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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園藝治療協會專刊 

2011年 12月．第二期 

編者的話   

 

時間過得多快，第二期「悠然」又出版了。 

 

每當大家走在街上，有沒有細心留意身邊的事與物呢？其實，匆匆忙忙的行人，每天都為着他們

的第一目標，就是要準時回到公司上班，身邊的一切都已置身事外吧！ 

 

或者嘗試找一天提早出門，漫步到乘車地點，沿途不難察覺四處的花花草草，每天都是笑面迎人

似的向著你微笑揮手，像跟你說早晨一樣，花草樹木可愛之處，是帶著無比的能力去改變四季的

景致及人們的心情。 

 

每當談及花草樹木，在大部分人心中都有一個概念，就是給植物一些陽光、灑點水、加點肥料，

它就會生長呢？但可曾想過，從種籽起，照護、觀察著它一點一滴地成長，任何人都能享受到生

命奇跡的一刻，而且它更可成為一種生活的調劑品。在植物與人的相處環境裏，相互著不可言喻

的微妙關係，接觸花草樹木的同時而所產生的正面情緒反應，身邊人的感受亦能被牽動。 

 

園藝治療的發展已能滲透在社會上有需要的一群中，他們透過接觸植物這媒體，從而把過往的生

活模式重新帶入另一新境地，就因如此，他們在認知與情緒方面都能得到改善與進步。  

 

園藝治療在外國發展已處於成熟階段，而香港園藝治療在這幾年間也廣為人所熟悉，而澳門的園

藝治療也正在萌芽中呢。 

 

今期，本刊刊登了一項套用園藝治療於精神障礙及腦退化症患者的研究報告，而此報告所得出的

研究均能反映園藝治療對參與者所帶出的正面影響。 

       

馮婉儀 Connie                                            

                                         註冊園藝治療師(HKATH, AHTA)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會長 

                            

督印人：馮婉儀         編輯小組：吳婉儀、袁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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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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d Hong Kong -- Korea Study Tour 第二屆港韓交流團 (5-8 Jan 2012) 

 

世界各地之園藝治療發展步伐各有不同，本協會深信跨國界之學習與交流更能改善及提昇園藝

治療的效用。2010 年本協會舉辦了首屆韓國及台灣交流團，參與會員一致贊同從交流活動中學

習到更多元化之園藝治療技巧。踏入 2012 年，本會再接再厲，謹定於 1 月 5—8 日，舉辦第二

屆港韓交流團，藉此與韓國 IHPA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Program Association)會員進行交流。 

 

交流期間，本會將帶領一眾會員及來賓參觀本地參與園藝治療服務之機構，進行服務介紹，並

參觀不同之軟硬件設施、小組推行等。並於 1 月 6 日與鄰舍輔導會怡欣山莊合辦「園藝治療對

認知及肢體障礙人士及長者」實務分享會。 

 

參觀機構包括： 

鄰舍輔導會怡欣山莊 NAAC Harmony Manor 

香港戒毒會 The Society for the Aid and Rehabilitation of Drug Abusers (SARDA) 

屯門醫院天台花園 Tuen Mun Hospital Roof Garden 

綠田園荃灣金色有機園圃 Tsuen Wan Golden Organic Garden For the Elderly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 (KFBG) 

安基司國際幼兒園 Anchors International Nursery 

鄰舍輔導會啟康幼兒中心 NAAC Pok Hong Special Child Care Centre 

東區婦女福利會黃鳳亭頤安苑 Women’s Welfare Club Eastern District HK Wong Fung Ting Hostel 

 

有關之活動花絮及精彩內容將於下期刊登，大家萬勿錯過！在此衷心多謝是次交流團各籌委及

協辦機構提供的支援，促使活動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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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剪影  
專注力缺乏症分享會 

 

由教育心理學家及註冊社會工作者劉美蓮小

姐主講：專注力缺乏症;過程生動活潑、內容

豐富及富思考性，與會者熱烈交流。 

 

 

提升自我效能感分享會 

 

不斷學習是提升自己的最好方法，由註冊社會

工作者及助理園藝治療師吳婉儀姑娘分享｢如

何運用園藝治療以提升參加者之自我效能感｣ 

 

 

 

 

 

會員在會上進行角色扮演，維肖維妙 。 

 

 

 

 

 

會員都專注地聆聽著如何提升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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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園藝治療師註冊制度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會長馮婉儀姑娘，在會上詳 

