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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New Year! 

■ 治療技巧淺談 

■ 實習制度反思 

■ 第六屆會員大會 

■ 研究報導：園藝治療對院舍體弱長者

的幫助，及對患有自閉症兼有智力障

礙人士之成效 

■ 港台交流團與研討會報導與分享 

■ 本地活動剪影 

■ 大中華發展：實習與培訓 

 

■ Therapeutic Techniques 

■ 6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 Researches：Effects of HT for Frail 

Older People in Residential Care, & 

Adults with Autism comorbid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 Taiwan Exchange Tour & 

Conferences  

■ Local Activities Snapshots  

 ■ Overseas Internship  

& Train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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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園藝治療協會在這一年的發展和去年不遑多讓，而且更有異采，在本期會訊可見一班。「專題

文章」部分，先有美國園藝治療協會前總編輯萊詩麗．佛林明女士為大家介紹一些對園藝治療極

具價值的實用技巧，接著是許玲與周詠盛君的合著文章，從中國傳統思想的隱喻初探植物療愈，

觀點角度精微奧妙，引人入勝。其後是資深社工和註冊園藝治療師吳婉儀女士(Terri)和李碧琼女士

(Miranda)分享對園藝治療實習制席之洞見與實習簡介會的報導與反思。除了通過嚴謹課程與實習

培訓園藝治療從業員之外，以科學方法驗證園藝治療之成效，亦為當前業界之共識，故本會亦一

直與不同機構合作進行相關研究，本期「研究報導」就有由本會學術研究統籌劉潔明女士(June)和

領導其中一項研究的蕭一凡博士撰寫的數篇文章，深入淺出介紹本會與理工大學、博愛醫院及扶

康會合作的兩個研究項目。大家可從中認識研究小組的設計方法和令人鼓舞的成果。當然少不了

一年一度會員大會暨園藝治療認證典禮的報導。  

在海峽兩岸的合作與發展方面，2017 年是很豐富的一年，因為我們與中國大陸及台灣的醫護社福

機構合作，派遣多位實習生到兩地開展實習小組，此外協會亦有到台灣開展培訓課程。詳情見本

期「大中華發展」部分。合作機構之一，廣州市天河區康園服務中心主任王丹輪女士更特別撰文分

享在該中心的兩個小組情況。一些康園同工亦在今年初在所屬單位開展園藝治療單項活動，並撰

文分享感受。香港的 5 位實習生，更一一細說他們在兩岸帶領小組的獨特而難忘的經驗，很值得

細讀；特別是有興趣到境外實習的同學，更不容錯過。台灣培訓課程，則是由譚秀嫺女士(Maia)撰

文介紹。Maia 與我並肩前赴海外教學，個中辛勞與收穫，她最知曉。當然少不了為香港的會員而

籌辦的各種寓學習於康樂與遊歷的活動報導。今年協會舉辦了多個工作坊和進修班，包括「製作

種子紙」、「種植技巧進修班」等，大受歡迎，在「活動剪影」中就有精采報導；此外還有由註冊園

藝治療師林細華女士(Sally)所撰有關《共獻關懷．智樂同行》嘉年華的攤位活動盛況。跳出香港，

我們更舉辦了第二屆港台交流團。這是許多會員盼望已久的活動，事實上，成功報名的幸運兒，都

覺得旅程開心精彩，滿載而歸。我們邀請參加者書寫感受，並摘錄部分以饗讀者。 

本期會訊要感謝兩位同學的參與，一為梁淑群(Brenda)協助翻譯工作，另一是吳美玲(Metz)為各環

節設計標誌，令會訊更添亮麗妝容。本期會訊出版之日，已來到 2017 年將盡之時。感謝過去一年

間參與協會各項事務與活動的朋友，不論是參加者或是大小工作崗位、合作夥伴與義工，我都衷

心感謝你們的支持！在此謹祝大家有個愉快豐足的 2018 年！ 

 

The development of HKATH in 2017 has been as prosperous as last year and you may find it even more 

flourishing as reflected from this issue. The highlight of this issue is the articles of “Special Features”. 

Ms Lesley Fleming, the former Editor in Chief of the 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News 

Magazine, has introduced some therapeutic techniques which are valuable for horticultural therapy.  

Then an enchanting article related to the healing with plants inspiring from metaph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co-authored by Ms Xu Ling and Mr Zhou Yongcheng, that profound and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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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could be seen. Last but not least, Registered Horticultural Therapists Ms Terri Ng has given 

her insight into the importance of HT Internship and Ms Miranda Lee has shared her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s of the Internship Briefing Session held on March 1.  

A consensus of the HT industry nowadays is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HT through a scientific, 

evidence-based approach. So that, HKATH has been putting effort in conducting relevant HT studies with 

various organizations, you can tell from the articles of this issue’s Researches section written by Ms June 

Lau, our Research Co-ordinator, and Dr. Nicolson Siu who is leading one of the HT studies. They have 

briefly described two HT research studies, including the methodologies adopted and the encouraging 

results, conducted with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k Oi Hospital and Fu Hong Society. Sure 

our annual AGM is reported in this issue. 

Regarding ou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2017 has been a fruitful 

year. HKATH has collaborated with several healthcare and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located in cross -

straits, by sending 5 HK interns, to kick off internship programmes in these two regions. Please refer to 

the “Development in Greater China” section for details. For those interns who are thinking of overseas 

internship, you should not miss the articles specifying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uniqueness of holding 

internship programmes in these two regions written by the 5 HK interns. We are also very glad to have 

Ms Wang Danlun, the Vice Director of Guangzhou Tinhe District Kangyuan Service Center (one of co-

operated organizations), who has specially introduced the two programmes held in her center.  Some of 

Kangyuan’s social workers have also got training from HKATH and have started to conduct single HT 

activities early 2017, and you can read their articles with their experience shared.  Besides internship, 

we have run training programmes in Taiwan as well. It is our pleasure to have Ms Maia Tam (RHT) to 

give us an introduction about those programmes. Maia and I have been working alongside to undertake 

HT training abroad for several years, she knows the best of our sweat and reward.  

Various activities, especially offered for HK members, comprising learning and entertainment are 

reported in the Activity Snapshots section. Several workshops and horticultural skills classes have been 

hosted this year, all of which are immensely popular. Ms Soo Szeto (RHT), one of the instructors of “The 

Magic of Seed Paper” workshop has described the extravaganza of the workshop and shared with us the 

meaningfulness of this activity.  Another article by Ms Sally Lam (RHT) tells us of her joyful experi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an community event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dementia prevention. Beyond HK, HKATH has 

held the 2nd Taiwan Exchange Tour which has been expected by numerous HK members. Those lucky 

ones found the tour astonishing and felt satisfied. We have invited participants to 

write us what they had experienced and how they felt in the tour.  

Is the Newsletter found brightened this year? Let’s give our applause to Ms Brenda 

Leung for assisting in translation work and Ms Metz Ng for logo designing of 

various sections. 2017 is approaching to the end,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namely those participants, working assistants, our partners 

and volunteers, etc. Support from all of you is so appreciated. I sincerely wish you 

a joyful and prosperous 2018! 

(Translated by Brenda Leung)                                     馮婉儀 Fung Yuen Yee, Connie  

註冊園藝治療師 HTR (AHTA, HKATH)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會長 HKATH President 

督印人：馮婉儀       編輯小組：吳婉儀、袁寶儀、劉潔明、譚秀嫺、郭翰琛     http://www. hkath.org 

查詢及聯絡：(+852)3690 1621/ info@hkath.org                               版權所有．請勿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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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 Techniques 

 

Text & photos by Lesley Fleming, HTR 

 

Professionals in therapeutic disciplines utilize a variety of 

therapeutic techniques when treating clients. Some 

techniques transcend disciplines, others are specific to a 

particular field.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a technique used by all 

therapeutic professionals, refers to interactions, verbal and 

non-verbal, that occurs between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and client, with the intent of enhancing trust, safety, 

comfort and health of the client.  
 

Therapeutic alliance refers to the bond created between therapist and client.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rapeutic alliance requires the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to possess core competencies relating to 

strong interpersonal skills, the capacity to demonstrate empathy, acceptance, and genuineness, as well 

as clinician knowledge of theory sufficient to elicit client response that will create a bond as a 

foundation for improved health and goal-oriented outcomes (Sultanoff, 2013; Gelkopf & Kreitler, 

1996).  
 

Therapeutic process refers to a multi-stage methodology, often utilizing a formalized treatment plan 

including assessment, goal-setting, treatment activity, and evaluation of outcomes. The treatment 

process may be interdisciplinary (Fleming, 2017).   

 

Use of self is a therapeutic technique where a health professional uses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personality, as well as their belief system and relational skills to establish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or alliance with a client (Kreski, 2012; Edwards & Bess, 1998).  
 

Behavioural psychotherapy techniques include: modelling, reinforcement programs, relaxation 

training, behavioural trial, and exposure techniques. Most often used by psychologists who have 

extensive training in their use, some of the techniques like modelling and relaxation training are used 

by others in 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including cancer specialists, social workers,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recreation therapists (Ministry of Healt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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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classic psychology techniques offer a range of therapeutic tools: abreaction (patient has a verbal 

emotional purge related to situation guided by the therapist); clarification; confront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bibliotherapy (patient is given selected material to read as a self-directed technique) 

(Jack & Ronan, 2008). 

 

Counselling and role transitions are therapeutic techniques commonly used by psychologists, 

nutritionists, and counsellors in schools, addiction centers and hospitals. Leisure counselling, for 

example, “defined as the systematic exploitation of a client’s past, existing or prospective hobbies, 

activities and interests” can be used for improving coping skills related to, but not limited to easing 

phobias and traumatic events, sustaining positive moods, and containing destructive habits and 

impulses (Juniper, 2010).  

 

Therapeutic Techniques Used by Horticultural Therapists  

Sensory stimulation refers to a range of techniques, some of which are very specific to particular 

disciplines. Neurologists utilize the brain’s neural plasticity mechanisms for stroke recovery or 

cognitive aging deficits using sensory stimulation therapy (SST). Educators use sensory stimulation 

for enhancing learning and retention (Laird, 1985). Therapeutic recreation and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practitioners incorporate sensory stimulation in wide-ranging practices to promote good 

health, behavior, nutrition, relaxation, and socialization (Rutledge, 2009). Tasting nutritional fruits 

and vegetables, smelling fragrances to elicit emotions or memories, touching plants and soil for tactile 

responses, and using auditory sounds of nature to evaluate functioning levels are a few applications 

of sensory stimulation used as part of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Wegenfeld, 2009).  

 

Touch, used as a therapeutic technique, does not have universal acceptance, related to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rapists may use this practice. Touch has been found to have profound effects i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for some. It can be effective as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in intense situations, 

or with elder populations, for example, where limited physical contact may exist (Curran, 2015).   

 

Hand on hand technique where a therapist puts his hand on the client’s hand to assist as necessary, 

is used with tools, plants, watering cans or hoses. This technique is commonly used by occupational, 

physical and recreation therapists during rehabilitation and for tasks of daily living.   

 

Adaptive gardening techniques, including hand on hand 

technique, includ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making gardening 

tasks easier based on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l capabilities. These 

include such things as: seated gardening chairs, vertical gardens and 

gardening from a standing position, raised beds with ledges for 

sitting, light watering cans and barrier-free garden areas. Tools 

attached to braces, use of children’s tools with adults, lightweight 

tools made of composite materials, brightly colored tool handles, 

and absence of pointed/ sharp/ or cutting tools (for specific 

populations) are techniques used for horticultural therapy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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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tial activity, also known as hands-on activity, is the foundational technique used in 

horticultural therapy. In contrast to talk therapy, experiential techniques or activities where plant or 

gardening activities are used to achieve specific and documented health outcomes involve the client 

in active (and at times passive) activity as an essential and integral part of the treat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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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技巧淺談 
文、圖：萊斯麗．費林明 (HTR) 

中譯：梁淑群     

 

各類治療界別的專業人士均會利用各種不同的治療技巧來治療服務對象。有些治療技巧能夠跨越

多個界別，有些則只適用於單一界別。 

治療性溝通，是指健康護理界別專業人士和服務對象之間的言語及非言語的溝通。此技巧適用於

所有治療界別專業人士，目的是增強服務對象的信任度、安全感、舒適度及健康。 

治療性聯繫，是指治療師與服務對象之間產生的聯結。要建立一個治療性的聯繫，需要健康護理

界別專業人士擁有以下一些能力或特質：優良的社交技巧、有足夠同理心、接納及真誠；同時亦需

要擁有臨床理論的知識。這才足以引發服務對象作出理想的回應，從而產生兩者的聯結，成為改

善服務對象健康和達致目標為本的結果之基礎-(Sultanoff, 2013; Gelkopf & Kreitler, 1996)。   

治療性過程，是指一種階段性方法技巧，經常應用一套既定的治療計劃，而計劃內的程序包括了

評估、目標設置、治療活動及成效檢討。所涉及的治療過程是可以跨界別進行的(Fleming, 2017)。 

運用自我，此治療技巧是指健康界別專業人士利用個人經驗及自我個性，加上他們的信念體系及

關係技巧來建立與服務對象之間的治療性溝通或治療性聯繫-(Kreski, 2012; Edwards & Bess, 1998)。 

行為心理治療技巧，是包括模仿、強化療程、放鬆訓練、行為試驗及暴露療法的治療技巧。在這些

範疇飽經訓練的心理學家最常使用這些技巧，但其中一些技巧如模仿及放鬆訓練也會被其他治療

專業應用，包括癌症專家、社工、特殊教育老師及康樂治療師(Ministry of Health，2009)。 

其他傳統的心理學技巧亦提供了一系列治療性手段：發洩(在治療師的引導下，病患藉語言將被壓

抑的情緒表達出來)、辨析、對質、解釋及閱讀療法(讓病患閱讀經挑選過的讀物，作為一種自我導

向的治療手段)(Jack & Ronan, 2008)。 

心理輔導及角色轉換是心理學家、營養師及學校、戒毒中心和醫院裏的心理輔導員經常使用的治

療技巧。例如「休閒輔導」是「被定義為能協助服務對象有系統地發掘以前、現時及將來期望的嗜

好、活動及興趣」的一種治療技巧。此治療技巧可應用於改善服務對象的應對能力，尤其是卻不限

於有助舒緩各種恐懼症和創傷事件，、維持正向心情，及遏制服務對象的壞習慣和衝動  (Juniper, 

2010)。 

園藝治療師應用的治療技巧 

感官刺激是包含了一系列治療技巧，有些技巧只適用於個別界別。神經學家會利用大腦內的神經

可塑性機制，透過感官刺激療法來治療中風復康者或老年認知障礙症患者。而教育工作者會應用

感官刺激作用來提升服務對象的學習能力及記憶力(Laird, 1985)。另外，治療性康樂活動及治療性

園藝活動的從業員則會把感官刺激作用結合於廣泛的訓練中，藉以改善服務對象的健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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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放鬆能力及社會化(Rutledge, 2009)。在治療過程當中應用感官刺激的幾個例子包括：品嚐營

養豐富的水果及蔬菜，嗅一嗅香氣從而誘發出情感或舊記憶，觸摸植物及泥土來刺激觸感，以及

透過聆聽大自然的聲音來評估各功能水平 (Wegenfeld, 2009)。 

運用身體接觸作為一種治療技巧，並未受到普遍接受，僅限於治療師認為適合的一些情況而使用。

在某些治療進行期間，身體接觸被發現能帶來深層效果。尤其是在緊張的情境下或與長者相處時，

如作出有限度的身體接觸，觸感便發揮效能而形成一種溝通形式。 

手把手技巧是當服務對象在處理植物、使用工具、澆水瓶或澆水管時，治療師在認為有需要時便

會以手把手方式提供協助。此技巧經常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及康樂治療師應用於復康治療

及日常生活的訓練當中。 

改良式園藝技巧，除了手把手技巧外，亦包括因應對象的體能和智

能情況而將園藝操作簡易化的各種策略和方法。當中包括：園藝工

作椅、直立式花槽及站立式園藝操作、圍邊可坐的高架式花槽、輕

身的澆水瓶、以及無障礙的花園區。另外，還有支撐功能的工具、

讓成人使用兒童工具、以混合物料製成的輕型工具、顏色鮮艷的工

具手柄及不使用尖 / 利 / 或切割工具(特別針對某類服務對象)。

以上的各種技巧均適用於園藝治療活動。 

體驗性活動是園藝治療的基礎技巧。相比於談話療法，體驗性的技巧或活動必需服務對象通過主

動參與(及有時的被動參與)園藝活動而帶來特定且被記錄的健康效益。  

 

作者簡介： 

萊斯麗．費林明是一位美國註冊園藝治療師，她於美國及加拿大從事園藝治療。由她所撰以“園藝治療

和植物園”、“大笑治療法”、“從退伍軍人變成農夫的項目設計”、“專業發展和持續進修單元”等為主題

的多篇文章曾被刊登在「治療性園藝期刊」。她亦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治療性園藝從業員之觀」

https://www.smashwords.com/books/view/656448。 費林明曾擔任美國園藝治療協會新聞雜誌的總編輯、

美國園藝治療協會董事局會員、佛羅里達州園藝治療協會主席及哈利法克斯（新斯科細亞省）同根都

市農場的諮詢委員。她現時致力於園藝治療及康樂治療的工作當中，包括諮詢、培訓及於「治療性園

藝期刊」發表評論。 

 

