「印密曼荼

羅」、「藏密曼荼羅」、「唐密曼荼羅」、與「東密曼荼羅」(張宏實，2004)。以下分別

從「九宮格的圖形」及「曼陀羅思考法兩種模式探討」來探討曼陀羅的理論：

一、九宮格的曼陀羅圖的形式

仔細看著圖1的曼陀羅圖，我們能夠發現潛藏在其中的智慧圖形為圖 2的九宮格形式，產生

了所謂：「九宮格中智慧圖，全現心象曼陀羅。」對於記憶術及學習策略有很大的啟示。例

如，我國學者陳政見教授曾使用詩詞：「方格形中分九宮，兩股交斜看三度，東南西北會於

中，九九宮中格九九，九又三三成定局；乾坤渾圓力輻射，陰陽向背亦相諧，圓中求圓圓更

圓，體態雍容具華麗，多重幾何分層疊。」來作為傳承九宮格曼陀羅心法口誦要訣。另外，

日本學者今泉浩晃博士也發現這張曼陀羅圖裡潛藏九宮格圖形，進而有系統地發展出「曼陀

羅思考法」，並指出曼陀羅是個以網狀組織(Network)所造就的世界，脫離以往直線思考

的束縛，而涵蓋一切空間，自然形成一個「視覺世界」。這種曼陀羅的結構設計完全符合人

腦的自然思考，順應生理結構的發展，可使潛在意識活性化，今泉浩晃博士以日本空海大師

所帶回「金剛界曼陀羅」和「胎藏界曼陀羅」為基礎，成功解開隱藏在曼陀羅圖像裡的智慧

密碼，其以九宮格矩陣為基礎，八乘八輻射發散式的思考方式，快速產生八次方的思考因

子，發展出「曼陀羅思考法」，漸漸被推廣與運用，歷久不衰。若畫一個「曼陀羅」，就是

畫出一個九宮格(圖1及圖2)的意思(黎珈伶，2009)。

圖1 曼陀羅圖 圖2 九宮格圖卡

資料來源：全腦學習萬試通(頁53)，黎珈伶，2009，台北市：新自然主義。

二、曼陀羅思考法兩種模式探討

曼陀羅圖潛藏的智慧圖形就是「九宮格」，不過，在應用上卻有兩種不同的思考模式，一是

向外放射的「放射性思考」（詳如圖3），另一種是像陀螺般旋轉的「螺旋狀思考」（詳如

圖4），兩種模式的用法並不相同(今泉浩晃，1999；黎珈伶，2009)。以下分別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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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放射性思考的曼陀羅九宮格 圖4 螺旋狀思考的曼陀羅九宮格

資料來源: 全腦學習萬試通(頁56)，黎珈伶，2009，台北市：新自然主義。

(一)、「放射性思考」的曼陀羅思考法

「放射性思考曼陀羅思考法」所轉化出的思考方式（詳如圖3），其潛藏的九宮格智慧圖形

與由一而八，由八而六十四放射思考，可激盪出無限創意，是一種可以活用在多功能用途的

擴散性思考策略。藉由九宮格圖形之助，學生可以由一而八，由八而六十四，激盪出無限創

意，培養創造思考的能力。曼陀羅思考法的特色，始於九宮格的「固定格式」，終於入乎其

內，出乎其外，打破「格式化」的牢籠；由限制、引導，邁向自由、創發。陳秀

娟(2007)指出：教學設計是以九宮格為主線，意在運用強迫思考法，讓學生擴大思維，深

化思維。其經由曼陀羅思考法的訓練，學生的思考力由「點」至「線」，由「線」至

「面」，獲得擴展提升。學生對辭格知識的掌握不但越來越精確，寫作技巧漸次提升，作品

正確度也逐步提高。

(二)、「螺旋狀思考」的曼陀羅思考法

「螺旋狀思考曼陀羅思考法」所轉化出的思考方式（詳如圖4），大多用在有前因與後果的

發展關係上（由格子1發展到格子8的過程），或者是有關做事的方法步驟、事情的發生順

序，以順時鐘方向推進思考，在獲得結論前需經過七個步驟。例如，今泉浩晃(1999)利用

螺旋狀思考曼陀羅思考法介紹如何訂定一週計畫行程表，先過濾該該週必須完成的事情、工

作、乃至約會找出最重要者作為曼陀羅中心，接著仍然以順時鐘方向將七天行程逐一填入。

記錄時，應注意文句需儘量簡捷。八個格子對一週七天，最後一定會剩下一格，可做附註使

用。如此一來，設計行程表就像企業界擬定戰略一般，將自己的一週的行動計畫記在曼陀羅

備忘錄，即可大致看出能完成和無法完成的各別是些什麼，而一週的節奏可以掌握。將一週

的行程管理好，則一週的成功就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這種螺旋狀思考曼陀羅思考法則，有