細講解香港園藝治療師之註冊制度 

水仙頭切割工作坊 

 

水仙頭切割後的浸水過程 

 

 

 

2011 年 7-12 月工作匯報 

 

園藝治療專業活動 

 「專注力缺乏症」講座 

 「如何運用園藝治療以提升自我效能感」講座                

 「園藝治療實務體驗--水仙頭切割」工作坊      

 

澳門培訓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青頤長者綜合服務中心，於 2011 年 11 月 8-9 日邀請了本會會長馮婉儀女 

士為該會進行員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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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職業訓練在精神障礙者的應用初探 

張建隆   

目的：精神病院運用園藝為治療工具，除了能達到治療與復健的目標外，更讓病人能以大自然

當做一項療癒媒介、得到感官刺激、增加主動行為、充當照顧者機會、應付成功與失敗、在團

體中改善社交能力、履行承諾與責任、建立信心與自尊、改善認知能力、自我表現與創造力的

機會、獲得新的技能、發展職業訓練或休閒活動、戶外活動機會、感受愉快和提昇積極魄力。

本篇將探討透過精神障礙者在實施園藝職業訓練後，其學習與就業之成效。方法：經由職業輔

導評量中心篩選 10 名學員具有園藝職業訓練能力；參加每週課程活動五天，每天 6 小時授課為

期四個月園藝課程活動。最後以民國 97 年度全國園藝技術士技能檢定測試的結果，以及結訓後

三個月的追蹤情形，說明園藝職訓後的成效。結果：有 9 人（男女生比例是 8：1、年齡分佈偏向

中年以上達 67%、發病年齡在青少年佔 77.7%、精神病史長達 20 年以上）完成園藝技能訓練並報

名參加測試，檢定合格(取得園藝技術士執照)有 8 人。精障者園藝職業訓練的結果，除了可以在

園藝專業能力提昇外，更可在社會上謀職獲得專業的證明。結論：9 位學員經過園藝職業訓練之

結訓後三個月的追蹤情形的現況如后：8 人檢定合格(取得園藝技術士執照)，有 4 人陸續就業；

此外，經過追蹤訓後學員的結果發現，除考取園藝技術士執照能獲得社會肯定外，園藝職訓還

能幫助學員改變原先封閉家中單調、枯燥、人際畏縮的生活，增添對服務人群的互動及生活上

的充實；重拾發病前的自信心與自尊心及重拾工作樂趣；面臨事情處理會去設法解決或尋求支

援或共同完成；踏出心中障礙，學習安排生活作息。身心障礙園藝職業訓練，除了怡情、養

性、謀生的工具之外，還可兼具治療與復健的效果。 

 

 關鍵詞：園藝職業訓練、職業輔導評量、園藝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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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精神病學成為科學之前，就已知在庭院中工作對有心理疾病和神經系統異常的人有治療

的效果。農耕和園藝工作已經是治療精神病患療程很重要的一部分( Relf, 2005 )；早期療程之主

要目的是為機構的維持和農作物的生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想內容、形式、知覺、情感、自

我意識、意志、與外界的關係等表現出功能衰退、自發性動作和行動降低 (孔編，2000 )。患者

臨床表現：分成正向性症狀 (如幻覺、敵意、多疑、思考障礙、病態的行為) 及負向性症狀 (如

思考內容貧乏、情緒冷淡、社交退卻、對周遭事物冷漠、缺乏興趣及動機) (劉, 2002 ) 。美國精

神協會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的創辦人 Dr. Kirkbride 在西元 1880 年提出「勞動是