 

 

 

 
 
 
 
 

https://www.smashwords.com/books/view/65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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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傳統思想的隱喻初探植物療愈 

—以“烏蘭魅影”夜遊為案例 
 

 

許玲，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學哲學系 

周詠盛，博士研究生，臺灣大學哲學系 

一、植物療愈 

1、緣起 

本人（許玲）曾經在中國兩個植物園從事植物園教育工作。2007 年，我有幸獲得香港嘉道理

農場暨植物園提供的“旅遊獎學金”，到該植物園學習一個月。在這個月的培訓課程中，我第一

次接觸到馮婉儀女士上的“園藝治療”課，這給我打開了植物園教育的一扇新窗戶。 

園藝療法（Horticultural Therapy），日本稱園藝療法，韓國稱園藝治療。簡單的定義是：利用

園藝來治療。美國越來越多的衛生醫療機構，從醫院到老年護理院再到精神病院等，都在青睞“園

藝療法”，把園藝活動來作為治療病人的一種輔助性的治療方法（職能治療、代替醫療），借由實

際接觸和運用園藝材料，維護美化植物或盆栽和庭園，接觸自然環境而紓解壓力與復健心靈。目

前園藝療法運用在一般療愈和復健醫學方面，例如精神病院、教養機構、老人和兒童中心、醫療院

所或社區。 

2、嘗試 

香港學習回來後，我嘗試著把園藝療法的理念融入到植物園的一些教育活動中，不僅僅關注

園藝，還把範圍擴大到植物本身，開始從多個管道探索“植物療愈”的領域。並無意中發現了美

國女作家伯內特的傳世經典小說《秘密花園》。故事講述的是：一場霍亂使性情怪戾的瑪麗成了孤

兒，她只得被送往遠在英國的約克郡的密素斯特莊園和姨父克萊文先生一起生活。克萊文先生傷

心妻子之死，變得陰鬱古怪消沉遁世，他的莊園裡有上百間被鎖閉的房子，有十年不許人人進入

的秘密花園。瑪麗意外地在知更鳥的幫助下，找到這個秘密花園的大門和鑰匙，她還聽到了一個

神秘的哭聲，吸引著她去探索莊園之謎。瑪麗在迪肯的幫助下，使荒蕪的花園重現生機。不久，被

認為離死不遠的莊園小主人科林也參加了進來。大自然的力量改變了一切，長年籠罩在陰霾之下

的古老莊園及其主人也一同獲得了新生。 

小說的故事引發我對“植物療愈”更多的思考。每一種生命都有其特殊的磁場，當我們與其

接觸時，磁場會相互影響。“用生命影響生命”就是植物療愈的本質，因為生命的存在給予我們

更多的思考。栽培一株植物，如果其生長真的只是它自己的功勞，可以一蹴而就的話，那麼我們就

顯得渺小或是不重要了；正是因為植物生長的過程中，有頼人類的照顧和支持，彼此是相互影響

的。看著植物茁壯成長，會讓我們找到成就感，同時也刺激我們思考，該如何更有力量和更加用心

去照顧它們。 

植物療愈對亞健康的成年人有很多正面作用，如：刺激感官；緩解壓力，發洩和釋放負面情緒；調

節生活規律；培養人情味；激發情感和美感；培養出自我價值感和責任感；激發創造力和想像力；瞭解

壞習慣對生命的影響；發揮自身的長處和才能；學會分享；在有限的生命中發現無限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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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些實踐後，為了進一步研究植物療愈，我嘗試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挖掘可以指導實踐的

故事和理念，並發現了植物隱喻。 

二、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植物隱喻 

1、植物療愈與隱喻 

為了解釋植物何以能夠療愈人們的心靈，我們必須區分兩種意義的隱喻：第一種是修辭上的，

這是基於具體事物來模擬抽象性質。由於人們往往比較熟悉具體事物，卻不見得能夠把握抽象性

質，故作者可以基於兩者之間的共通點，透過前者來讓讀者瞭解到後者。所以，這類隱喻是一種讓

人們便於理解的論述策略，隱喻作者是先對抽象性質有相當清楚的認知，而後選取適當的具體事

物來讓讀者瞭解。譬如用火焰來形容一段愛情的熱烈程度時，隱喻作者是先把握了愛情的程度，

而後選擇用火焰來模擬它，如此一來，熟悉火焰有多麼熱烈的讀者們，就可以輕鬆地理解到愛情

有多麼熱烈。 

第二種則是認知上的，這是基於具體事物，來為抽象認知提供了一個認知得以形成的基本框

架。如雷可夫(George Lakoff)與詹森(Mark Johnson)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一書當中，就認為人

的概念系統大部分是由譬喻系統所建構的，我們周遭所見的以及由文化傳承而來的譬喻，形塑了

我們的概念認知與思維模式。他們的核心主張是，人的認知在形成上，必定經由了一個從具體到

抽象的過程，這是一個基於具體事物來建構抽象認知的機制，或說具體事物形塑了我們的抽象認

知。在此意義下，隱喻作者必然是先理解到火焰有多麼熱烈，而後透過這樣的熱烈來理解愛情，或

說來建構其對愛情的認知。 

就修辭式的隱喻而言，隱喻僅是一種便於讀者理解的媒介，若換一種媒介，對於原先的寓意

也不會有本質上的影響。在此意義下，作者以火焰或其他自然現象來譬喻愛情，都不影響他自己

對於愛情性質的把握。但就認知性質的隱喻而言，隱喻參與了認知的形塑過程，作者以何種自然

事物或現象來描述愛情，實際上也就反映了其對愛情的認知如何形成。在此意義下，當他以火焰

來譬喻愛情，就是基於火焰的性質來理解愛情的性質，所以火焰在認知形成上，是一個不可或缺

的、無法替代的基本要素。 

顯然，認知語言學上的隱喻理論，有助於解釋人與植物的互動為何可以有療愈效果，它指出

人可以透過植物來理解自己，當人與植物的互動越深入，也就越能喚醒自身本有的種種能力。透

過植物來說明其他複雜活動，中國古代已有不少記載，我們不妨把它們看成是植物隱喻的具體案

例。 

 

2、傳統中的植物隱喻 

孟子在談到自己如何培養浩然之氣時，即透過植物的生長來說明，這同時也是「揠苗助長」典

故的由來：「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

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簡單地說，有個農民希望秧苗快點長大，於是強行把秧苗拉出土外，

還以為自己真的使秧苗早點成熟，但卻造成了反效果。我們要如何把握「揠苗助長」的寓意呢？首

先，植物的生長有兩個重要性質可言：一是自動自發，亦即其生長的動力完全來自於自身內部，不

假外求；二是循序漸進，這包括了破土發芽、生枝長葉、開花結果等階段，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有

順序可言的過程。孟子即是透過這兩個性質，來描述、解釋與理解人格修養的操作。更詳細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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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自發所對應到的，是人格修養必須由人有意識、有意願地來實際操作，社會規範可以使人有

某種外在表現，但不能真正改變內心想法；循序漸進所對應到的，則是人格修養必然為一具體操

作的過程，既非一蹴可幾，更非口頭上的空談，而是以精神能量的積累來引領心靈層面的提升。 

所謂「助長」即是要說，宋人以為自己幫助了秧苗的更快生長，但他其實是出於個人私心才這

麼做，這是一廂情願地、強制性地破壞了秧苗原有的生長規律與進程，因而導致了不好的結果。據

此來看人格修養，植物隱喻所提供的指導是，把握修養向善的內在動力，並循序漸進地來累積精

神能量。從儒家的基本立場來看，這即是根據人之性善，發揮惻隱、辭讓、羞惡、是非等四端之

心，按照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步驟，自我修養以成為君子仁人。

所謂浩然之氣，即是指人的一種精神能量，需要透過人的主動覺察與積累來培養之。 

另一個例子，是柳宗元的一個政治寓言：《種樹郭橐駝傳》。文中，柳宗元塑造了一位善於種樹

的郭橐駝，並借其口來說明最佳的種樹方法。嚴格說來，郭橐駝並無法特別使樹木生長得高大茂

盛，他真正所做的，是去除那些不利於樹木天性的條件，使其生長得以充分發揮與實現。譬如旁人

種樹時，樹根拳曲不直，所用舊土又少，填土不是過緊就是過松。就算能做到這些，在移植完成後

又往往為了測試樹的死活而剝開樹皮、為了測試穩固程度而搖晃樹幹。凡此種種，皆是違反了樹

的生長天性。而郭橐駝則注意到了樹根的充分伸展、舊土的儘量保存與填土的鬆緊適中，並且在

移植完成後任由植物自然生長，而不去做任何形式的干預。 

但柳宗元的本意，並非是要指出如何植樹，而是要說明如何為政，亦即透過種樹之方來理解

管理人民之方。所以他在文中安排某人問郭橐駝說，這個種樹的方法能否應用在為政之上呢？郭

橐駝的答案無疑是肯定的：官員們當然應該積極協助人民，但必須以不干擾人民生活為前提。有

的官員頻繁地頒行政策，甚至朝令夕改，使得人民為了適應這些政策、為了執行這些命令而疲於

奔波，其生活品質反而下降了。也就是說，官員的過度干預，往往妨礙了人民的日常生活，是製造

不利條件而非解消。若依郭橐駝的方法，如同植物會自然生長，人民也會自然繁衍，關鍵在於提供

有利生長繁衍的條件，並避免那些不利情況。 

 

3. 植物隱喻作為一種自我理解的模式 

從孟子和柳宗元的觀點可以看出，植物的生長過程，提供了一種理解模式，並可套用到日常

生活的為人處事上。它設定了已然的原初狀態與應然的理想狀態，而從原初到理想，必須經由一

個自動自發的、循序漸進的過程方可達致。在此意義下，我們是基於具體的植物生長來理解抽象

的為人處事，植物是做為理解模式而出現的，它形塑了我們對為人處事的認知，而不僅僅是修辭

上的譬喻。這代表我們對植物的觀察越豐富，對為人處事的體認也就可以越深入。所以，若要透過

植物來進行療愈，不僅是要讓人們多多接觸植物，更是要引導人們透過植物來理解自己與周遭世

界的互動。 

 

三、植物療愈的案例：烏蘭魅影 

經過以上一系列的啟發、思考和探索，我分別在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和廈門植物

園策劃了不同的植物療愈活動，如夜遊。2009 年，我在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工作，並住在植物園

裡。到了晚上，皎潔的月光、滿天的繁星、精靈般出現的螢火蟲、橫行的法國大蝸牛、滿地亂跑的

蟾蜍、梔子花醉人的香氣，都讓我感受了夜間植物園的美麗和詭異。於是，我萌發了把夜遊作為自

然療愈的旅遊專案進行開發的想法。半年後，我和同事一起策劃了“烏蘭魅影”夜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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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烏蘭魅影”名字的來源，當

時我們想用一個有當地語言特色的詞，

發現“烏蘭”在傣語中有“天地萬物”

的意思；同時，借用了著名電影《歌劇

魅影》的後兩個字“魅影”，來代表夜

晚熱帶雨林中各種生靈的影子。沒想到

把兩個詞結合成“烏蘭魅影”，不但朗

朗上口，還有一種說不出的神秘獵奇的

味道。 

 

 

 

經過半年的籌備，我們開始在植物園的賓館公開招募遊客參加夜遊，第一批遊客是來自四川

的一對年輕朋友。夜幕降臨後，我和同事一起做引導。活動開始，我先讓兩位參與者分別給自己取

一個植物的名字，通過這個名字和植物連接，想像他們成為了那種植物，並與接下來看到的植物

擁有平等的互動。然後，沿著我們的遊覽線路，分別引導他們體驗沿途遇到的有趣植物，啟動他們

的感官，如：觀察植物在夜間的狀態、傾聽雨林夜晚的聲音、聞不同花的香味、撫摸不同質感的葉

片、品嘗植物的果實。通過夜觀、夜聽、夜聞、夜摸和夜嘗，豐富他們與植物互動的感官體驗。他

們從活動剛開始的拘束、沉默，慢慢變得輕鬆、興奮、健談，隨著夜遊的深入，參與者的心靈也伴

隨著感官的啟動慢慢敞開，不斷獲取植物帶給他們的啟發和生命能量。 

 

 

  (圖：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 

  (圖：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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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兩位參與者不斷被調動起來的興趣，以及彼此熱情的互動，原計劃一個小時的夜遊體驗

竟然延長到四個小時。活動結束後，兩位遊客激動地回饋說：他們已經很久沒有這麼敞開心扉地

接觸自然，擁抱內心，並釋放情緒了。後來，他們一直和我保持聯繫，和我分享那晚熱帶雨林的植

物給予他們的積極能量，被帶回各自生活後的改變和感受。 

通過多次完善，“烏蘭魅影”夜遊活動逐漸被遊客接受，並成為中科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

一個特色的深度體驗旅遊項目，越來越多的人體驗到“植物療愈”的神奇魅力。 

 

 

 

 

 

 

 

 

 

 

 

四、結論 

植物療愈對亞健康的成年人不僅有許多生理層面的作用，還有心理上的積極暗示。中國傳統

思想中的植物隱喻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自我理解的模式。人們可以基於具體的植物生長來理解抽象

的個人內在成長和為人處事，植物作為理解模式，它形塑了我們對為人處事的認知，而不僅僅是

修辭上的譬喻。透過植物來進行療愈，不僅是要讓人們多多接觸植物，更是要引導人們透過植物

來理解自己與周遭世界的互動。“用生命影響生命”就是植物療愈的本質，因為生命的存在給予

我們更多的思考。 

每當我們關注於任何自然之物，關注於那些草長鶯飛、花謝春紅、腐草為螢的生命，關注於任

何沒有被人類干涉過的存在，我們便能夠跨越大腦思維的牢籠。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與存在於

這些事物中的生命本質相連接了。在這存在之中，一切自然之物依然鮮活如初。 

我們仰賴自然不僅是為了肉體存活，也仰仗它找到回家的路，找到逃離思維牢籠的路。因為，

我們已經迷失在工作中、思考中、回憶中、期盼中，迷失在錯綜複雜的事情中，迷失在問題重重的

世界中。忘了那些岩石、植物、動物都知曉的東西，已經忘卻了如何生存：求得寂靜、活出本我、

尋得生命，而這才是生命之所在。 

2017-4-30 

北京大學 

許玲 xuling2015@pku.edu.cn，周詠盛 d00124003@ntu.edu.tw 

  (圖：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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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專業培訓歷程借鏡： 

園藝治療推行實習制度的重要性 
吳婉儀 RHT (HKATH)，RSW 

 

輔助治療近十年於香港可說是百花齊放，粗略可歸因於本土化應用增加，使之逐漸廣為人知，部

分更經科學化驗證對人的身心社靈有正向效益，故漸為人所取用，而園藝治療便是當中一員。 

人本工作，涉及身心社等多方面，園藝治療師於評估、介入及檢討等不同歷程，均肩負著重要角

色，故於海外及本地部分推行相關課程的機構，都多以講課、實務技巧培訓及實習的三軌制推行，

避免踏上「紙上談兵」之陷阱。 

觀乎芸芸直接與人工作的專業中，諸如醫生、教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護士，以至社會工

作員等，其培訓歷程中均設立實習及註冊制度；而本港不少輔助治療，例如香薰治療和創意藝術

治療（藝術治療、音樂治療、戲劇治療、形體動作及舞動治療、表達藝術治療）等，都有類似歷程

及註冊制度。  

實習制度，簡單而言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的一個過程，從而建立個人專業能力。實習運作多由資深

而具實際工作經驗的導師推行，負責監察及評估受訓者在知識、技能等層面於現場環境中的實際

執行能力；另一方面，亦包含對受訓者的專業信念、價值取態、道德規範等軟性條件的觀察及傳

授，細微如突發事件的應對、保障受眾私隱等範疇一一跟進、指導。 

實習過程不單有助受訓者摸索及累積經驗，日後持續優化相關範疇的知識和技能，同時亦一步步

推動學員內化專業價值觀和操守，從而確保治療師於日後推行服務時達至更佳水平，有助保障服

務受眾的安全、利益和權利，亦有助建立更強之外界認受性。 

正所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規劃持續學習歷程時，宜小心謹慎，作出明智選擇啊！ 

 

 

參考資料： 

‧從區分與藝術治療師的異同看臨床心理學家的訓練及工作。資料來源：http://wp.me/p8iPwg-hfU, 於

2017 年 5 月 4 日擷取。  

‧家庭醫學與學醫。資料來源：http://utalks.etvonline.hk/article65.php, 於 2017 年 5 月 4 日擷取。 

‧教學實習中的專業學習。資料來源： 

http://hkier.fed.cuhk.edu.hk/journal/wp-content/uploads/2009/10/ej_v32n2_61-86.pdf, 於 2017 年 12 月

26 日擷取。     

‧實習生的關注。資料來源：http://www.ied.edu.hk/fesym/1C04-016%20Full%20paper.pdf, 

於 2017 年 5 月 4 日擷取。 

 

 

http://wp.me/p8iPwg-hfU
http://utalks.etvonline.hk/article65.php
http://hkier.fed.cuhk.edu.hk/journal/wp-content/uploads/2009/10/ej_v32n2_61-86.pdf
http://www.ied.edu.hk/fesym/1C04-016%20Full%20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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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第六屆會員大會 

6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編輯小組 

 
今年 4 月 8 日初春一個下午，香港園藝治療協會舉行了第六屆會員大會暨園藝治療認證典禮，超

過百人出席是次活動，氣氛熾熱。如往年一樣，首先是馮婉儀會長和財務總監黄惠娟小姐的會務

和財務報告環節，然後是開眼界、長知識的專題演講。今年協會邀請得台灣的財團法人一粒麥子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花蓮中心主任江姿儀女士為我們講解《一粒麥子的台灣經驗：在偏鄉提

供長者服務及運用多元輔療》，接著是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HEi)的史舒琳博士為大家講解《安

老院舍之庭園設計及使用》。壓軸是一年一度的園藝治療認證典禮，由 Connie 會長頒發證書及襟

章予各認證級別之會員，計有 31 位註冊園藝治療師、8 位助理園藝治療師和 15 位園藝治療技術

員。陣容鼎盛的一輪大合照之後，大會在閃光燈與掌聲中圓滿結束。  

 

The 6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 Certificate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held i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8, 2017. More than a hundred people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the reception hall was 

filled with a joyful spirit. As usual, the event began with the Association’s Yearly Report and 

Financial Report delivered by our President, Ms. Connie Fung Yuen-yee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Ms. Bonnie Wong Wai-kuen. Next were the eye-opening Subject Talks by our Guest 

Speakers. This year, we invited Ms. Chiang Tzu-yi, Director of Hualien Center, A Kernel of Wheat 

Foundation (Taiwan) to speak about “Kernel of Wheat Foundation’s Experiences in Taiwan: 

Delivering Senior Care Services and Promoting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Remote Areas” and 

also Dr. Shi Shulin from the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to introduce us to “Garden Design and Usage in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Finally it was the 

Certificate Presentation Ceremony. Connie presented the certificates and badges to members of 

different professional registration levels: 31 Registered Horticultural Therapists, 8 Assistant 

Horticultural Therapists and 15 Horticultural Therapy Facilitators this year.  