助於思考的擴展與歸納，因此若想在開會場所舉手發言表示個人意見，事前亦可以利用作為

自己的發言內容做整理歸納的工作。

參、曼陀羅思考法的核心技術分析

今泉浩晃(1999)指出：曼陀羅思考法其形狀由中間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代表我們要以中

間的主題為主，再向外去聯想八個和中間主題有關事物。比如說中間主題是「學校」，可能

會聯想到「學生、老師、家長、校長、課本、課桌椅、黑板、校徽」這八種和學校有關的事

物。接著，將自己聯想到的八個事物照順序填入1~8的空格上（因為是日本人發明的，所

以順序是以日本「の」字形進行思考方向），就完成了(黎珈伶，2009)。

曼陀羅的放射性思考法，最常被應用在教育、商業企管、心靈啟發、藝術設計領域，可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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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十分簡單卻又非常實用的思考技巧，經常可以發揮「小兵立大功」的神奇妙用，接下來

研究者就來介紹最基本的應用方法。曼陀羅思考法的基本用法，包括：1.中間是主題，想出

八個和主體有關的聯想；2.依序由格子「の」字形1~8填入八個聯想；3.90秒內必需完

成，相關聯想並要適度的多元化。

在曼陀羅思考法裡頭所謂的「實」與「虛」的策略。所謂「實」的策略，簡單來說就是代表

一切看得到、摸得到，擁有實體的東西，比如說「桌子」、「鉛筆」、「電腦」這種具體存

在的東西就是「實」。而所謂「虛」的策略則正好相反，所有看不到、摸不到的「抽象名

詞」、「集合性名詞」和「形容詞」等都是「虛」，比如說「政治」、「科技」（抽象名

詞）；「水果」、「動物」（集合性名詞）；「可愛」、「聰明」（形容詞）等，都算

「虛」。在曼陀羅思考法的四種學習策略模式，包括：1.「實—實：創意」、2.「實—虛：

概念」、3.「虛—虛：隱喻」、4.「虛—實：圖像化」。每一種模式研究者都會分成「說

明」、「舉例」、「應用」三階段。所有的聯想例子，都是依照個人的直覺所寫成，由於每

個人的聯想都不相同，也沒有固定答案，因此僅供參考(黎珈伶，2009)。以下分別加以說

明：

一、實—實：創意的曼陀羅思考法

(一)方法：「實—實」中的第一個「實」代表的是曼陀羅中心主題，而第二個「實」則是表

示，其周圍的八個聯想也是「實」(詳如圖5)。

圖5 曼陀羅思考法「實—實」八個相關聯想

(二)舉例：比如中間主題是屬於「實」的手機，從手機出發，研究者聯想到相關的八個具體

的「實」，分別是電池、螢幕、按鍵、照相機、周杰倫、遙控器、防狼噴霧、飛機。

二、實—虛：概念的曼陀羅思考法

(一)方法：「實—虛」中第一個「實」是指的是曼陀羅中心主題，而第二個「虛」則是周圍

八個聯想是「虛」(詳如圖6)。

圖6 曼陀羅思考法「實—虛」八個相關聯想

(二)舉例：比如中間主題是屬於「實」的「書包」，因為書包研究者聯想到八個「虛」詞，

分別是知識、希望、壓力、夢想、負擔、科技、設計、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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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虛—虛：隱喻的曼陀羅思考法

(一)方法：「虛—虛」中的第一個「虛」是指曼陀羅的中心主題，而第二個「虛」是指周圍

的八個聯想也是「虛」(詳如圖7)。

圖7 曼陀羅思考法「虛—虛」八個相關聯想

(二)舉例：比如主題屬於「虛」的「記憶」，因為「記憶」研究者聯想到相關的八個「虛」

詞，分別是童年、愛情、清晰、模糊、老年癡呆、快樂、悲傷、珍惜。

四、虛—實：圖像化的曼陀羅思考法

(一)方法：「虛—實」的第一個「虛」是指曼陀羅中心主題，而第二個「實」是指其周圍的

八個聯想是「實」(詳如圖8)。

圖8 曼陀羅思考法「虛—實」八個相關聯想

(二)舉例：比如中間主題是「虛」的「智慧」，而研究者所聯想到相關的八個「實」，分別

是佛祖、孔子、媽媽、圖書館、百科全書、故宮、電腦、金字塔。

肆、曼陀羅思考法在精進學習策略的應用

曼陀羅思考法是開啟學生智慧與快速聯想力的一個好工具，其九宮格模式又可以活用在教育

界、企業界及藝術界許多地方，故這幾年透過坊間一些記憶術、心智繪圖文教機構、資策會

數位教育研究所以及台北教育大學多元智能與效率學習中心在民間與學校推廣之下，越來越

被熟知與重視。例如，林建睿(2006)研究發現各種圖像曼荼羅(本研究稱曼陀羅)都隱藏著

一種「智慧密碼」，它可以幫助社會大眾各個階層人士，快速增加「思考力、創意、聯想力

與理解力」，用以在第一時間內解決在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各種問題。黎珈伶(2009)全腦