一種非常好的治療方式，可以增進精神疾患患者的健康與神智清醒，而園藝活動就是提供勞動

的好方式。」（Davis, 1998）。以色列 Shalvata 精神病院運用園藝為治療工具，達到治療與復健的

目標。藉院區內不同病房區的園藝活動，讓病人能以：大自然當做一項療癒媒介、得到感官刺

激、增加主動行為、充當照顧者機會、應付成功與失敗、在團體中改善社交能力、履行承諾與

責任、建立信心與自尊、改善認知能力、自我表現與創造力的機會、獲得新的技能、發展職業

訓練或休閒活動、戶外活動機會、感受愉快和提昇積極魄力 ( Bortz. and Gal. 2002 )。園藝學者在

園藝治療效益評估及活動設計一書提出；園藝活動可做為治療的媒介，從心理學的理論：1.「超

負荷與喚起理論」( overload and arousal theories )；2.「學習理論」( learning theory )主張人們對植物

會有正面的反應，主要來自於先前學習經驗的影響。3. 「文化理論」( culture theory )認為人們對

環境元素的喜好受到成長背景、社會環境與文化的影響。4.「進化理論」( evolution theory )認為人

類對植物的反應來自進化的結果 (陳，2008) 。人與植物學會專題演講論文「做園藝以健康終老

模式」提出親生命理論(biophilia hypothesis)的觀點，認為人類在演化的過程中，對綠環境的正向反

應與喜好已融入基因中；因此身處綠環境之中，就能自動產生紓解壓力的治療效果(Shoemaker 

and Lin，2008)。Fiona 學者在職能治療與心理健康一書內容提出與綠環境接觸的觀點：對臨床職

能生活內容環境重要性，強調有關園藝活動是職能治療的範疇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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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六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公布實施，此法中對身心障礙者的照顧不僅止於社會福利

的層面，而是更積極的整合各級政府及民間資源，為身心障礙者的人性尊嚴及生活素質開闢了

一具體可行的方向；維護身心障礙者尊嚴最具體的方式就是提供就業機會 (徐，2001 )。依據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2007)第二十八條：「勞工主管機關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時，應先辦理職業

輔導評量，以提供適當之就業服務」之規定，可以瞭解職業輔導評量是身心障礙職業重建過程

中，用以協助瞭解身心障礙者可訓練或就業之潛能，作為擬定職業生涯規劃與發展服務計畫的

重要依據。慢性精神障礙者納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政府對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就業問題，

有適當地介入，如職業輔導評量在評估患者就業能力，再安排合適的庇護性就業或職業訓練。

園藝職業訓練本著前述的精神，嘗試、應用在慢性精神障礙者的職種訓練；將園藝技能傳習身

心障礙者。 

職能治療中運用適合病患能力之園藝活動，讓病患須用思考與體力，並藉植物的成長與結

果採收，提昇病患興趣、注意力與專注力等認知功能（Williams, 1989）。精神障礙者在功能性體

能上的問題主要由於藥物副作用、精神症狀引起的持續力、肌耐力不足、身體關節活動度下降

等。其負重能力的表現較常人明顯不佳；在幫助精障者提昇認知能力與增加社會心理功能的同

時，功能性體能的增進應列入治療計畫當中。在未來之復健治療或職業訓練時，增加體能或負

重訓練，以強化精障者的職場與日常生活功能之表現 (張，2005)。 

有學者倡導藉著認知的調整而改變行為的一種治療方法；亦即從病人內在思考的改變而改

變外在行為( 林，2001 )。採漸進方式鼓勵個案認知並接受他們的情緒，找到想法(信念)與情緒

(結果)之間的關聯，認知行為治療才可以往前推進( 楊和饒， 2003 )。文獻報導精障者重返工作

因素；在認知功能方面引述 Gold 等人研究為待業個案進行神經心理檢測(包括語言能力、智力、

注意力、執行功能、動作功能、記憶力)，其結果發現，認知的確影響個案是否能夠獲得、維持

工作及工作總時數，但並沒有單一特定認知因素為影響關鍵( 范等人，2007 )。精神障礙者園藝

職業訓練實施上，雖然有多種運用方式，其訓練過程的成效證明之一：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其職類之開發、檢定規範之製作、試題之命製、檢定之執行、檢定試場之評審、監評人員之講

習、題庫之歸檔、抽題、證照效用之推廣、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照效用相關法規之協調訂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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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均由中央主管機關來執行 (蕭，2000 )。精障者園藝職業訓練的結果是園藝專業能力提

昇、實施課程編排架構及內容的依據、本身認知行為改變、與一般民眾專業能力公平競爭、在

社會上謀職的專業證明。 

 

研究方法 

園藝活動的職業訓練進行過程 

研究對象： 慢性精神病患。經由台北縣身心障礙職業輔導評量中心有 21 名報名者，篩選出 10 名

學員(其中有一學員參訓一天後，經學員考量後放棄此一機會)具有園藝職業訓練能

力。 

時間： 民國 97/08/01 至 97/11/30，每週課程活動五天，每天 6 小時授課；學科課程：151 小

時；術科課程：150 小時；應用實習課程：114 小時；就業準備課程:95 小時；合計：

510 小時。 

實施地點： 北區精神專科教學醫院院區及職能活動教室。 

目標： 透過 97 年度全國園藝技術士技能檢定測試與結訓後三個月期就業現況。 

 