 

 

  

  

 

 

 

 

 

 

 

 

 

馮婉儀會長與嘉賓合照

Connie and the g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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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治療實習簡介會  

                                      李碧琼 RHT (HKATH) 

 

我們參加 2017 年 3 月 1 日(星期三) 園藝治療實習簡介會，當天氣氛相當熱鬧，我們在會場的前台

就見到一張張親切又熟悉的面孔歡迎我們，出席園藝治療實習簡介會的園藝治療協會人數多至百

人，濟濟一堂，其中包括我們尊敬的馮婉儀會長 Connie、各資深註冊園藝治療師如劉潔明 June, 譚

秀嫺 Maia, 袁寶儀 Bowie, 司徒素琼 Soo, 沈田玉 Emily 等，及眾多位註冊園藝治療師、助理園藝

治療師、園藝治療技術員及協會的會員。 

協會為我們參加者預備了豐富的飲品和餅食，還有健康又吸引的水果－蓮霧(天桃)。當然少不了

整晚導師們精彩生動的講解，為參加者分享了不少詳細及實用的專業知識和經驗。首先是 June

為大家說明 2017 年度的園藝治療實習流程及行政事宜，然後是 Maia 為大家詳細講解實習小組計

劃書、小組聚會撮要記錄和檢討報告的撰寫方法。這個晚上也給予我們一個實際的訓練，讓我們

可以細心觀察和學習如何舉辦園藝治療的專業活動，經過導師的詳細講解，與我們的互動，讓大

家加深認識園藝治療的實習上要注意的重點，幫助我們活用園藝治療，達到最好的效益。 

這次園藝治療實習簡介會也令我想到未來學家托佛勒有關 Learn, Unlearn, Relearn 的經典名言，作

為我的簡單的總結： 

 



悠然．2017．12 月號．第 12 期．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HKATH 

17 

 

我們要拔除心中的雜草： 

回顧和整合，需要極多的學習(Learn)、捨棄(Unlearn)和重新學習的地方(Relearn)。 

「整合」從來都是人生不斷要做的功課和學問。人生的不同階段、不同的工作或生活環境，除了去

適應和努力經營，還需要很多時間坐下來收拾整理。 

思前想後正確方向和計劃未解決的疑問，還未做好的反省，忘記一些需改掉的陋習，應該是升級

改造和華麗轉身的過渡和體驗。 

我們感受到學習專業的態度和能力及其延續性。我們應該不斷積極主動願意學習、獨立學習知識、

思考判斷、面對問題、解决問題、依據可靠專業的資訊做決策。 

Learn ：Obtain knowledge about something through observation, reading, hearing about it or some 

other method.  

我們學習掌握基礎知識及技術，改善技能及減少錯漏。 

Unlearn：Forget what you have learned. 

我們倒空自己，破舊立新，避免固步自封，突破舊有局限，與時並進。用虚心謙卑的態度耐心學

習，不斷研究及反思，去發現問題及發掘未知的專業知識。 

Relearn ：Learn something again that you have previously forgotten. 

我們從吸收有用和可靠的資料及專業知識，訓練成熟的能力，開明改變及糾正錯誤，為將來進步

持開放態度，重新學習已經忘記遺漏的重點，重新接受新知識、新角度、新思維及聯繫新關係，不

斷持續發展，鑽研創新，達至新層次。 

 

 

 

 

 

 
 

 

(English version : P.23 - 29) 

探討園藝治療對院舍體弱長者的幫助分享會 

文、圖：劉潔明 RHT-(HKATH)  

學術研究統籌，HKATH 

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耆年護理中心與本會於博愛醫院

的撥款資助及其安老院舍職員的協助下，進行了一個質

性及量性俱備的研究，探討園藝治療對院舍體弱長者的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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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於-2017-年-2-月-27-日在博愛醫院演講廳舉辦『探討園藝治療對院舍體弱長者分享會』，邀

得香港理工大學謝敏儀博士及本會會長馮婉儀女士蒞臨演講，本人也分享了這個研究的園藝治療小

組的八節活動內容和照片，及參加者的心聲，然後由博愛醫院安老院舍職員分享園藝治療在安老院

舍推行的正面效益與挑戰，及訪問其中兩位曾參與這個園藝治療小組的組員，其中一位參加者分享

他每日都去照顧自己種的植物，非常開心。最後是問答環節。這個分享會的對象是長者服務同工，

當日亦有多位香港園藝治療協會的會員出席，場面非常熱鬧。  

在分享會中，本會會長講解了園藝治療的定義和園藝治療小組的活動計劃。於-2014-年-7月至-2015-

年-12月期間，在博愛醫院的四間護理安老院，共舉辦了七個單元的園藝治療小組；以封閉小組形

式進行，由香港園藝治療協會的註冊園藝治療師帶領小組活動，並由一位園藝治療助理協助組員進

行活動。每節包括3部分：植物維護及跟進(15分鐘)； 園藝治療活動(30分鐘)；分享及品嘗香草花

茶(15分鐘)。 

會長分享了園藝治療小組的活動設計步驟如下： 

1. 以人為本，考慮服務對象的需求及能力。 

2. 園藝治療的精髓，促進人與植物的串連，透過每節分享感受，感受大自然與植物的力量。 

3. 因應小組的目標：(1) 提升自我效能感；(2) 減低抑鬱情緒  而選用易成長的植物，及簡單的

植物護理，步驟容易跟隨，製成品有色彩和視覺刺激。 

4. 設計有延續性活動：以下是這個園藝治療小組的活動計劃 

節數 1 2 3 4 5 6 7 8 

主題 新的開始 展現生機 家家快樂 愛的禮物 花團錦簇 精神煥發 愛心延續I 愛心延續II 

      活動 

植物 移種時花 

扦插： 

紅、白網紋 

、富貴竹 

扦插： 

家樂花 

製作 

草頭娃娃: 

播種小麥草 

 鮮花花籃 
 修剪及裝飾
草頭娃娃 

 觀葉植物 

組合盆栽 

 組合盆栽: 

沙漠綠洲 

紅網紋 

白網紋 

富貴竹 

-- 水栽扦插 換水/跟進 
觀葉植物 

組合盆栽 
維護/跟進 

小麥草    播種 
維護/ 

跟進 

修剪及 

裝飾 

修剪 

草頭娃娃 
維護/跟進 

彩葉草 移種 

其中一種 

 

修剪/跟進 
鮮花花籃 

製作 

維護/ 

跟進 

清理 

鮮花花籃 

時花施肥/ 

維護 

千日紅/時花 

龍船花/ 

繁星花 修剪 

米仔蘭 

家樂花 -- 扦插 維護/跟進 組合盆栽: 

沙漠綠洲 落地生根 移種 維護/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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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節與參加者跟進植物種植的情況，淋水、施肥

等，藉欣賞和照顧植物，培養參加者對種植的興

趣及自我效能感。 

• 八節小組活動完結後，讓參加者繼續欣賞及照顧

自己在第七及第八節製作的組合盆栽，把愛心延

續，藉持續照顧及欣賞植物，改善情緒，令園藝

治療的效果得以延續。 

5. 植物選擇： 

無毒、無危險、容易生長和護理、長者喜歡和熟  

識的植物、富有色彩的、有感官剌激(視覺、聽  

覺、觸覺、味覺和嗅覺)及治療效果的。 

 

6. 活動的適用性及更好的選擇： 

在七個單元的園藝治療小組活動的過程中，因應環境及季節，為活動的編排及植物的選擇進行

微調及優化，及提出建議優化園藝治療小組的活動計劃。 

 
 

 參加者心聲  

 

 

 

 

 

 

 

 

 

以下資料來源：香港理工大學健訊 第20期 http://fhss.polyu.edu.hk/docs/en/newsletter/20.pdf 

於2014年7月至2016年3月期間，邀請96位年齡70歲以上，居住於博愛醫院轄下四間安老院舍，其認知

能力均為正常或只屬輕微退化的長者參與研究。研究人員將參加者分配到實驗組及對照組，於實驗組

的長者參與由本會的園藝治療師教授的八星期活動，而對照組的長者則參與內容不同的社交活動。 

研究結果顯示，於比較實驗組及對照組的長者時，實驗組的長者較為快樂，反映出園藝治療能實際幫助

長期居住於院舍的長者的精神健康。 

 

江伯初期容易累，有時會

放手休息，後來變得越來

越投入，減少停下來休息

的情況，最尾兩節更沒有

停手直到完成作品。 

曹伯每天都在花園休息，很緊張自己的

盆栽，家樂花，彩葉草全由他照顧，淋

水，帶它們晒太陽，所以生長都比其他

組員的理想，他引以為傲，會向所有人

說自己如何打理自己的盆栽，晒太陽，  

淋水，自己有多忙等。 

用自己培養至長出根的植株來製作組合盆栽， 

更有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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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治療對患有自閉症譜系兼有智力障礙人士的成效 

分享會 

文，圖：劉潔明 RHT(HKATH)  

學術研究統籌, HKATH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與扶康會合作，研究園藝治療對智

障兼自閉症成人之效益。 

在-2016-年-10-月至-11-月期間，本會與扶康會合辦了

為期-8-節的園藝治療計劃，對象是患有自閉症譜系兼

有智力障礙人士，由本會的註冊園藝治療師在元朗開

心農場帶領兩個園藝治療小組，共有-10-名來自扶康

會天水圍地區支援中心、祖堯成人訓練中心及山景成

人訓練中心的-20-至-42-歲參加者完成這個計劃。 

研究結果在-2017-年-6-月-2-日，於扶康會四十周年誌慶研討會中發佈。在這個研討會中，本會會

長馮婉儀女士分享了這個園藝治療小組的活動計劃，而研究方法及結果，則由這個研究小組的領

導人蕭一凡博士作分享。還有其中一位參加者的母親分享她的女兒在參與了這個園藝治療小組活

動後的正面轉變。  

 

參加者的母親分享 

• 她分享女兒參加了園藝治療小組活動後，喜歡種植，情緒有改善。女兒在第八節收成蔬菜

後，當晚在家拿著蔬菜籃，不願放下。之後她還在園藝治療小組的活動場地元朗開心農場，租了

一塊田，與女兒一起去種植，繼續享受園藝治療帶來的樂趣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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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蕭一凡博士就本研究所發表學術論文的內容綱要，讀者可從中對於是次研究所用方法、結

果與結論等，得知其梗概。 

 

 

 

 

 

 

 

 

 

 

 

 

 

 

 

 

 

 

 

 

 

 

 

 

 

 

 

 

 

 

 

  
園藝治療對患有自閉症譜系兼有智力障礙人士的成效 

內容綱要 
蕭一凡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HTF (HKATH) 

背景 

園藝治療是一種心理介入，園藝和栽培活動在該過程中被用作治療和康復計劃的媒介。近

年，越來越多的研究記錄了園藝治療對具有特別需要人士的好處。本研究旨在調查園藝治

療對患有智力障礙的成年自閉症參加者的影響。本園藝治療方案的目的是檢驗園藝治療對

扶康會服務使用者（診斷為有智力障礙的自閉症參加者）的影響。本研究預料參加者將在

社交反應方面上明顯改善並增加正面情緒。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混合方法探討園藝治療對有智力障礙自閉症參加者的影響。在定量部分，研究

使用了單組前後評估設計來評估該結果。評估表格包括社交反應量表(SRS)、自閉症治療

評估清單(ATEC)和情緒評估。園藝治療計劃由註冊園藝治療師與有經驗的實習生帶領。

在每節結束時，註冊園藝師根據 Awaji 園藝治療師評估表對每個參與者的表現評分。此

外，參加者的護理員會在第一、第五和第八節園藝治療小組完結後填寫照顧者評估表以評

估參加者是否有進步。至於定性部分，受過訓練的觀察員會在每節觀察參加者的表現，以

記錄參加者的表現與改變。我們亦會在整個園藝治療小組完結後的兩個星期內，對所有參

加者進行半結構性訪談。最後，我們和所有照顧者進行了焦點小組訪談，以收集更多有關

園藝治療對參加者的影響的資料。 

 

結果 

雖然前後評估數據中沒有發現任何統計學上顯著的變化，但從社交反應量表和自閉症治療

評估清單的健康/身體/行為的範疇都有發現改善趨勢。此外，參加者的憤怒情緒也呈下降

趨勢。從園藝治療師評估及照顧者評估表中也同樣觀察到參加者表現在逐漸改善。   

定性研究資料和定量分析之結果也類同。在每節小組進行期間得出的觀察數據也顯示，參

加者的整體表現有進步。破壞行為的頻率亦有減少趨勢。半結構性訪談顯示，參加者對於

園藝治療態度積極，也樂於參與其中。 

討論 

本研究為園藝治療提供了新的角度，並顯示了園藝治療的效用。園藝治療尚未在自閉症譜

系群組中得到廣泛的推廣，而在本研究中觀察得知園藝治療對於自閉症患者的各種效應相

當令人鼓舞。園藝治療對於有智力障礙的自閉症患者是一種實用和可行的治療方法，改善

情緒和減少患者的破壞性行為尤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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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組活動計劃 

這兩個園藝治療小組目標：(1) 改善社交反應 ;   (2) 增加正面情緒 

人與植物的串連 

• 所安排的園藝治療活動全部採用有生命的植物。 

• 活動有連續性，讓參加者能夠體驗植物的生命週期－

播種、成長、期盼、收成。 

• 享受植物帶來的，香草、時花、參加者親手栽種蔬菜

五感刺激。 

• 每節分享感受 
 

園藝治療小組活動計劃 
 

節數 1 2 3 4 5 6 7 8 

主題 開心種植I 開心種植II 滿園飄香I 開心分享I 開心花園I 滿園飄香II 開心花園II 開心分享II 

活動 

植物 
播種蔬菜 

播種花卉 

蔬菜移苗 
扦插香草 扦插花卉 

製作個人 

花園牌 

設計個人 

花園圖則 

打造個人

花園 

製作香草包 

活動回顧 

櫻桃蘿蔔 播種 
維護/跟進 田畦豐收 

－蔬菜 
沙侓生菜 移苗 

白菜 – 移苗 維護/跟進 

到手香 
-- 

扦插 

(回家照顧) 
跟進 

分享照顧 

情況 
跟進 

綠薄荷 

-- 

扦插(田畦) 維護/跟進 沖泡香草茶 維護/跟進 

風乾 

薄荷葉 
-- 製作香草包 

萬壽菊 
-- 播種(花盆) 維護/跟進 

製作 

個人花園 
維護/跟進 

向日葵 

彩葉草 -- 
扦插 維護/跟進 

洋鳳仙 -- 

 

活動延續性 

• 每節維護及跟進植物，除草、修剪、施肥、澆水等，藉照顧植物及觀察其生長，培養參加者對

種植的興趣及為他們帶來樂趣。 

• 八節小組活動完結後，讓參加者繼續欣賞及照顧自己在第三節帶回家或宿舍的到手香盆栽，把

種植活動延續，藉持續照顧及欣賞植物，改善情緒，令園藝治療的效果得以延續。 

 

結論   

本研究標誌著園藝治療對具有智力障礙的自閉症參加者影響的一個開始。這項研究的結果

表明園藝治療可以減少參加者的破壞性行為和改善情緒問題，達到了理想的治療效果。這

些數據能為將來應用園藝治療於有智力障礙的自閉症患者提供重要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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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 on the Effects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for 

Frail Older people in Residential Care 

 

 Text & photo by Lau Kit Ming, June RHT-(HKATH) 

Research Co-ordinator, HKATH 

Funded by Pok Oi Hospital and with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staff of its Care and Attention (C&A) 

Homes, the Centre of Gerontological Nursing (CGN) at School of Nursing (S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lyU) and HKATH conducted a pioneering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H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frail elderly people in long-term residential care during July 2014 to December 2015. 