學習策略課程發展，在介紹完一般左、右腦知識並做完活化全腦小體操後，第一個教學目標

便是透過曼陀羅思考法來活化學生快速聯想力、腦力、創意，並為下兩階段的全腦記憶術與

全腦心智繪圖暖身與打下活潑、彈性思考基礎。其曼陀羅思考法的教學訓練，開啟學生的快

速聯想力、創意思考、寫作文的能力。另外，曼陀羅思考法也被多面向的活用在學習策略方

面，比如說寫日記、抓取文章重點、目標設定、自我探索、提升心靈…等，對於學生各種能

力與思考上也能有很大的啟發與幫助。在啟發學生寫作力與創意思考、聯想力、閱讀理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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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不錯的成效，且均一致反應受到多數學生喜愛，實施之適用性高。因此，「曼陀羅思考

法(Mandala)」理論在精進學策略的應用方面，並試著應用曼陀羅思考法理論繪製精進學

習筆記圖(詳如圖9)提供參考，可以歸納以下四個特點：1.應用「創意、概念、隱喻、圖像

化思考」；2.應用在目標設定與各種心靈啟發與提升；3.應用在抓住學習重點的精進策

略；4.應用在提升多元能力的多功能技術，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圖9 應用曼陀羅思考法理論繪製精進學習筆記圖

一、應用「創意、概念、隱喻、圖像化思考」

應用創意、概念、隱喻、圖像化的曼陀羅思考法，可以利用來寫論文、新詩、一般寫作與創

作，常有意想不到的佳作。也可訓練在短時間聯想到對各種事物看法的多元面向，增強反應

力與口才表達，無形之間對於工作與教學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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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在目標設定與各種心靈啟發與提升

應用在目標設定與各種心靈啟發與提升的曼陀羅思考法，可以加深對自己的了解外，對於各

項目標的達成、生涯規劃、情緒管理、正面思想的改造..等，都可獲得很大的改善與提升。

三、應用在抓住學習重點的精進策略

曼陀羅思考法是應用在抓住學習重點的曼陀羅思考法，讓學生透過曼陀羅思考法自我介紹與

自我分析，或者鼓勵學生利用它來抓文章重點、寫心得與寫作。配合學生學習特性的適當教

學譬喻，能夠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

四、應用在提升多元能力的多功能技術

應用在提升多元能力的多功能技術，曼陀羅思考法活用與應用可如此的廣闊，歸因於思考由

主題延伸的八個聯想只能花90秒鐘，並希求能有多元、多面向的聯想，故作為訓練反應力

與聯想力是相當實用的工具。常常自我訓練並活用曼陀羅，會發現自己表達力、夢想力、思

考力、創作力、記憶力…等，都能一併提升，讓學生做出大膽的選擇，從適合的目標向較高

的目標邁進，配合學生學習特性的適當教學譬喻，能夠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

伍、結語

綜合本文從「曼陀羅思考法(Mandala)理論在精進學策略」的觀點，本文指出大學生若能

以曼陀羅思考法勤做筆記來精進學習，可以讓自己從不斷的學習當中，逐漸累積知識，並時

常評估自己的學習成果，建立自己的學習系統，透過勤做筆記的策略幫助自己將學習的專業

知識理解、內化、統整、建構為系統知識的有效學習策略，形成高層的創造思考，逐步讓學

習者形成「經驗→理解→內化→統整→建構→系統知識」的學習模式，在成功的使用曼陀羅

思考法進行有效的學習與有效的精進。因此，本文介紹曼陀羅思考法(Mandala)理論，曼

陀羅思考法的四種學習策略模式：1.「實—實：創意」、2.「實—虛：概

念」、3.「虛—虛：隱喻」、4.「虛—實：圖像化」來著力於學習，並應用筆者發展的曼陀

羅思考法精進學習筆記圖，學會使用「曼陀羅思考法」的方法，來精進習學習策略，從適合

的目標向較高的目標邁進，配合學生學習特性發展、激勵提昇自我效能的學習動機，增進學

習效率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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