執行方式： 

一、按照計畫書的課程內容訂定執行。 

二、職能治療專業的認知功能觀點，在園藝技術士技能檢定項目分析： 

(一) 學科測試 (有 450題庫) 80題，其認知功能要素，著重智力、記憶力、注意力

及概念化的層級。 

(二) 在術科測試內容 (共有五題)： 

1. 園藝植物識別 (果樹、蔬菜、觀賞植物，共 121 種) 取向於智力、記憶力、

注意力、訊息處理； 

2. 園藝資材識別 (63 項)取向於智力、記憶力、注意力、訊息處理； 

3.  農藥計算與噴藥技術 取向於智力、記憶力、注意力、定向感、思考(聯想)能

力、問題解決能力、手功能及負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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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園藝植物繁殖 (空中壓條繁殖 ) 取向於注意力、定向感、概念化的層級、問

題解決能力及手功能； 

5. 肥料計算及調配 取向於智力、記憶力、注意力、定向感、思考(聯想)能力、

問題解決能力及手功能。 

 

結果 

本研究有 9個學員完成職業訓練的園藝課程活動。在人口學統計上，男女生比例是 8：1；年

齡分佈偏向中年 (36 歲) 以上達 67%；發病年齡在青少年、青年階段居多 (佔 77.7%)；精神病史

長達 20 年以上 (如表 1)。 

表 1. 園藝職訓班學員基本資料： 

類別                  ( 人 )           百分比         平均數±標準差 

性別 

    男                  8             88.9%              

    女                  1             11.1% 

年齡                                                    42.1±10.0 

    26 歲 ~ 35 歲        3             33.3% 

36 歲 ~ 45 歲        2             22.2% 

46 歲 ~ 55 歲        4             44.5% 

發病年齡                                                22.1±5.5 

    16 歲 ~ 25 歲        7             77.7% 

    26 歲 ~ 35 歲        2             22.3% 

精神病史                                                19.7±9.1 

10 年 ~ 20 年        6             66.7% 

21 年 ~ 30 年        2             22.2% 

31 年 ~ 40 年        1             11.1%  

教育程度 

國中               1             11.1% 

高中               4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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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學校           3             33.3% 

大學               1             11.1% 

疾病診斷 

    精神分裂病程度 

(輕度)             4         44.5% 

(中度)             5         55.5% 

園藝工作經驗 

    有                2        22.2% 

         無                7        77.8% 

負重能力是篩選適合學員在勞務性質的職業訓練中指標之一。在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

雜誌文章曾表示精障者雙手提舉重物折返走其平均為 25.36 公斤(正常人為 29.64 公斤)，最大為 60

公斤，最小為 10 公斤。本班園藝職業訓練班的學員，在台北縣身心障礙職業輔導評量中心評估

提舉重物折返走的負重能力(如表 2)。 

表 2. 台北縣身心障礙職業輔導評量中心提供學員負重能力一覽表：  

學員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負重

能力 

30 25 37.5 17.5 27.5 27.5 27.5 20 27.5 

Mean Kg (±SD)：26.6±5.73      單位：公斤 

 

技能檢定學科成績：學員分數(滿分為 100 分，及格為 60 分)分佈在 87.5 分至 100 分，學員全數 

及格 (如表 3)。 

表 3. 學員全國園藝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成績如下：                

學員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分數 95 98.75 100 100 100 100 87.5 98.75 91.25 

Mean Score (±SD)：96.8±4.6      單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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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成績： 檢定試題共五題，每一試題滿分為 100 分。評分採扣分方式，每試題皆及格 (為 60   

分)，始為術科及格。每題訂定扣分事項(詳見園藝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應檢

資料)。9 名學員有 8 人及格。檢定合格(取得園藝技術士執照)：8 人(88.9%)。 

 

本園藝職訓班考照率較 94 年、95 年、96 年、97 年度全國園藝技術士技能檢定結果高出約 20%以

上 (如表 4)；在 (表 1)人口學統計性別、年齡、精神病史、教育程度、有無園藝工作經驗等項

目，均不影響園藝執照檢定合格。符合政府推動專業證照制度，不受年齡、教育程度及身心障

礙的條件限制，而在公平基準線上競爭。 

 