Prof Claudia Lai, Director of the CGN and Professor at SN designed a mixed-methods study involving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Symposium on the Effects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HT) for Frail Older people in Residential 

Care was organized by Pok Oi Hospital and held on 27th February 2017 in the lecture hall at Pok Oi 

Hospital. Dr. Mimi Tse,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RN, PhD and Ms. 

Fung Yuen Yee, Connie, President, HKATH were invited to present at this symposium. I also shared 

the details of the activities, photos and participants’ sharing of the HT groups in this study. Then Pok 

Oi Hospital C&A Home staff shared the positive effects against the challeng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HT in C&A Home. They also interviewed 2 participants of the HT groups in this study. One of the 

本會與扶康會合作的研究小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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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said that he was happy to take care of his plants every day. Finally, it was the question & 

answer section. The target of this symposium was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 elderly services, a lot of 

members of HKATH also attended this symposium. The symposium was held in a lively atmosphere. 

In the symposium, Connie explained the definition of HT and the design of HT intervention protocol 

for the study.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uly 2014 to December 2015, 7 cycles of HT groups were held 

in 4 C&A Homes of Pok Oi Hospital. These closed HT groups were led by Registered Horticultural 

Therapists (RHT) of HKATH, with a HT helper to assist the participants to perform HT activities. 

Each session included 3 parts: Plant care and follow up (15 minutes), HT activities (30 minutes), 

debriefing and enjoying flower tea (15 minutes). 

Connie explained the designing steps of HT intervention protocol as follows: 

1.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 Consider client’s needs and abilities 

2.  Essence of HT - Facilitate people-plant connection. Through debriefing in every session, let the 

clients feel the power of nature and plants.  

3.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s of the HT group: (1) Enhance sense of self-efficacy (2) Decrease 

depressive mood, use easy-to-grow and easy-to-care plants, easy-to-follow steps, and ensure 

that the finished products are colorful and have visual stimulation. 

4.  Maintain continuity of activities. The HT intervention protocol is as follows: 

Session 1 2 3 4 5 6 7 8 

Theme A New 
Beginning 

  Vibrant with 
Life 

Happy 
Families 

A Gift of 
Love 

Blossoming 
Flowers 

Freshen up! Lasting Love  
I 

Lasting Love  
II 

    Activity 

 

Plant 

Flower 
Transplanting 

Cutting: Fittonia 
verschaffeltii, 

Dracaena 
sanderiana 

Cutting: 
Kalanchoe 

Blossfeldiana 

Making 
grass doll: 

sowing 
wheatgrass 

Making 
flower 
basket 

Pruning & 
decorating 
grass doll 

Plant 
Arrangement: 
Foliage plants 

Plant 
Arrangement: 

Succulent 
plants 

Fittonia 
verschaffeltii, 

Dracaena 
sanderiana 

-- 
Cutting for 

water 
planting 

Changing water / plant follow up 
Plant 

Arrangement: 
Foliage plants 

Plant care / 
Follow up 

Wheat grass    
Seed 

sowing 
Plant care 
/Follow up 

Pruning & 
decorating 

Pruning grass 
doll 

Plant care / 
Follow up 

Solenostemon 
scutellarioides 

Transplanting 
* Select 1 type 

Pruning / Follow up 
Making 
flower 
basket 

Plant care / 
Follow up 

Clear up 
flower basket 

Seasonal 
flower 

fertilizing / 
Plant care 

Gomphrena 
globosa / 
Seasonal 
flowers 

Ixora chinensis 
/ Pentas 

lanceolata Pruning 

Aglaia odorata 

Kalanchoe 
Blossfeldiana -- Cutting Plant care / Follow up Plant 

Arrangement: 
Succulent 

plants 
Bryophyllum 

pinnatum Transplanting Plant care / Foll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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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ipants are led to follow up and take care of plants, 

perform the watering and fertilizing tasks, etc. with the 

aim of cultivating participants' interest in planting and 

enhancing their sense of self-efficacy. 

• After completing the 8 sessions of HT activities, 

participants are advised to continue to take care of their 

plant arrangements made in last 2 sessions. It is hoped that 

the active caring and appreciation of plants can increase 

their positive emotions, thus extending the effect of HT. 

5.  Plant selection: non-poisonous and safe, easy to grow and 

maintain, familiar or plants that clients prefer, colorful, 

having sensory stimulation (visual, hearing, tactile, taste 

& olfactory) and therapeutic values. 

6.  Suitability of programs/activities and better alternatives: During the 7 cycles of HT groups, the 

activity arrangement and selection of plants are constantly fine-tuned and optimized according 

to the weather and other factors. 

 
 Sharing of Participants  

 

 

 

 

  

 

 

 

 

 

Source of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PolyU Health News Issue 20 

http://fhss.polyu.edu.hk/docs/en/newsletter/20.pdf 

Between July 2014 and March 2016, 96 frail elderly people (aged over 70) with normal or only mildly 

impaired cognition were recruited from four residential homes run by Pok Oi Hospital. The subjects were 

assigned 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eight weekly sessions 

delivered by a horticultural therapist from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and the 

control group engaged in social activities similar in design but not in content to thos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e value of HT to elderly people in long-term residential homes, as 

the experimental treatment was found to make the participants happier. 

 

 

Uncle Cheung went to the garden 

every day to see his potted plants. He 

took the plants to locations with more 

sunshine, and watered them regularly. 

He was very interested in the  

activities of HT group. He was  

proud to say that he had done well in 

the activities, showing self-   

confidence. 

 

 

Auntie Liu is very fond of flower care. She 

      liked seasonal flowers very much, and the blooming  

     Kalanchoe improved her mood greatly. She was also   

      very happy when making the flower basket. She said 

she would put it in her room to let family members see it 

when visiting her. From 2 weeks afterwards, she continued 

taking care of the flowers in the basket, removing withered 

flowers and putting fresh flowers for replacement. After 3 

weeks, she cleared the flower basket unwillingly and kept 

some dry flowers in her room. Although she had stroke  

before, she always used her stroke-affected hand 

to help finishing the activities, showing that she  

could make it and was still useful.  

 

Participants had more satisfaction by 

taking care of their own plants, watching 

the roots grow out and using them to 

make plant arrangement after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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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on The Effect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HT) 

on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omorbid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ext & photo by Lau Kit Ming, June RHT(HKATH) 

Research Co-ordinator, HKATH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HKATH) has collaborated with Fu Hong 

Society (FH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HT) on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omorbid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During October to November 2016, HKATH and FHS organized 8 sessions of HT program for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omorbid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Registered Horticultural 

Therapists (RHT) of HKATH led 2 HT groups at the Happy Farm in Yuen Long. 10 participants  

aged between 20 and 42 from FHS Tin Shui Wai District Support Centre, Cho Yiu Adult Training 

Centre, and Shan King Adult Training completed this program.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presented on June 2, 2017 at the 40th Anniversary Symposium of the 

FHS. At this symposium, Ms. Fung Yuen Yee, Connie, President, HKATH, presented the program of 

these HT groups. While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were presented by Dr. Siu Yat Fan, the 

leader of this research group. A participant’s mother shared the positive changes of her daughter after 

joining the HT group of this study. 

Sharing by a participant’s mother 

• She shared that her daughter has developed a liking 

for planting after joining this HT group, and her 

daughter’s positive emotions have increased. After 

harvesting vegetables in session 8, her daughter did 

not want to put down the vegetable basket in that 

night. Then they have rented a small plot of land in 

the Happy Farm that the HT group held before, 

continue planting and enjoying the joy and positive 

effects of HT. 

 

Below is the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study written by Dr. Siu. Readers can get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methods used as well as the results and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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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ticultural Therapy on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omorbid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Executive Summary 
 

Nicolson Siu Yat F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unselling and Psychology,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HTF (HKATH) 

 

Background 

Horticultural therapy (HT) is an intervention through which gardening and cultivating activities are 

used as vehicles in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An increasing body of research has 

documented the benefits of HT on cli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the present study, Fu Hong Society 

and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have jointly organized the horticultural 

therapeutic program for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omorbid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nd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T on this clinical popul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HT will improve the social responsiveness and increase positive emotions of the participants. 

 
 

Methods 

A mixed method was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HT program on participa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omorbid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he quantitative part utilized a single 

group pre-post assessment design to assess the outcomes of the program. Measures included the 

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 (SRS), Autism Treatment Evaluation Checklist (ATEC) and emotion 

assessment. The horticultural therapy program was delivered by a Registered Horticultural 

Therapist with an experienced HT intern. The performance of each participant was rated based on 

the Awaji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essment Sheet at the end of each session by the registered 

horticultural therapist. Additionally, care-giver checklists were completed by their care-giver to 

assess the progress of the participants after the 1st, 5th and 8th session. For the qualitative aspect, 

well trained research staff were involved in each group session as non-participants. The 

performance of participants was observed and field notes were taken by the staf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all participants individually within two weeks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 Further, a focus group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with the care-givers to obtai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effect of HT on participants.  

 
 

Results 

Despite the lack of success in reach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differences in any of the 

measures in the pre-post assessment, a trend of improvement from 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 and 

health/physical/behavior domain of ATEC can be observed. The anger level of participants was also 

shown to be on a downward inclination. Moreover, gradual improvements were observed from the 

horticultural therapist ratings and care-giver 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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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of the Research Group 

Objectives of these 2 HT groups: (1) Improve social responsiveness; (2) Increase positive emotions 

People and Plant Connection 

• All the HT activities used living plants. 

• Continuity of activities to let participants experience the life cycle of plants－seed sowing, 

growing, anticipating, harvesting. 

• Participants planted vegetables, seasonal flowers, herbs, enjoyed the five senses of stimulation 

brought from plants. 

• Conducted debriefing at each session. 
 
HT Protocol of these research groups: 

Session 1 2 3 4 5 6 7 8 

Theme 
Happy  

Planting I 

Happy 

Planting II 

Garden 

Fragrance I 

Happy 

Sharing I 

Happy 

Garden I 

Garden 

Fragrance II 

Happy 

Garden II 

Happy 

Sharing II 

 Activity 

 

 

 

Plant 

Growing 

vegetables 

from seeds 

Growing 

flowers from 

seeds, 

transplanting 

vegetable 

seedlings 

Propagating 

herbs from 

cuttings 

Propagating 

flowers from 

cuttings 

Creating 

individual 

garden 

signage 

Designing 

floor plan for 

individual 

garden 

Creating 

individual 

garden 

Making  

herb bag,   

Reviewing 

activities 

The qualitative findings agreed considerably with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above. The observation 

data from the group session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have improved in overall performance and 

displayed a decreasing trend on the frequency of destructive behaviors. Further,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revealed that participants were more positive and they enjoyed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Discussion 

The present study offer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horticultural programs and provides additional 

means to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The use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has not 

been widely promoted among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The various positive 

effects of HT as observ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re encouraging and indicate that HT can be a 

practical and feasible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for participa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omorbid with intellectual abilities, especially in increasing their positive emotions and reducing 

their destructive behaviors.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marks the start of the specific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HT on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omorbid with intellectual abilities. The results of this exploratory study 

suggest the therapeutic possibility of HT in alleviating the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of 

participa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omorbid with intellectual abilities. These pilot data 

also contribute vital information to further develop HT programs that ar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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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ity of Activities 

– Participants are led to take care of plants, perform the watering and fertilizing tasks, etc. with 

the aim of cultivating their interest in planting and bringing joy to them by observing the 

growth of plants. 

– After completing the 8 sessions of HT activities, participants are advised to continue to take 

care of their pots of Coleus ambolnicus Lour. (already brought to home or hostel at the 3rd 

sess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active caring and appreciation of plants can increase their 

positive emotions, thus extending the effect of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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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台灣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 Taiwan, Nov 2017 
 

文、圖：譚秀嫺 RHT(HKATH)，RSW 

 
Connie 會長應台灣一粒麥子基金會邀請，於 11/11/2017 到台灣參加「2017 偏

鄉長者照顧與多元輔療國際研討暨成果發表會」，擔任演講嘉賓，與他們分享

《運用園藝治療於香港安老服務之經驗》，同日下午馬不停蹄至台北萬芳醫院，

參與第三屆華人地區醫務社會工作國際研討會，「跨域。合作。融合－建構健

康照護與醫務社會工作新思維」演講，讓台北醫護界、社工和其他專業人士了

解《運用園藝治療於醫療情境之香港經驗》，同場除了台灣各大醫院的醫護人

員，亦巧遇香港醫院所派社工及職業治療師參加，當中大家亦有交流。 

Connie was invited by Taiwan’s A Kernel of Wheat Foundation to participate as Guest Speaker 

in two large conferences on November 11, 2017, including Healthy Aging in Rural Taiwan: 

Elderly Care and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and the 3rd Chinese Regional Medical Social Work 

Seminar. Connie’s presentations focused on the applications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in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medical environments in Hong Kong.  

 

 

 

 

 

 

 

 

 

 

 

 

 

子麥一粒  

金會基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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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港台交流團 

The 2nd Taiwan Exchange Tour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為了讓會員增廣見聞及與台灣的業界朋友分享交流，今年舉辦了第二屆港台交

流團，在 9 月 9 日至 12 日的四天行程內，前往台灣嘉義、南投與台中，參加台灣綠色養生學會

第 11 屆園藝療法國際研討會、參觀彰化縣二林慈恩養老院慈恩庇護農場、衛生福利部南投啟智

教養院、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瑪利亞霧峰教養家園、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之植物

園及台中市瑪麗亞基金會愛心家園之屋頂花園，內容豐富多采，目不暇給。協會邀請參加的會員

撰文分享旅程感受，以下謹摘錄部分佳作以饗讀者。 

 

To help members widen their horizon, HKATH organized the 2nd Taiwan Exchange Tour this 

September 9 – 12.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s limited to 25 and the tour is fully booked very quickly. 

During the 4 days of the tour, participants attended seminars and visited various healthcare and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in 3 different cities, Chiayi, Nantou and Taichung. Details of the tour are as 

follows:  

(photo provided by Wendy F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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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9 Full day Formosa Green Care Association’s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orticultural 

Therapy 

Nov 10 AM Formosa Green Care Association’s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orticultural 

Therapy 

PM Cien (Caringfield) Charity Farm at Changhua         

Nov 11 AM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Nantou Education and Nursing Institution and its 

Life Farm  

PM Maria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 Maria Wufeng Caring Home 

Nov 12 

 

AM Botanic Garden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at Taichung 

PM Maria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 Taichung City Love Home and its roof garden  

 

Below you can read about the experiences and gains in this bountiful trip from some of the very 

lucky participants. 

 

 

旅程感言 Reflections on the Exchange Tour 

(按姓名英文次序排列。圖文皆由作者提供。) 

 陳紅華 Michelle   

感謝香港園藝治療協會組織了 2017 第二届港台交流團，謝謝會長及很多人努力促成這次活動。

踏上台灣之旅，擴闊了我對園藝治療的視野，讓我獲益良多。在遊途中，我很高興可以認識一群

不同時期參加園藝治療課程的同學，大家一起交流分享，彼此照應，為這次旅程加添了色彩。 

在嘉義，我參加了一天半的研討會，認識了日本、台灣和香港三地推行園藝治療的成果，體驗各

地區推行園藝治療的豐富內涵。日本教授—豐田正博教授分享他們用唾液中的嗜鉻粒蛋白濃度來

觀察失智症候群患者在經過花藝活動後，生理壓力指數下降，這些科學性的數據令我印象深刻，

同時說明園藝治療可以促進或提升使用者的情緒狀況。在研討會的所見所聞讓我深信園藝治療將

在現今社會中身負著一個重要的使命。  

這次交流有機會參觀四家臺灣的社區福利機構，看到很多園藝治療的前輩們，如大師兄，二師兄

他們多年來在院舍和庇護農場全心全力推動園藝治療的工作，為一些弱勢的人提供最好的服務，

他們那份堅持不懈的心激勵了我，堅定了我成為一位園藝治療師的心志。在漳化縣二林慈恩養老

院庇護農場、南投啟智教養院、心苗農場和瑪利亞教養家園及屋頂花園的參觀交流中，我聽到很

多生命改變的動人故事，知道绿色療癒力正圍繞在上天為我們所預備的大自然中，當我們可以融

入其中，更能發現生命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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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潔儀 Grace         

懷著交流的心情渡過 2017 年 9 月 9 日至 12 日 4 天旅程，用目不暇給，行程緊湊形容這 4 天實不

為過。藉由港台文化匯聚，將植物對人的影響帶來比說話來得深遠，「以生命影響生命」，是我們

園藝治療的核心價值，透過植物作為媒介，將服務對象的使命化為大大小小的活動流程；將無限

的祝福變為理想的服務機構。期望不久的將來，我們有緣再聚：) 

 

 陳涴苓 Elaine  

4 天交流行程由研討會開始，聽過台灣政府針對人口老化的政策、日本的園藝治療活動方案、美

國的療癒花園設計、當然還有我們香港園藝治療協會會長 Connie 分享在港推行園藝治療的經

驗，內容精彩有趣，充滿啟發性。接著 3 天，我們實地考察多個機構如何實踐園藝治療，又到植

物園惡補植物知識，最後更有機會補給開組物資，行程豐富緊湊，而且我們到達每個地點都受到

各單位熱情招待，感謝協會安排，期待下次交流團！ 

 

 

參加這次交流團的其他得著，是認識到更多的

植物和種植方法。謝謝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植

物園嚴老師親自為大家做導賞員，他介紹植物

園的設計理念及各種植物的生態，內容豐富多

彩，生動活潑。短短幾個小時的導賞，我深深

體會到這位園丁愛植物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樣的

生命情懷。在慈恩庇護農場看到蚯蚓養土法更

為一絕，大自然萬物是互相交流配搭，我們要

懂得如何彼此尊重，保護我們的環境中的各種

生命。 

參觀過後的另一個感動是：雖然香港沒有其他

地區那麼多的空間，但我仍相信香港可以發展

出更有自己地區特色的園藝治療模式。最後祝

願香港的園藝治療能像一棵樹茁壯成長、向下

扎根，向上開枝散葉，充滿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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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慧琦 Helen  

很慶幸能夠參加香港園藝治療協會第二屆港台交流團，因為很多人都很想參加，想不到很快就滿

額了，我也是幸運從等候名單補上的。這四天豐富的行程讓我看到園藝治療在社會服務的應用，

特別是復康服務上。而我最感動的是遊覽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時，嚴老師熱心介紹着各種植物，

包括他們生存及繁殖的方法，「每一個生命都有出路。」他讚嘆着植物世界的奇妙，而這些植物

的故事就成為了我在生死相關服務上的題材，大自然就是我們生命的導師。  

  

 張力彤  

這 5 天的行程就像為更高的領域打開了一扇門！這些不

是我們可以從教科書中學習，而是關於如何在生活中應

用園藝治療！隨著訪問的所有院舍，一個彰化庇護農場

的故事令我非常感動!  阿誠是這裡的農作班長, 他有智

障, 曾經犯過多次縱火案，然而，通過園藝治療，他完

完全全改變了。當我們在農場遇到他時，他看起來很開

心，善良和願意分享。我完全不可能想像他有縱火傾

向，耕種和園藝治療讓他改變了,  這效果真的讓我非

常驚訝! 

我是一園藝治療的新手，剛剛開始參加一些園藝治療工

作組，主要的服務對象為老年癡呆症患者。 雖然可以

觀察到一些改善, 但是效果並沒有那麼明顯。庇護農場

的經驗真的很觸動，並加強了我對園藝治療的信任。 

此外，與 Connie，Maia 和一些註冊治療師共度了這 5 天，更深深體會到他們為香港園藝治療奠

下深厚的基礎。Connie 和團隊多年來建立的聲譽，使我們這些後輩的路更加輕鬆了。謝謝你們！  

 

 Carrie Cheung   (translated by Brenda Leung) 

A 5-day Tour visiting Taiwan has widened my horizon.  It’s all beyond knowledge acquired 

from textbook, what I realized was the impact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achieved in REAL LIFE.  

Among all the sites we visited, I was impressed by a story taken place in a shelter farm located 

in Changhua.  Ah Cheng, the monitor of the shelter farm, is mentally retarded and was charged 

of arson for several times. However, he was completely changed with the treatment through 

horticultural therapy.  When we met him in the shelter farm, he was full of joy, kindness and 

willing to share his thought.  It is hard to believe he was once an arsonist.  I was amazed the 

therapeutic impact of cultivation and horticultural therapy showing on Ah Cheng.  

I am a freshman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and have just started assisting horticultural therapy 

groups targeting the elderly suffering from dementia.  Although some improvement could be 

observed, it was not apparent as expected. The story of Ah Cheng definitely gives me 

confidence in horticultural therapy this time. 

彰化的庇護農場 

Shelter farm in Cha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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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ides, getting along with Connie, Maia and other registered horticultural therapists during the 

trip, I appreciated their contribution and strenuous support for the horticultural therapy in HK 

over the years.  M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expressing my BIG THANK YOU to Connie and 

her team for building a good reputation of HKATH and paving the way for us?  

 

 張秀貞 Sandy  

 

 

 

 

 

 

 

 

在 2017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 12 日期間，有幸參加由香港園藝治療協會舉辦的“2017 第二屆港台

交流團”之旅，4 天時間經常沉醉於綠色的活動和環境，能與植物近距離的親密接觸，使我享受

到大自然賜予的休閒空間，體會了身心靈舒暢的感覺。第一天參加了台灣綠色養生學會舉辦，有

關園藝療法在長期照護應用的國際 

研討會，聆聽到台灣、香港和日本三地推動園藝治療的專家，分享自己在這專業的經驗與實踐，

為我帶來不少思維的啟發和豐盛的得著。我深切感到園藝治療得到台灣大眾的關注和投入，讓它

在台灣不斷茁壯成長，並持續努力於新範疇或領域中優化，見證了當地人與自然聯繫，或與植物

接觸時帶來的多方面效益。 

第二天，大伙兒獲得特別安排，參觀嘉義長庚護理之家，不難發現在大樓內不同的服務單位，充

分善用空間提供綠色活動或綠化環境，努力串連起人與植物的互動關係，令服務對象在精神、情

感、認知、社交及創造等方面得到正面力量或療癒體驗，讓個人增加幸福感和滿意度，幫助提高

其生活質量。其後，團友分道到各相關場地參加不同形式的活動，我於嘉義縣太保市之國立故宮

博物院南部院區閑遊，整個人舒適地躺在豔陽照耀，輕風吹拂的綠草地上，嗅著小草散發的氣

味，碰著草尖與身體接觸的刺激，令自己從日常生活中的責任和壓力釋放，身體的放鬆、心神的

沉澱，為之後的旅程帶回動力。院區的主題庭園和人工湖景色，為團友提供溝通交流的相處空間

之餘，又為大家提供認識院區內植物的平台，促進了身心和精神的改善，且提升認知和健康的得

益。自然環境或綠化景觀的魅力，對我們有吸引力之餘，還讓我們有學習知識、探索和反思的機

會，生心理方面帶來正面影響。其後，我們到了彰化縣二林慈恩養老院庇護農場，它主要為從事

身心障礙對象提供服務，透過有系統的園藝活動，如種植花卉、蔬果，並製作園藝手工作品來售

賣，讓我在那裡見證到對象與植物連繫所產生的故事。當我們以為是由人照顧植物，給它們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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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時，其實是植物來照顧有需要的人，讓人的身心靈得到照顧，令人的生命得以豐富。植物擁

有不可思議的療癒力，它展示的生命力一直給了人力量和啟發。 

 

 

 

 

 

 

 

 

再者，在往後的機構參觀，如衛生福利部南投啟智教養院、心苗農場、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

基金會附設機構：瑪利亞霧峰教養家園及台中市愛心家園，皆透過有計劃的園藝活動作為介入，

為弱勢對象提供創新有效的治療手法。有關對象可以親自接觸有生命的植物，親手操作種植過程

或生產有關食品和物品，藉此使弱勢對象將自己的能力和生命力盛放，從而獲得支持、認同和肯

定，且促進身心社靈好健康，我真的覺得園藝治療的介入模式，為弱勢對象的人生帶來精彩一

面。4 天的交流團活動中，我最大開眼界是參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能親身欣賞自然界

的美麗和創造力，以及觀察和觸碰植物了解其生態特性或變化，印證自然環境和接觸植物對人有

一定吸引力，植物園的環境具備足夠的資源，令人開拓眼界，經歷體驗及探索思考，真心讚賞台

灣人對大自然的尊重和對植物的愛護，體會到他們與綠色世界同行共存，以及彼此互相倚靠的關

係，讓植物發揮對人的療癒能力，使人在與它互動時得到健康的身心靈。台灣人不只是一個愛植

物的人，他們具備有專業知識和能力，能善於運用植物的獨特處尋找發展或創作的空間。 

在這 4 天短短的交流之旅，我對園藝治療的認識、學習和交流都是滿載而歸，感覺實在豐盛和滿

足，充心感謝每位為此次交流付出心力和時間的人。 

 

 張定玲    

有幸出席台中的研討會，發現桃園市的「長照 2.0」直接將園藝治療定為其中一項療法去提供服

務，可見學界甚至政府部門對園藝及其療效的認同；參觀時又看到機構致力在園藝產品作多層次

的開拓，實在佩服他們在園藝治療的努力｡ 協會亦安排了教授導賞植物的珍貴機會，讓我們認識

了一個不一樣的台灣－世界級的蕨類天堂｡ 

 

 招美英 Grace   

當回想台東 HT 交流團的所見所聞，又再憶起一幕幕令我動容的畫面，其中一幕很深刻的是在參

觀彰化縣二林慈恩養老院庇護農場，當我們踏足院舍，我特別注目一班坐在院舍門前近庭園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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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們大多體弱、坐在輪椅上、插着鼻胃管，安靜地在透光的樹蔭下享受陽光，感受和風吹

拂，看到綠草和色彩繽紛的花朵，嗅著花香，靜聽鳥語，還可品嘗農場種植的蔬果，很感受到人

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置身其中，可達到五感：視、觸、嗅、聽、味覺的接觸，而不用花費購買昂

貴的多感官器材。 

 

 鍾富華 Samuel     

從知道有這個活動開始，便很想參加，報名後腦海裏便帶著許多的期待，希望透過這次交流活動，

睇多 D，學多 D，啟發多 D。結果四天的行程非常緊湊，馬不停蹄，用『腳』踏實地參觀每個單位，

用滿身汗水見證對參觀活動的興奮和投入。每日帶著疲累回酒店休息，第二天清早又帶著期待繼

續下一個參觀單位。以上的感受都是實實在在切身的經歷，但如果只分享這些感受及在此收筆，

那未免抹殺了這次旅程的豐富收穫呢! 

衷心的說，這次交流活動的確讓自己增廣不少園藝治療或園藝項目的知識，從每個參觀單位的園

藝治療項目中，都看得到當中的同工用心設計和舖排，為的是對應他們服務使用者的實際能力和

需要。當中不乏細緻的考慮和關顧，例如怎樣可以發揮服務使用者的潛能，以及打造能夠展示服

務使用者能力的平台。較為深刻的片段是看到服務使用者介紹及推銷自己手作產品。另外，亦有

服務使用者藉著園藝工作得到行為情緒的改善，並建立正向行為。 

 

 

 

 

 

 

 

 

 

 

 

 

 

一個參觀單位的花園中放置服務使用者的作品讓訪客觀賞, 可見對服務使用者的欣賞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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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認識方面，從前對蕨類植物沒有多大興趣，即使自己

花園常長出一些蕨類植物，可能覺得它們隨處山邊都可見，

所以輕看它們，沒有特別照顧，最多當它們做綠肥吧了。然

而，今次有幸得到台灣一位對蕨類植物瞭如指掌的博士詳細

講解，逐一介紹，忽然令我對蕨類植物產生一見鍾情的感

覺，特別希望自己可以種植一些外型特別的品種，因此現時

經過鄉郊或山邊，都會留意能否發現一些特別的蕨類植物。                              

 

 

 

 

 

 

 

 

 

透過這次交流活動，發現園藝治療的領域其實涉獵層面十分廣闊，對於接觸園藝治療三幾年的我

而言，實在還有許多探索發展的空間。回港後需要慢慢消化這些豐富的收穫，並會嘗試在不同的

園藝治療小組實踐應用。除此之外，期待著下一次的園藝治療交流活動，一定要預埋我阿。 

 

 樊庭輝 Ivan   

台灣交流之旅令我看到園藝治療在當地的服務發展，研討會內容及場內展覽十分豐富，在安老院

舍、復康中心的各農場及天台花園均令我感受到植物作媒介的療癒作用；博物館的植物園種植的

各種植物種類廣泛，使我得益不少，多謝今次工作員的悉心安排。 

 

 方淑華 Wendy  

自我一開始從 2014 年在工聯會發現園藝治療這個名稱，便有興趣去探索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治療，也是在那裡第一次接觸這門學問。自報讀了工聯會的園藝治療入門工作坊和情緒管理後，

更增加了我想探索的意向。 由於我是從事行政的工作，不是社會工作者，對社工的認識和接觸

也很少，只對園藝種植有興趣。 

開始報讀初班課程之後，短時間內也決定了要完成整個課程：初、中、高班和實務班。從課堂當

中開始了解園藝治療的真諦－以生命影響生命，這是跟其他治療的不同之處。從中也學習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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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和技巧, 包括植物和跟對象溝通相處，帶領活動的技巧等。 但我對於接觸認知障礙症、智

障、抑鬱症等的對象完全零經驗，對實習和實踐這個過程沒有很大的信心，只是抱著嘗試和盡力

的態度。 此外，我也在想，雖然我的前半生沒有機會接觸這些對象，但我相信往後的日子總會

有機會接觸認知障礙症的患者，甚至其他類型的對象。對我來說，真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此次協會舉辦第二屆園藝治療港台交流團，我慶幸能成為 25 位參加者中其中一位成員。我參加

的目的除了可暫時離開香港這個繁忙的都市，作適度的休息之外，也希望放眼看台灣，一個有大

地、有環境、有人情味的綠島是怎樣運用他們的資源和人才，配合土地和氣候去推行園藝治療。 

 

 

 

 

 

 

 

 

 

 

 

在行程緊密、豐富多采、動靜兼備的四天裡，透過參加研討會，

參觀老人院、養老院庇護農場、教養院、植物園等活動，令我

產生很深的感受：園藝治療真是一條漫長和不容易走的路，需

要付出的時間和心力是不能估計的，還要有多種條件配合－愛

心和耐性、堅持信念不放棄、取和捨的拿捏、知識不斷的增長

更新，這些條件無論面對服務對象、使用土地、運用植物或利

用生物上都是不可欠缺的。 這當中要涉獵的知識範疇和經驗

累積是走在這條漫長的路上必經的過程。看到幾位師兄在過去

多年的努力而得到今天的成果，也替他們感到興奮，亦衷心祝

願他們繼續在園藝治療這條路上，帶領著我們去創新天地。 

雖然我現在只是在起跑線上，但一路上有不同導師的悉心教

導和扶持，也有很多同學不斷的鼓勵和幫助，分享和分擔，

一起經歷寒暑，我相信我能夠在這個園藝治療的大家庭裡茁

壯成長的！ 大家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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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曉婷    

短短數天的旅程,「以生命貼近生命」，園藝治療師的分享讓我看到了實務以外，園藝治療更廣闊

的面向。除了影響生命，貼近生命是更真摯的同行。很多時候，我們理解園藝活動是提供治療的

媒介；但換個角度，園藝治療師也像是大自然和服務對象之間的橋樑，讓我們一同以不同的角度

感受生命的脈動！ 

 
 

 鄺曼瑤 Bonnie  

  

  

 

 

 

 

 

 

 

 

 

 

第二屆臺中交流團已經完滿結束，我相信自己和其他團友一樣十分感謝我們的會長馮婉儀

(Connie)、Maia 和她們的團隊所有人。在台灣交流團之前，我自覺很善用植物在小組上。但是，

臺中經驗令我更認識特殊教育、展能就業與園藝治療的關係，小組園藝治療只是其中一個手法。 

另外，臺中城市街頭有很多小商店，例如：電器舖門前也有十盆八盆植物來綠化城市。 如果在

香港商人角度來說，他們已經把門前地方散租出去謀利了。另外，我個人比較喜歡蕨類和藤狀的

植物，是次有機會一口氣拍攝了至少五十種蕨類植物和藤狀的植物，感到十分開心。 

接著值得一提是，豐田正博教授的專題演講十分觸動我心。 當時的即時日語翻譯員張小姐

(Carrie)反應又快又清晰的表達。 她也是我們的團友，真的是不遺餘力。 今次豐田先生除了展示

了多姿多彩的和式園藝作品之外，同時他更指出研究園藝活動對腦血管的情況。 未到臺中之

前，我只粗略認識園藝活動可以改變人類心理行為和生理，然而這次交流團令我的眼界大開了。  

我實在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和看法，只好把這份熱情轉為期盼，期待不久未來有其他的交流團。 



悠然．2017．12 月號．第 12 期．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HKATH 

41 

 

 

 黎淑恩  

 

 

 

 

 

 

 

 

 

 

 

 

 

 

 

 

 

 

由得知有台灣交流團到真正結束旅程為止，我的心情就如過山車一般的起伏, 當中經歷了：驚與怕、 

開心與期待、興奮與驚嘆、滿足與不捨多重思緒及心情變化。 

1. 驚與怕是因為這團名額只有 25 個，慢了或遲了報名，便不能參加，所以在公開報名前實在很緊張 

2. 得悉自己能成功被接受報名後，實在感到非常開心及期待 

3. 這個交流團內容行程實豐富得令人驚嘆，無論講座分享、參觀不同性質院舍、種植場，博物館

等等都是非常充實有意義，令我眼界大開，豐富了我的人生，感到異常的興奮 

4. 雖然交流團只有短短 4 天時間，但卻大大啟發及更新了我的思維，對於我在園藝治療的學習及

服事人的工作上有莫大的幫助，實在榮幸及高興可以成為今次交流團的一份子，4 天行程要結

束，實在很不捨得，但內心感到很滿足！ 

旅程中見到的精緻作品，奇幻海洋乾葉畫，很漂亮 

Turning fallen leaves into fishes, what a great idea! 