表 4. 園藝職類： 

年度 90 年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報檢

人數 
    1424 1779 1811 2060 

合格

人數 
1105 865 902 910 974 1214 1182 1128 

合格

率 
    68.4% 68.2% 65.3% 54.7% 

資料來源：民 98 年 3 月勞委會職業訓練局提供 

 

9 位學員經過園藝職業訓練之後三個月的現況如后： 

A 君： 51y/o，on set 31 y/o，近 17 年幾近未曾在社會上工作，祇零星勞務性工作計三個月。

參加園藝職業訓練為了本身未來能獨立養活自己的技能；結合園藝的興趣。跳脫以往

長期待在家中依賴家中兄長扶養。A 君結訓後三個月報名、面試、錄取政府公部門古

蹟駐點服務員。改變原先單調、枯燥、人際畏縮的生活，增添對服務人群的互動及生

活上的充實。 

B 君： 34y/o，on set 19 y/o，受到社工員的支持鼓勵而參加園藝職業訓練，體驗到自己的能

力是可以面對及適應職場的競爭。考取園藝技術士證後，積極報考捷運公司具有園藝

專業職缺的工作。 

C 君： 48y/o，on set 22 y/o，平常居家有蒔花弄卉的興趣，結合園藝職業訓練的專業薰陶；

改善體弱多病的身體。白天生活作息有規律、有目標。考取園藝技術士證後，重拾發

病前的自信心與自尊心。 

D 君： 29y/o，on set 17y/o，園藝職業訓練，考取園藝技術士證！早先自己與治療師是不被看

好，居然會通過檢定。自覺平常有紮實的訓練，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對未來就業有

一股美好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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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君： 26y/o，on set17y/o 在高職學生時期，曾參加工業電子和電腦硬體裝修的技術檢定，未

能通過考試；且園藝職業訓練前，居家生活習慣是閒散、晨昏不分、作息顛倒。參與

此園藝職業訓練之後，日常生活漸進式步入‘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模式。考取園

藝技術士證後，證明自己專心投入工作，會有肯定的回饋。 

F 君： 41y/o，on set 24 y/o，最近從療養院出院六個月時間，賦閒在家；經職能治療師鼓勵

參加園藝職業訓練；考取園藝技術士證後，報名面試政府環保局掩埋場環境綠美化景

觀維護工作職缺。 

G 君： 47y/o，on set 30 y/o，近 13 年未曾有工作，長時間受到病情不穩定影響，挫折與無

望，遑論是工作能力；在慢性療養院安置五年。家屬及護理師、治療師支持和期待，

參與此園藝職業訓練結訓後，有幾回打工的機會，重拾工作樂趣。 

H 君： 55y/o，on set 16 y/o，25 年住在療養機構，零星的協助機構簡單勞務工作。園藝職業

訓練是受到家屬鼓勵及支持；過程中感受從初始不瞭解園藝的內容、自信心不足、被

動，受訓之後陸續會辨認身旁周遭一般的花草樹木。面臨事情處理會去設法解決或尋

求支援或共同完成；不會畏縮、躊躇不前，學會安排生活作息。 

I 君： 45y/o，on set 29 y/o，服用精神科藥物有明顯手抖的副作用。職業輔導評量中心評估

手部精細操作影響園藝技術士檢定考。經此園藝職業訓練，不僅增進園藝知識與技

能；還克服前述的問題，證明自己能通過檢定考。 

 

 

討論與建議 

慢性精神障礙者對園藝職業訓練職種易入門不會排斥。學員跨越心理障礙的門檻；自我半

封閉在家中邁入社會活動。學員日常生活規律化，有目標 (園藝職業訓練) 前進。職業訓練生活

津貼是誘導及鼓勵學員願意受完職訓課程的動力之一。本研究根據文獻記載，進一步實地把園

藝活動從事職業訓練，運用四個月時間，做一整理：慢性精神障礙者在技能檢定不亞於一般民

眾的能力；以學科測試 9 人全數通過；在術科測試結果，因有一學員在試場過度緊張致影響肥料

計算及調配操作程序正確性；沒有通過技能檢定。身心障礙園藝職業訓練應用精神障礙者，經

此四個月訓練發現可以得到認知能力顯著效果。但是投入就業市場不是與技能檢定結果相符；

有可能在工作上的體力、耐力、持續力的不足、缺乏自信心、生澀的求職技巧、自我要求及壓

力不適，還有殘餘的症狀的干擾及藥物副作用影響；園藝就業市場有限的合宜職缺、年齡的限

制、媒合資訊的欠缺、工作伙伴的異樣眼光與環境競爭，如需要輪班制、工作時數長、學員體

能面對天候的考驗(風吹、日曬、雨淋等)。在一篇文獻探討精神障礙者重返工作之因素探討，

「以支持性就業為最頻繁被應用之工作復健服務種類」(范等人，2007)。顯現精神障礙者接受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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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訓練之後，能順利就業是有限的；需要銜接由社區的就業輔導員、關懷員安排支持性就業服