還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種子森林，真想知道長成

的森林模樣 With some efforts, these seeds will 

grow into miniature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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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所到訪的每一個場地、人、事、物，都有其獨特之處，但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自然、植物

對人有著說不出的治療威力，令我深深再一次感受到園藝治療有說不盡的好處。 

另一方面，實在很感激導師及同學們不遺餘力的付出，為我們籌備與安排豐富的行程，令到整個

旅程非常順利及愉快。很欣賞導師們的溫柔與耐性，同學們的認真與互相幫助，讓整個交流團充

滿著愛與歡笑，真的很開心。再一次衷心的多謝各位良師益友！ 

 

 

 

 

 

 

 

 

 

 

 

 

 

 

 

 

 

 

 

 

 

 

                

 Piaf Lai   (translated by Brenda Leung) 

Started from learning there was a Taiwan exchange tour until the end of the tour, I was like having a 

full ride on a roller coaster.  I experienced 4As during this ride: Anxiety, Anticipation, Astonishment 

and Attainment. 

1. Anxiety – Owing to the limited quota of the tour, I was anxious if I could be one of 25 participants. 

2. Anticipation – Understanding my application was accepted, I was delighted and greatly anticipated 

for the trip. 

3. Astonishment – The fruitful itinerary of the 4-day tour, including talks / seminars, centres, farms 

and museums visiting, etc., astonished me so much.   Every session was so 

meaningful that broadening my vision and enriching my life as well. 

又學習又吃喝，很開心很好玩   

Happy Together! 



悠然．2017．12 月號．第 12 期．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HKATH 

43 

 

4. Attainment – Enlightenment and attainment for oneself never count on length of days.  My mind 

was refreshed which would certainly benefit my role played i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nd serving people.  I was honoured to be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found myself 

so satisfied with this exchange tour. 

Although there were uniqueness of the sites, people, events and things we came across during the 

tour, one common factor was undeniable.  That is the therapeutic power of green nature and plants 

for human being, I can tell the advantages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are unlimited.  

Moreover, I was grateful for instructors and classmates to making every effort in this tour which was 

filled with happiness, patience, kindness, love and our laughter. Thank you all of you! 

 

 馬芳婷  

感謝協會舉辦這次的交流活動，使我有機會實地參觀不同的機構如何對不同的對象實施園藝治

療，他們的熱心、愛心、同理心，加上專業的學識技能，使園藝治療得以發揮更大的效果。 

 

 伍曼霞 Mandy  

此行比預期豐富很多, 滿載而歸。  尤其親睹園藝治療充分實踐, 能夠改變了服務使用者的生命, 

令他/她們的生命活得有價值, 有尊嚴。 

 

 吳聯妹 Ann  

感恩有機會參與是次交流團，認識了台灣園藝治療的專家、實務、成效與貢獻。由品嚐各式香

草、花茶、乳酪、餅食；至目睹種子培植、種子森林盆栽、瓜果蔬菜花卉種植；聽到不同質感風

鈴之清音；感受清新香草味道；讓心靈洗滌之眼淚池；天台花園；高架花槽；蚯蚓肥培養、綠肥

植物等都令本人大開眼界、獲益良多! 最感動的是服務人員之愛心服侍! 衷心感謝港台園藝治療

前輩的努力，深信園藝治療未來的發展更放異彩! 

 

 曾翠凌 Annsears    

當收到協會舉辦港台交流團的消息，真的興奮及雀躍得跳起來。期待很久，終於夢想成真！ 

我負責為今次行程搜集及整理交通資料，提供予參加者參考；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正如疏苗一樣，

要以「斷、捨、離」之觀念去作出篩選，先深入了解及消化資料內容，然後把精髓抽出，精簡易明，

使同學們能夠一目了然。 時間管理對今次港台交流團非常重要，因行程緊密，所以掌控時間要精

準，以免影響下一個活動。今次港台交流團，感受正能量很強，無論是講者或各機構的員工，他們

常把笑容掛在臉上，充滿熱情、友善、包容等… 我一向認為有愛心、真心、細心、關心及有同理

心在園藝治療活動中便可發揮，與服務對象持續地互動。經南投啟智教養院院長的分享時，她表

示活動中不只要有愛心，同樣重要的是貼心；是做服務時是不可缺的一環，而服務對象也感受這

份貼心及愛心而獲得他們信任。促進心、身、社、靈的健康，也是全人的服務。 

Connie 常說的，我們一定要做好自己及鑽研有關園藝治療是什麼？以正念思維加上團隊精神，大

家朝着目標同步，使香港園藝治療發光發亮、做福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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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水蘭 TSUI Sui-lan  

2017 年 9 月，我心情興奮參加了第二屆港台交流團。在台中的旅程，我感受非常深刻，亦領悟

到很多園藝治療應用於不同的社區服務；當我參觀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之植物園時，學到許多有

關蕨類植物的知識，這次交流團真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I was so excited to join the 2nd Taiwan Exchange Tour in September of 2017. During my time 

in Taichung, I gained valuable insights about applying HT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services and learned more about ferns when visiting the Botanic Garden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This study tour is such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me! 

 

 庾穎君     

經過這趟交流團，除了使我了解台灣園藝治療現時發展之外，於機構的設

置及訓練上能令我看到他們對服務對象的一顆真心及尊重。「服務是一件

快樂的事」及「用生命貼近生命」這兩句說話，他們真的說到做到。訓練

當中猶如在服務對象心中埋下一顆大葉山欖種子，待他們成長後可為自己

防風。很高興能認識一班團友，大家儼如倒地鈴種子般，在各人的專長裡

也有一顆愛心。也很感謝一班辛勤的工作人員為我們安排是次行程！ 

 

 袁嘉莉 Alice   

此次緊湊的台灣交流團令我受益良多，非常感謝協會的安排！我們有幸參觀各處設施，賞閱國際

性的研究論文，更有機會跟各方人士，如名譽顧問曹幸之博士，兩位師兄陳彥睿博士與施福來先

生，以及美國療癒園境師許宜珮女士等人接觸。 整個旅程之中，我們受到親切的款待，由長庚醫

院、慈恩庇護農場、南投啟智教養院，到瑪利亞基金會霧峰、台中之兩處設施，甚至在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植物園得到科長嚴新富博士的親自導覽，簡直受寵若驚。更重要的是，他們致力奉獻弱

勢社群的情操深深感染我們。說起來在我們當中，不得不提為大家付出時間精力，組織食住行的

伙伴，謹此再三道謝。通過這次交流團，我體會到 Connie 團隊多年來的付出，今天我們得享其成，

期望他日可以為其助力，推動園藝治療發展。 

Thanks to HKATH for bringing us to the study tour. It was rewarding to see the masterpieces, and 

meeting those creators. We were honored to talk to Dr Shing-Jy Hsao, one of our honorary 

consultants; Dr Yen-Jui Chen and Mr Fu-Lai Shih, our "Big Brothers"; Ms Yi-Pei Hsu, a US 

Therapeutic Landscape Architect, and so on. I think we were spoiled by our hosts along the whole 

journey, from CGMH, Cien (Caringfield) Charity Farm, Nantou Education and Nursing 

Institution, to the 2 facilities of Maria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at Wufeng and Taichung, and 

last but not least, a guided tour in the Botanic Garden of the Natur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hosted by its designer Dr Yen Hsin-Fu. There is a fire in their heart, to help people in need with 

the best they could, and I believe they've spread it to us successfully. While I am talking about 

"us", I have to mention all the colleagues who helped out with bookings and shared whatever they 

could provide. Nevertheless, these would not happen without decades of effort from Connie and 

her team. Thanks for bringing us to another level.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T here in Hong Kong by a even stronger team! 

(photo by Bonnie K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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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活動是很多會員萬分期待的，特別是開心好玩長知識的「實務技巧分享會」。今年協會一共舉

辦了兩個主題合共五場的工作坊。一個是 2017 年 11 月 14 日及 28 日舉行的《桌上感官聖誕樹及

肉桂聖誕掛飾》工作坊。2015 年已舉辦相同主題的工作坊，由兩位註冊園藝治療師司徒素琼女士

(Soo)和沈田玉女士(Emily)攜手主持，大受歡迎，故今年再接再厲，兩位導師根據前年的經驗，加

以變化改良，帶領參加者造出更精緻獨特的聖誕擺設。另一個工作坊則是《製作種子紙》工作坊，

是第一次嘗試的主題，同樣由 Soo 和 Emily 合作。此外，今年還有充滿活力「走出戶外」的學習

活動，由於園藝領域有豐富資歷的兩位導師李建庭先生和陳慧燕女士主持，以下都會一一報導。

最後還有由多位註冊園藝治療師合作的攤位活動，請不要錯過林細華女士(Sally)的文章啊！  

Members of HKATH are expecting programs held by our association all the time, especially the 

Practical Skills Workshops which are always full of fun and new things to learn. This year, 

HKATH has organised a total of 5 workshops, all of which co-hosted by Ms. Szeto Soo-kheng 

(RHT) and Ms. Emily Shum Tin-yuk (RHT). There were two Table Sensory Christmas Tree 

Workshops held on November 14 and 18, 2017. Two similar workshops were held in 2015. The 

other three are the The Magic of Seed Paper Workshops, which are the first of its kind. Soo has 

kindly shared with us her insight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seed paper workshops in the following 

article. We hope you enjoy it! 

 

 

奇妙種子紙     司徒素琼 RHT (HKATH)  

會員活動是很多會員萬分期待的，今夏，協會就舉辦了

三場「實務技巧分享會」，由我和註冊園藝治療師沈田玉

(Emily)為大家介紹一項新穎有趣又滿載意義的特色活動

－製作種子紙。三場活動分別於 2017 年 6 月 21 日、7 月

20 日及 8 月 3 日晚上舉行，每次各有約 50 人來到灣仔

聖雅各福群會延續教育中心參與活動，濟濟一堂。 

種子紙活動基本上是在製作再造紙的過程中加入種子和

乾花，利用再造紙的重生特性，傳遞生命的力量，藉此引

起參加者反思或抒發感受。當種子紙種在一盆土壤中，

種子生長，紙則轉化成肥料；所留下來的是鮮花、香草或

蔬菜，沒有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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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 和我合作為製作種子紙做清晰詳細的示範，

並說明了製作種子紙的各種效益： 

情緒和心理方面 

• 通過撕毀紙張來釋放負面情緒 

• 重建和創造讓你感覺良好的東西可以導致 

積極的情緒 

• 經歷崩潰的過程，分解和轉化 

• 允許自我表達和創造的自由 

•看到種子萌芽和開花而引發對生活充滿希望。 

 

感官方面 

• 觸感－撕下紙張，感覺濕紙和紙糊，

用手混合種子，並將水之壓成形。 

 

身體方面 

•提高精細運動技能 

 

社會方面 

• 通過將種子紙作為禮物而接觸他人 

• 播下種子後，它就變成了一種美麗的植物，

可以帶來新的生命及美化環境。 

 

 

 

 

 

 

The Magic of Seed Paper 
 

Szeto Soo-kheng RHT (HKATH) 

Translated by Brenda Leung 

With a view to introducing a new, funny and meaningful activity to our members, HKATH 

organized three sessions of “Practical Skills Workshop: The Magic of Seed Paper” this summer. 

I was so glad to co-host these workshops with my friend and colleague, Ms Emily Shum, 

RHT(HKATH). 

認知方面 

• 瞭 解 回 收 和 環 境 友 好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理念 

• 可將完成的種子紙作為禮物，分享令人鼓舞的

資訊 

• 學會種植種子紙，照顧它，並看到它成長 

 

參加者都專心聆聽製作方法及用心創作，各人

完成自己獨有的作品後，一起討論將種子紙應

用於園藝治療，對不同類型服務對象的潛在效

益。各參加者均十分享受整個活動，也希望他

們將正面訊息影響身邊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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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kshops were held in St. James’ Settlement Continued Education Center at the nights of 

21 June, 20 July and 3 August 2017.  Each session attracted over 50 members to join.  You can 

imagine how joyful the activity is. 

The aim of this activity is to make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consumer paper, thus to 

convey the message of “regenerating the power of life” to participants who would be enabled to 

have reflections and expression of feelings during the process.   In the course of making the 

seed paper, seeds and dried flowers would be added.  So that, when the seed paper is put into 

the soil, the seeds will germinate and the papers and dried flowers will become fertilizer.  New 

lives, fresh flowers, herbs or vegetables, will finally come up. 

Besides demonstrating the making of seed paper, Emily and I were responsible for explaining its 

therapeutic value in horticulture therapy as well. They are: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 

• Releasing negative emotions by tearing papers up into pieces; 

• Cultivating positive emotions by reconstructing and creating of something that you are 

feeling good; 

• Experiencing the processes of collapse, decompo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 Enjoying the freedom to express and create; 

• Bringing hope to life by appreciating the seeds germinating and flowers blooming. 

Sensory Aspect 

• Touch – tearing papers up into pieces, feeling the soaked paper and paper mush, mixing the 

seeds with the mush and press the water out of the mush. 

Physical Aspect  

• Improving skills of fine motor. 

Cognitive Aspect 

•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recycling and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 Sharing the encouraging message by giving the seed papers as gift to others;  

• Learning to plant the seed paper, watching over it and looking forward to its growth. 

Social Aspect 

• Connecting with others by giving the seed papers as gift; 

• When the seed paper is planted, it will transform into a beautiful plant which brings new life 

to the environment. 

After our demonstration, the participants created the seed papers on their own.  Then we 

discussed about its applications to horticultural therapy and the potential therapeutic values to 

various clients.  We are glad to see all participants enjoying the activity so much and hope that 

they could influence others with the positive message gained from this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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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戶外的愉快學習 
 

編輯小組 

 

協會舉辦的會員活動多以室內進行的工作坊為主，但在 2017 年則不只有課室活動，還帶領大家走

到戶外，在藍天白雲綠草地上愉快學習。我們在 10 月至 12 月一共有三項戶外活動，邀請得兩位

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事務經理李建庭先生(Vincent)和陳慧燕女士(Winnie)主持。兩位導師無論

知識與經驗皆極為豐富，Vincent 擁有三十五年園藝和樹藝工作經驗，包括擬定園藝相關政策指引、

策劃園景及康樂公共設施發展及統籌地區改善工程；Winnie 同樣擁有三十年以上的園藝、康樂及

统籌大型活動工作經驗，包括擬定康樂活動相關政策指引、苗圃管理工作、多年策劃香港花卉展

覽工作、康樂公共設施發展及地區園景改善設計工程等。三項活動都迅即爆滿，而出席的會員朋

友無不覺得滿載而歸－除了是無形的知識與技巧，更有不同的植物樣本與種子、幼苗呢！向隅的

朋友，記得密切留意將來的同類活動啊！ 

 

(一) 園藝治療實務分享會：暢遊香港公園 

2017 年 10 月 11 日 (上午)   

兩位導師帶領參加者暢遊香港公園溫室及戶外

公園設施，藉以認識一些富趣味及教學性的植物、

園藝擺設及種植技巧，透過這些園藝設計及植物

配合，傳遞一種生命力量及抒發感受給予參觀者。 

 

 

 

 

 

 

 

 

 

 

香港公園溫室主管陳凱敏小姐為  

參加者介紹展覽廳內的室內植物，

例如蘭花、秋海棠等 

開心大合照 

美麗的香港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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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園藝治療常用植物種植技巧進修班 I   2017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兩位導師帶領大家暢

遊大埔海濱公園，認

識富趣味性、教育意

義的植物及採集植物

標本，藉以學習和運

用植物修剪及繁殖技

巧。當日還邀請了大

埔海濱公園高級康樂

事務助理員林偉標先

生 (左圖 )為大家做導

賞，參加者都聽得聚

精會神呢。 

 

 

 

 

 

 

 

 

 

 

 

 

 

 

 

 

 

 

香港難得一見的玫瑰園 
Vincent 分享在英國見到

的花冠巨大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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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園藝治療常用植物種植技巧進修班 II  2017 年 12 月 3 日(全日)   

在香港園藝治療協會轄下的元朗實習場地，讓會員練習多種在園藝治療活動中常用的植物種植方

法及技巧。 

 

 

 

 

 

 

 

 

 

 

 

 

 

 

 

 

 

 

 

 

 

 

 

 

 

 Winnie 正講授基本種植介質 

參加者學習用手散播

細小種子的技巧 

參加者學習移苗技巧 

Vincent 向參加者講解課程內容

及實習時需注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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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獻關懷．智樂同行》嘉年華 

 之園藝攤位活動「香草包製作」   

                                                          文：林細華 RHT (HKATH)                        

圖：李碧琼 RHT (HKATH)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應邀於 2017 年 12 月 2 日之《共獻關懷．智樂同行》嘉年華活動中提供園藝攤

位，讓參加者透過活動認識園藝治療。是次活動由蓬瀛仙館大埔長者鄰舍中心與雅麗氏何妙齡那

打素醫院及大埔醫院義工及社區發展部聯合主辦，目的是加強社會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推廣

「及早發現、及早介入」的訊息，協助及支援護老者在家中照顧長者及促進社區共融。活動地點

是大埔運頭塘邨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我們選擇了以香草包為主題，將攤位名為《草香飄飄－

DIY 香草包製作》。 

當日天氣和暖，雖然嘉年華是由下午 2 時至 4 時，但我們的攤位大受歡迎，短短 45 分鐘已經吸

引了約有 200 位長者參加香草包製作，氣氛熱鬧，各人專心學習，用心製作，享受親手完成香味

飄飄的精巧香草包，並且滿足地帶包包回家去！活動過程中，治療師鼓勵參加者先感受一下乾香

草的芬芳香氣；摸下，聞下，滿足視覺、觸覺和嗅覺的感官刺激，享受片刻舒服的感覺和寧靜，

舒緩情緒，愁悶全消。看見公公婆玩得開心，我也開心呢！ 感謝當天幾位經驗豐富又有熱誠和

愛心的隊友協助攤位活動，包括張秀貞 Sandy，黎淑恩 Piaf，李碧琼 Miranda 和樊庭輝 Ivan，大

家同心合力，互相配搭，合作愉快，增加彼此認識和友誼。更要感謝譚秀嫺 Maia 和劉潔明 June

的指導和支持，活動才能順利進行及帶給各位長者快樂的時刻！ 

 

 

 

 

 

 

 

 

 

 

 

 

 

工作人員與主辦單位職員及義工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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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齊漂亮的攤位佈置 

我們的攤位很受歡迎啊！ 

 
造出咁靚嘅香草包， 

排一陣隊都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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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發展 
Development in Greater China 

 

 

 

2017香港實習生於中、台開展之園藝治療小組 

2017 HT Internship Groups in Mainland China & Taiwan 
 

實習生 

Intern 

實習地構 

Internship Site 

服務對象 

Target 

實習期/節數 

Internship period/ 

No. of sessions 

鄭慧琦 

Helen Cheng 

台灣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Tamsui Branch, Taipei 

安寧病房的末期病患者及

家屬 

Hospice patients and family 

members  

6 月–8 月/8 節 

June to August/ 

8 sessions 

台北市一葉蘭喪偶家庭成長協會 

Taipei One Leaf Orchid Growth 

Association for Widowed Family 

喪親人士 

Widowed family 

8 月–9 月/6 節 

August to 

September/ 

6 sessions 

陳潔儀 

Grace Chan 

廣州市天河區康園服務中心 

天河區員村街康園工療站 

Guangzhou Tianhe District  

Kangyuan Service Center 

社區內屬於中度智障的 

中青年人及他們的母親

Adults with moderate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their mothers 

7 月 17–21 日/5 節 

July 17–21/ 

5 sessions 

鄭曼文 

Manman  

Cheng 

廣州市天河區康園服務中心

Guangzhou Tianhe District 

Kangyuan Service Center 

肢體殘疾人士 

Physically disabled adults 

7 月 17–21 日/5 節 

July 17–21/ 

5 sessions 

(佛山)樂平敬老院 

HOPE Nursing Home,  

Foshan, Guangdong 

安老院的長者  

Elderly persons  

8 月 14–18 日/5 節 

August 14–18/ 

5 sessions 

鄭曼娟 

Jasmine Cheng 

(佛山)樂平敬老院 

HOPE Nursing Home,  

Foshan, Guangdong 

安老院的長者 

Elderly persons 

8 月 14–18 日/5 節 

August 14–18/ 

5 sessions 

蕭巧誼 

Tiffany Siu  

深圳市兒童醫院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患有腦癱、癲癇等中樞 

神經障礙的兒童 

Children suffered from 

neurological disorders 

9 月/8 節 

September/ 

8 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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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粵合作，創新服務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首次特派香港實習生到 

天河區康園服務中心開展園藝治療小組 
 

 

文、圖：王丹輪  

廣州市天河區康園服務中心副主任，社工師，HTF(HKATH) 

 
2017 年 7 月 17 日至 21 日，為加強港粵合作，讓園藝治療在廣州更多推廣與應用，天河區

康園服務中心與香港園藝治療協會合作開展兩期園藝治療實習小組。小組分別是招募工療學員

及家長、肢體類服務對象，由香港陳潔儀社工、鄭曼文老師分別帶領，開展了連續五節的治療

性園藝小組。 

“溫情洋溢”親子園藝小組的目標是提高殘疾人與家屬的溝通，改善親子關係，釋放家屬照

顧壓力。陳社工以植物為媒介，讓組員在身體機能、認知、社交、心理得到發展及滿足。每一

節都有特點的目標，每節內容緊緊相扣，引導組員慢慢從活動中有所收穫、有所領悟，最後在

愉快輕鬆的環境中分享自己的各種感受；參與活動的母親都表示受益良多，受到啟發不少，能

明白要從不同角度看待孩子，要相信他們的能力，也進一步瞭解了孩子在康園工療站的成長，

非常欣慰。 

“心花勁放”肢體類小組的目標是提高參與人員的自我效能感、改善社交情況，更好地進行康

復訓練。鄭老師利用製作押花名牌來建立組員之間的關係，通過繁殖植物，帶來視覺、觸覺、

嗅覺方面的刺激；製作拓印、組合盆栽、乾花蛋糕等作品慢慢帶出小組目標。大家能在小組過

程中分享自己的種植經驗、互相幫忙、分享收穫，在收穫了友誼同時把作品帶回家贈送家人，

表達自己的情感，加強與家屬關係，增強自我效能感，也能促進康復訓練的進行。  

今年天河區康園服務中心用園藝治療的方式嘗試開展治療性小組活動，此次針對兩類不同

服務對象的園藝治療小組，既是首次嘗試香港實習生到廣州開展小組，也是中心首次把園藝在

改善學員與家屬關係、增強肢體康復對象的自我效能感方面上的運用。受訪服務對象都表示期

待能再參加類似的園藝治療小組。通過這次嘗試，我們將積累更多寶貴經驗，把更優質服務帶

給社區殘疾人。 

據香港園藝治療協會會長、美國園藝治療協會(AHTA)註冊園藝治療師、2015 年蕾亞．麥

肯迪尼斯專業服務獎(美國園藝治療協會)得獎者馮婉儀女士介紹，園藝治療就是在受過專業訓

練的註冊園藝治療師指導下進行園藝活動，讓服務對象達致治療效果。參加者能夠獲得認知、

社交、情緒、身體、精神及創意方面的好處。園藝治療最獨特的地方在於它的介入媒體是植

物。植物是擁有生命的，有其生命週期，能夠在服務對象悉心照料下成長。在治療小組完結

後，服務對象可以繼續照料所栽種的植物，一起分享植物生長的狀況，讓園藝治療的療效可以

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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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情洋溢園藝治療小組  

 
 
 
 
 
 
 
 
 
 
 
 
 

實習生陳潔儀帶領學員製作乾花盆栽 

 心花勁放園藝治療小組  
 
 
 
 
 
 
 
 
 
 
 
 
 
 

工作人員與參加者大合照 

(前排左起：實習生陳潔儀、助理陳丹蕾、實習生陳曼文、曼娟姊妹，後排右一：助理劉宏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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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園同仁開展之園藝治療單項活動經驗分享 
 

 

 

 我的迷你多肉花園  黃振璐 HTF (HKATH)，康園工療站站長，助理社工師 

時間：2017 年 3 月 7 日 地點：天河康園服務中心石牌工療站 對象：中心工作人員 12 人 

3 月 7 日下午，在石牌工療站我第一次開展了園藝單項活動—我的迷你多肉花

園。為了順利進行該項活動，除了要親自種植多肉植物以外，還要查詢相關資料以瞭

解多肉植物的屬性，選擇適合的多肉植物進行小組活動。由於多肉植物同別的植物不

太一樣，而且顏色比較單調，因此，我們選擇了種植多肉植物的專用土，並在鋪面土

和裝飾品上下功夫，讓組員們種植屬於自己的多肉植物。 

通過開展本次活動，我學到了很多，也深深體會到經驗是通過實踐得來

的。種植多肉植物我選擇了木質容器，由於沒有進行放水措施，導致木

質容器在沒有澆水的情況下容易發黴，在澆了水的情況下容易產生裂痕。

在以後的生活中，我要善於嘗試，敢於實踐，更好的服務他人。通過自

己創作，種植屬於自己的多肉花園，組員們分享了各自的心聲以及創作

過程中的快樂體驗。Ⓞ  

 
 

 草頭娃娃        方麗敏 HTF (HKATH)，康園工療站站長，社工師 

時間：2017 年 3 月 8 日    地點：天河康園服務中心員村工療站  對象：站內學員 10 人 

本次活動從引導組員回顧自己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植物，以及瞭解組員的園藝知識

入手，讓組員瞭解本次活動的主題和內容。導師讓組員分組，並約定小組之間要分享材

料，互相幫助，鼓勵組員在小組過程中多交流分享種植的經驗。活動中，導師首先通過展

示草頭娃娃成品吸引組員的注意，引起組員的期盼與興趣，然後分步

驟演示製作方法。組員積極參與，製作草頭娃娃過程中雖遇到很多困

難，但都一一克服，十名組員成功完成草頭娃娃的製作。最後，組員

與自己的作品合照，記錄了組員參加這次活動的愉快時光。 

在分享環節，組員均表示參加這次活動很開心，很有意義，學到了很

多知識。本次單項，目標是加深學員對園藝的瞭解，從增強對園藝的

興趣出發來設計，並在活動過程中鼓勵服務對象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去

創作作品，擴展了服務對象的社交圈子，豐富了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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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變水苔球      陳燕 HTF (HKATH)，康園工療站站長，助理社工師 

時間：2017 年 3 月 17 日 地點：天河康園服務中心長興工療站 對象：中心工作人員共 11 人                     
 

利用植物為媒介，建立人與植物的親密關係，結合身心地投入，在希望、期待中等待

收穫，在失敗中總結經驗、進行反思，達到療愈身心的效果，我們稱之為園藝治療。為了

能引進這種治療手法服務到殘疾人領域， 今年三月我在長興工療站開展了園藝單項活動。  

    本次活動目標為讓更多人走進及瞭解園藝治療、減輕殘疾人工作者的工作壓力及促

進溝通交流。從向大家介紹什麼是園藝治療入手，並約定小組之間要分享材料，互相幫

助。活動中，導師首先通過展示“百變水苔球’’成品吸引組員的注意，引起組員的期

盼，然後分步驟演示製作方法。之後回應組員提問，向大家分享照顧水苔球的經驗。大家

積極參與，分享植物及原材料，製作水苔球的過程十分順利，過程中也起到很好的溝通

及分享作用。完成水苔球之後，導師建議組員將感想寫在卡片上，再進行分享環節，最後

一起手持親手製作的作品進行大合照。活動結束後，同事們都表示參加這次活動很開心，

很有意義，激發了對園藝的熱情。 

   此次活動由於經驗不足，開頭部分語言部分不夠精準和生動，沒有和組員達成小組契

約，導致材料分配上出現一點小問題，另外引導方面需要更多經驗與技巧。活動結束後，

我與助手一起討論進行總結與反思，吸取經驗改正不足之處，希望今後主持的園藝活動

更加得心應手。 
  
 享受美麗，放鬆身心 

—天河區康園服務中心組織社工人員押花工作坊   陳曉雲 

HTF (HKATH)，康園工療站站長，社工師 
大自然中的植物能帶給我們許多意想不到的驚喜。當我們嘗試將生長繁茂的花、葉

通過整理、加工、脫水製作成押花後，植物也開始了屬於它們的另一段獨特旅程。今年 7

月 27 日和 8 月 21 日，在位於長興路的康園服務中心大會議室，陳曉雲社工帶領 29 名

社工感受押花的魅力。 

通過多道工序製作而成的押花，保留了鮮花綠葉原有的色澤和姿態，即使是同一種

花材，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獨有的形態，各不相同。陳社工通過介紹東西方押花畫風格故

事和特點，引導組員用不同的植物乾花表達自己，做出自己喜愛風格的押花畫。在思考

的過程中瞭解自己的想法，感受自己的心情，在創作中表達自己，放鬆自己。本次活動我

們製作了漂亮的相框擺設，、實用的筆記本封面和可愛的小書簽。在相互分享的環節中，

組員們講述自己的製作過程，介紹自己的作品，相互交流在這次活動中製作押花作品的

心得體會，以及在創作過程的感受。組員們都是同事，因為服務點不同，平日裡很少相

見。在這次活動，大家在柔和的音樂中帶著愉悅的心情說說笑笑，距離一下子拉近了很

多。 

快樂的時光總是稍縱即逝，兩天的活動過去了，留下的是組員們美麗的作品和組員

們開心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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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葉恆久遠  思念永留存 
 

文，圖：鄭慧琦 園藝治療實習生(HKATH)，RSW 

 

(標題為編者所加) 

今年 8 月到 9 月，我從香港遠赴台灣帶領園藝治療實習小組，實習機構是台北市一葉蘭喪偶家庭

成長協會。這是一個每星期兩節，每節兩小時，共 6 節的園藝治療小組；服務對象為喪親人士，

是一個封閉性小組。 

植物是很好的生命導師，透過植物，感悟生死，讓我們能夠更從容地面對生離死別。談及親人離

逝並不容易，特別是要在陌生人面前。為了讓參加者更容易地談及親人的離逝，我在第一節安排

了製作押花相 框，並提醒組員

在第一節帶同家 庭照。看看照

片，就很自然地 道出了一個個喪

失家人的心路歷 程。「自從他走

了，就沒再翻相 冊了，因為實在

太難受了。」參 加者紅着眼睛，

把這張照片放入 相架，把一塊塊

漂亮又脆弱的押 花裝飾着相框。

看看照片，弄弄 押花，大家都在

整理及消化這個 失落。「可以成

為美麗的押花並 不容易啊。」接

著解釋押花的制作方法，「失去親人必定也壓得大家喘不過氣來，但剛才聽到大家是如何繼續地

經營生活，把兒女都拉扯長大，我覺得沒有甚麼比這更美麗的了。」參加者紅着眼睛點點頭。 

這類包含大量情緒要處理的園藝治療小組，必須容許情緒的抒發，因此每一節的時間較長，可達

兩小時，可藉園藝活動抒發情感。對負面情緒較強烈的參加者，建議可較密集地舉行（如：一星

期兩節），以便盡快跟進及處理強烈的思念及負面情緒。除了工作人員需與組員建立穩固可靠的

關係之外，組員間的關係亦要良好，因此必須在第一節建立好關係及小組規範（NORM）。良好

的關係能發揮小組的功能，達到不畏表達、互相尊重及支持，和共同成長。 

「我這個相架叫《框住甜蜜》。」其中一位組員微笑著分享到，「因為這是我一生人中最美好的回

憶」，押花相架框住了一家四口在台灣十分旅遊的全家福。從沒法面對親人的照片，到把相架放

在大廳，每次看到照片，都提醒着自己那美好的回憶可永遠留在心中﹐可以隨時拿出來回味及品

嚐，我想這正是療癒的開始。組員就如押花般美麗，不同的是在重重的壓力後，他們的生命更顯

得堅韌了。 

 

* * * 



悠然．2017．12 月號．第 12 期．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HKATH 

59 

 

從今年 6 月中到 8 月頭，我亦在台灣淡水馬偕紀念醫院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舉辦了一個共 8 節