務，方能提昇精神障礙者踏上社會上工作。 

 

結論 

身心障礙園藝職業訓練服務，部份專家 (職業訓練部門) 偏認是園藝治療；園藝除了怡情、

養性、謀生的工具之外，也兼具治療與復健的效果。園藝技能是受到國家政府認可職類，有它

的意義與存在的必要；身心障礙園藝職業訓練服務，不拘泥另一層面治療與復健的效果，可廣

泛性接納身心障礙人士在園藝職業訓練多重的功能性！縱使在都會生活，要以園藝技能維生，

還需要其它能力，如汽、機車駕駛的能力、機械操作能力。園藝職訓的養成，不能夠立即性看

見就業效果；相信擁有技能是比一般人更具有競爭力與潛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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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Horticulture is the purposeful use of plants and plant-related activities to promote health and wellness 

for individuals or groups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Horticulture Therapy, 2010). It has been used for 

various populations, for example children, prisoners, and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It is also an 

enjoyable leisure activity for the elderly. HT is believed to possess many therapeutic components, such 

as opportunities for reminiscence, enhancing social interaction, triggering memory, sensory stimulation, 

and improving orientation (Jarrot et al., 2002). Previous studies in other countries have shown that HT 

may improve cognition, social engage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people with dementia (Lee & 

Kim, 2008; Han et al., 2008; Giliotti & Jarrot, 2005). However, there are very few studies on this area in 

Hong Kong.  

 

Aim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HT on people with dementia in a nursing home.  

 

Method 
Qualitative descriptive. 

 

Participants 
There were 9 participants, of whom 8 were female and 1 was male. Their ages ranged from 75 to 95. 

Five of them had a confirmed diagnosis of demen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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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A nursing home in Hong Kong run by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tervention 
The HT included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hey included a warm-up chat and introduction, some HT tasks, 

and debriefing and sharing. The HT tasks included propagation, plant arrangement, tactile stimulation, 

and watering and plant care. 

 

Procedure 
Six sessions were held weekly on Saturday mornings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2010. Each session 

lasted 1 hou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e entire procedure was audio-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verbatim. Cont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verbatim transcripts. 

 

Ethical considerations 
Ethical approval was obtained from the Ethics Review 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ll the data was kept confidential and was only used for research purposes. The participants 

had the right to withdraw at any time point without penalty or negative consequence.  

 

Findings 
There were three themes of effect observed. The first was “triggered memory recall”. It was noted that 

the planting process and the plants recalled many of the participants’ old memories. The contents were 

usually their family, friends and personal anecdotes.  

The second was “evoked emotions”. It was noted that the morphology of the plants, the skills required 

and the associated experience evoked their emotions. Some of them were positive, like happiness, while 

others were negative, like sadness and confusion.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cried during the activity and 

mentioned that one of her friends had recently passed away.   

The third theme was “associated with life appraisal”. It was noted that when they were gardening, they 

found signs of life and the process of life. They thought about how they should deal with plants’ lives 

and their own. For example, they thought that they should be tough, as the plant was living a tough life. 



悠然．2011．12 月號．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 16 ~ 

Discus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usefulness of HT in stimulating participants to think about the past and 

about life. HT is useful in bringing joy and happiness. However, some elements of HT can caus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sadness and confusion, which have rarely been reported in previous studies.  

 

Limitation 
The recruitment criteria of this study should be better defined and executed.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not interested in this activity but were still recruited. Also, dementia patients are usually not very 

able to articulate their feelings, which made the perceived effect of HT very difficult to explore. 

 

Implication for practice 
In this study, it is noted that HT is well tolerated by dementia patients. It stimulated participants to think 

about their past lives. At the same time, HT can induce negative emotions that have rarely been report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erefore, the availability of a backup service for possible emotional crisis is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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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透過植物散發的功能，串連起人與大自然的關係，達致身心健康的目的。 

Let us connect with nature…... Enjoy the beauty of greenery…... Feel the power of pl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