的園藝治療小組。這個園藝治療小組的服務對象是安寧病房的末期病患者及家屬。考慮到病房病

患的流動率高（出院或死亡），加上身體或精神狀態變化很大，未必能夠完成 8 節（為期兩個月）

的園藝治療小組，因此將小組定為開放性小組。海報會在一星期前張貼於病房壁報，及通往安寧

病房的升降機，每一節開始前 1 小時再到病房逐床邀請病友及家屬。往往到活動正式開始，才會

知道參加者的狀況及人數。面對這些不穩定的因素，在材料及義工的準備都要預多好過預少，而

且要隨機應變。這都是一些在安寧病房舉行園藝治療小組會遇上的挑戰。另一個挑戰就是植物護

理及延續性，因為參加者的狀況很不穩定，可能只能出席到一節，未必能夠和參加者一起跟進植

物的成長。參加者亦未必有魄力及精神去做植物護理。在活動設計時，必須考慮參加者的狀況及

配合院方的政策。 

植物除了本身的魅力，能自然吸引人，讓人放鬆，還是一個生命的導師，牠的生命週期讓病人及家

屬可較從容地面對生死。記得有一次種小麥草，與參加者談及植物的生命週期。小麥草長得很快，

一個星期可以從種子發芽到十厘米，亦很快地完成了生命週期。因為有談及貓咪喜歡吃小麥草，

有一位參加者可以說出「起碼都被貓吃了。」對呀，生命可以是短，但最重要是活得有價值呀。又

有一次做乾花心意卡，介紹乾花的製作方法，有參加者問道：「這些花脫離了水，不是會枯萎了嗎？」

是沒有生命了，但有些東西還是可以保留下來，例如一些精神及價值，甚或是一些技能。 

在每一兩天就有人離逝的安寧病房，植物或許可以為病房加添一點生氣。園藝治療活動亦可以讓

病人及家屬暫時放下病人及照顧者的角色，有一空間可以喘口氣。活動當中亦可促進病人與家人

的交流及心意的表達，在最後的日子仍可留下一些回憶。更有參加者表示，他們很享受活動的過

程，當成品完成時，很有滿足感及成就感。 

 

 

深圳市兒童醫院園藝治療小組感言 

蕭巧誼 園藝治療實習生(HKATH)，RSW 

(標題為編者所加) 

今年 9 月，我在深圳市兒童醫院帶領了一個園藝治療小組，對象為神經科內患有腦癱、癲癇等中

樞神經障礙的兒童，由於他們普遍都有手腳不靈活、發聲困難、有過動或無法專心的症狀，有些

更伴隨智能問題，比一般兒童較難進入普通學校學習，造成他們性格較為內向，自我形象偏低。 

故是次實習小組便以提升兒童的自信心，加強組員上肢小肌肉訓練及強化照顧者指導組員完成任

務的技巧為主要的目的。在香港園藝治療協會導師的指導和助理們的協助下，最後都能順利完成

了這次為期八節的跨境園藝治療實習旅程，以下是個人的一些體會與學習。  

這次實習增加了本人園藝治療的知識與應用。整個小組以園藝治療的手法貫穿，務求促進組員與

植物之間的互動 ，讓組員有機會參與種植或作物加工等的過程，從中獲得官能上的剌激，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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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緩情緒的果效並體會到生命成長的自然定律；製作園藝加工作品的過程亦能訓練組員的小手肌

操作的能力，組員亦能從製成品中獲得愉悅及滿足感。由於兒童的特殊需要，因此在設計園藝治

療的過程中，需要非常注意每個人的動作，因為他們通常無法抓得準確位置，並且需要特殊的輔

助功具，構思過程豐富了自己對植物護理與應用的知識和提升了對服務使用者需要的敏感度。 

此外，我也深深體會到與參加者有效溝通的重要性。 由於知道大部份組員及其家屬均不太懂廣

東話，無疑阻礙了訊息的傳遞而影響活動進行，故本人需要以普通話作主要的溝通語言，但自問

自己的普通話很不濟，唯有善用投映設備，以圖片及文字作溝通的媒介，而國內的助理們都十分

樂意伸出援手，在有需要時候作翻譯，務求參加者均清晰理解每個步驟，令所有參加者都能完成

各項活動。 

不但如此，我對兩地文化及出入境管制條例也加深了認識。根據法例，花草樹木類是不能帶入國

內的，如小組進行期間需要用到這些物資，則有關物資，便要請國內實習機構負責人協助購買並

於活動當日帶備，所以與他們保持良好的溝通和合作是很重要的，慶幸地，今次合作的機構也很

願意配合並提供協助。  

最後，這些特殊需要兒童主要的照顧者多數為全職媽媽，他們既為日常家務操心，也要全天候照

顧這些有特殊需要的子女，顯得很勞心勞力；再者，這些兒童的治療費用高、康復周期長，未被

列入兒童大病醫療保險範疇，相信這些照顧者當中有不少同時承受沉重的經濟負擔，故對家長的

支援也很重要。根據觀察，家長在參與過程都表現投入，一邊指導子女一邊跟其他家長閒聊，相

信這次園藝治療小組也替他們紓緩了不少壓力。 

 

廣州天河區康園工療站 

「溫情洋溢」園藝治療小組活動感言 

陳潔儀 園藝治療實習生(HKATH)，RSW 

 

(標題為編者所加)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這是母親的心底話，更何況有中度智力障礙子女的母親。? 

2017 年 7 月 17 日至 21 日，「溫情洋溢園藝治療小組」於廣州市天河區康園服務中心天河區員村

街康園工療站舉行。這 5 節園藝治療小組的服務對象是居住於社區內的屬於中度智力障礙的 5 位

中青年人及他們的母親。小組目標為透過園藝活動，以自然氣氛促進親子關係，由依循步驟，完成

有系統的活動工序而每節緊緊相連，例如：令母親認識學員能在有系統的步驟下，亦能夠完成設

計的園藝活動，如：插鮮花、吊乾花，製作乾花花盒、製作組合盆栽，認識花藝的樂趣。同時，也

增加彼此認識—學員認識母親對自己的欣賞；母親認識學員是有能力去完成製作組合盆栽。 

藉由中港文化匯聚，將植物對人的影響帶來比說話來得深遠，「以生命影響生命」，是我們園藝治

療的核心價值，透過植物作為媒介，將血濃於水的情感化為小小的花籃；將無限的祝福變為夢想

的花園。 

期望不久的將來，我們有緣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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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效力－「心花勁放」園藝治療小組有感 

文、圖：鄭曼文 園藝治療實習生(HKATH) 

 

感謝園藝治療協會及廣州市天河區康園給予我實習機會，讓我有機會到廣州棠下工療站為肢體殘

疾人士開設園藝治療小組，實在是一次寶貴的經驗。 

小組基本資料 

對象：肢體殘疾人士，共10-人 

特徵：1. 九位-50 - 60-歲的中年及年輕長者，一位-26-歲腦麻痺患者，當中一位有聽力障礙 

2. 需要使用助行器具，包括手扙、輪椅 

3. 失去部分肢體的活動能力，有機會導致自我照顧能力降低，自尊感較低 

4. 復康的過程中承受壓力，對復康機會的信心不足 

5. 情感支援不足，如欠缺家人的支持 

日期：2017-年7-月-17-日至-21-日 (星期一至五)，共5-節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正 

地點：棠下工療站內的物理治療器械房間 

參加方法：中心招募         收費：$10- (每人/每節) 

工作人員：園藝治療實習生-1-名、實習助理-4-名 

目標：1. 透過成功完成園藝活動，提升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 

2. 讓組員之間初步建立關係，獲得情感上的支持 

 

根據實習機構的職員意見和參加者的需要，本次園藝治療小組將透過植物提高參加者的自尊感和

社交互動的機會，然而由於該園藝治療小組只有連續五天的時間，所以在植物的選取及在預備物

資和工序上均具挑戰性，尤其參加者是有不同程度的肢體障礙情況，所以我在工序分析上會加更

多工夫，期望參加者能夠從園藝活動中獲得治療效果。 

在開組前，我著實擔心這短短五天的小組能否帶出顯著的治療效果和達致目標，但從小組完結後

的意見問卷中，發現大部分參加者均同意小組能提升他們的信心及給予他們社交機會，實在令我

喜出望外。我認為小組成功的因素是基於專業的合作。因為第一天的開組前要進行前測，但一位

聽障的肢體殘疾人士卻不會填寫，實習助理發現後，便上前協助他，但他抗拒，於是我上前幫忙，

但他連連指著自己耳朵和搖頭，示意自己不懂填寫，我才發現他對文字的理解亦困難，所以我決

定不強迫他要完成前測，而是讓他繼續參與餘下的種植小麥草活動。後來熟悉該參加者的社工和

我溝通，發現原來當我和實習助理都想協助他時，對他卻是心理負擔，所以我聽取了社工的意見

後，調配了他的座位及提醒助理們減少到他身旁，讓他可以慢慢熟悉我和助理們，減少他的心理

壓力，同時，我亦簡化了前測及邀請社工幫忙，讓該參加者的家人協助填寫。經過修改後，該名參

加者在園藝治療活動中自得其樂，而當他的作品得到其他參加者的欣賞所露出開心的笑容，是我

最深刻和最難忘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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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馮婉儀老師所言：「園藝治療是一門易學難精的學問」。此次實習讓我明白專業的合作和溝通

在園藝治療中的重要。只有不斷專業求進和汲取更多開組經驗，才能令參加者獲得最大的得益。 

最後，感謝督導老師—馮婉儀老師和譚秀嫺老師寶貴的觀課意見、綠瞭慷慨借予小組的物資、各

位實習助理的熱心幫忙和意見。 

 

 

 

 

 

 

 

 

廣州的實習助理問我有什麼實習時會用的「神器」？我分享了其中一種改良式工具－ 

廁紙筒，讓肢體殘疾人士單手也可以將植株放入泥土中。 

 

 

樂平敬老院「悠悠心花放」園藝治療小組 

實習感想                

文、圖：鄭曼娟 園藝治療實習生(HKATH)，RSW 

 

這是我第一次進行園藝治療的小組實習，也是第一次到內地帶領小組，實在是雙重挑戰，感謝協

會願意給予機會讓我可以與內地長者享受園藝治療的樂趣。 

我的實習場地是佛山樂平敬老院，當地的長者多有務農經驗，對他們而言種植不是難事。而我結

合院舍職員的資料，期望長者在小組中獲得不同的體驗，小組設計將植物結合手工藝，讓長者透

過自己的手製作成品，提升他們的生活滿意度。 
 

小組基本資料 

對象：安老院長者共-8-人 

特徵：1. 年老長者   2. 大多患長期病患  3. 農民出身，教育水平較低 

日期：2017-年-8-月14日至-18-日(星期一至五)，共5-節  時間：上午-9-時至-10-時半 

地點：安老院活動室 

參加方法：院舍招募 收費：RMB$75/每人  工作人員：園藝治療實習生-1-名、實習助理-3-名 

目標：1) 正面自我評價  2) 正面評價小組組員，建立社交關係  3) 正面角度看待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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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連五天的園藝小組中，我在挑選植物時也著重考慮長者的熟悉感以及新鮮感，希望帶動氣氛

與話題，當中挑選了富貴竹以及迷你椰子，也採用了不同的栽種手法，包括水培以及分株種植等，

讓長者透過照顧植物，提升他們的效能感。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戶外小組活動，當日帶領長

者們到敬老院的花園散步，並且採集葉子以進行

葉子拓印。長者非常熟悉敬老院的花園，更滔滔

不絕地介紹花園中的一花一草，當中健行的長者

更會主動協助輪椅長者採集樹葉，使這個不一樣

的散步添上了溫馨，氣氛和樂融融。即使長者們

對敬老院花園的花草樹木已經瞭如指掌，然而引

導長者細心觀察，就能發掘植物的多樣性，最後，

長者將採集所得的葉子，採用不同的顏色進行拓

印，製作成多姿多采的拓印布袋。長者的歡顏是

我在實習中得到的最珍貴的禮物。 

 

最後，衷心感謝督導老師—馮婉儀老師、譚秀嫺

老師以及郭翰琛老師在觀課上給予了寶貴的意

見，讓我汲取寶貴的經驗、感謝綠瞭慷慨借出物

資讓小組能順利進行、更感謝各位實習助理的熱

心幫助和建議，使小組能完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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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園藝治療技術員(HTF)認證課程- 2017 

2017 Taiw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Facilitator  

Certificate Course 

文、圖：譚秀嫺 RHT (HKATH)，RSW 

今年 4 月，一粒麥子基金會 4 位職員專程從台灣來香港，誠邀會長到台灣台東開設園藝治療課

程，Connie 一口答應，安排了園藝治療技術員(HTF)認證課程，讓正統的園藝治療帶到台灣，發

揚光大。園藝治療技術員(HTF)認證課程，一系列包括：6 月份的基礎證書課程，8-9 月的活動實

務操作證書課程，以及 10-12 月的園藝治療實習。 

This April 4 representatives of Taiwan’s A Kernel of Wheat Foundation visited Hong Kong and 

invited our president Connie Fung to provide training to their staff and interested parties in their base 

at Taitung County. Connie was so glad to share he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she agreed 

immediately. The result was a series of training courses leading to the registration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Facilitator (HTF), including the Foundation Certificate Course in June, the Practical Skills 

Certificate Course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and the internship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6 月份基礎證書課程  Foundation Certificate Course in June 

Connie 和我就在這 6 月份的盛夏來到台東，60 位同學的熱情比天氣還要熱，在二天的密集課程

中，很累，但看到同學都很投入，很專心，感受到他們對正統園藝治療的渴望，我們也希望能為

他們的服務對象帶來新的元素，所以我們也悉力以赴，把學習課程做到盡善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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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9 月的活動實務操作證書課程  Practical Skills Course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再度來到台東，真的是與陽光玩遊戲的時候，太陽更熱更猛，40 位同學加上工作人員導師，一行

人浩浩蕩蕩的來到台東大學和台東聖母農莊，開始實務操作證書課程，當中有相當嚴厲的考驗，

大家都做足防曬、防熱、防蚊，添水的準備，8 月份先來二天理論與實務，將植物種到花盆，田

裡，為 9 月份的工作做好準備。課程相當豐盛和緊密，也是希望同學能學到更多更好。 

今次的導師除了 Connie 和我，還有台灣的陳彥睿博士(Ray)，同樣是我們的註冊園藝治療師。 

 

   

 

 

 

 

 

 

 

 

 

 

 

 

 

 

 

 

 

 

 

 

 

 

 

 

 

 

 

 

 

陳彥睿老師在指導同學

實務操作 

理論與實踐 
Theory & practice 

辛勤 與 汗水 
Sweat & ...                    sweet memories 

合作 + 創作  
Work & create together 

大豐收 
Big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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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月的園藝治療實習  Internship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實務班完結，密鑼緊鼓的開始實習課程，10 月份安排場地、交計畫書，批改，給與建議，實行，

報告，督導，每個過程都不能少，正規程度與香港一樣，同學都感受到與他們平常的活動有所不

同，實習仍在持續中，大家繼續努力、加油。 

 

 

 

 

 

 

 

 

 

 

 

 

 

 

 

 

 

 

 

 

 

 

 

 

 

 

 

 

 

 

Plant Arrangement for 

Chinese New Year 

Old man, young technology, 

evergreen plants, lasting memories 

A young intern leading an HT group for the elderly.  

Two generations connecting through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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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譚秀嫺老師－修習園藝治療技術員認證課程有感 

蔡碧真 園藝治療實習生(HKATH) 

 

老師好，上週從台北帶到台東評分的植物，終於順利達標，但沒想到課程結束後又辛苦扛回台北

的彩葉草，竟一夜之間就被啃光 ...還好有找到現行犯---非洲大蝸牛，我把牠放逐了...讓牠去

啃對面鄰居的多肉...  

上週三天的證書課程，不僅師資堅強，內容更是充實，包含基礎的植物學、認識土壤與肥料、園藝

養護技術、認識各類服務對象的特性、台灣適用的園藝治療植物、教案設計與發表，更在田間實際

創造小花園、綁稻草人等等活動，令人印象深刻。而婉儀老師精彩的各種園藝治療實例分析，更是

難得的經驗傳授。我看您和陳彥睿老師及婉儀老師雖來自不同的專業背景，但在園藝治療領域皆

各有特色，也讓我更有信心學習將過往十多年的園藝工作經驗轉化成助人的輔療基礎。 

+此次參與園藝治療證書課程的夥伴大多是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在參與課程期間，我們交流了彼

此的工作經驗，也體驗了園藝活動的感受，與挫折，哈哈，當夥伴們亮出照顧植物的成果時，真是

幾家歡樂幾家愁，還有人認為照顧植物比照顧子女還難。這也難怪，植物不會說人話，端看照顧者

能否觀察與理解植物想傳達的訊息，就像我們所服務的對象，也未必能表達出他們的真正需求，

這兩者都有賴專業知識的判斷，才能設計出適切的教案達成治療目標。不過，跟園藝、植物等相關

的活動實在很多，未必只能運用種植方式，而接下來還有實習課，希望自己能帶出跟以前不同的

成效。 

 

  

 

 

 

 

 

 
 

 

 

 

 

 
如對本期專刊有任何意見，或有意就園藝治療資訊投稿或提供意見，歡迎電郵至 info@hkath.org 

(圖文必須持有版權，不可轉載，並註明投稿人真實姓名、電話及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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