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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Message from Editor 

半年期刊《悠然》又同大家見面啦！回顧這一百八十多天，“忙”著為香港園藝治療開展了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活動和

課程。此外我們現已積極為 2014 年 6 月 27、28 日，與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耆年護理中心(Centre for Gerontological Nursing, 
S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合辦的第一屆園藝治療及治療性園景設計研討會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nd Therapeutic Landscaping”進行籌備，是次活動於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舉行。開會、宣傳、人手安排等連串準備工作，費上了不少時間與心血。距離會期還有半年，不經不覺已進入倒數階段，

尚有很多細節要思量，籌備委員們所有的努力，全為讓參與人士能獲得一個滿載而歸的研討會。 

 

研討會是個很好的園藝治療交流平台，集合了世界各地致力推廣園藝治療或對園藝治療有認識、有興趣的人士參與，是

次研討會邀請了多國的園藝治療專家到場演說，分享園藝治療經驗。美國學者包括：榮譽教授 Professor Paula Diane 
Relf，Professor Relf 是園藝治療研究的先驅，曾任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環境園藝系教授。推動

成立美國園藝治療協會(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並曾任會長，創立人與植物議會(People Plant Council) 
並擔任主席。她於園藝治療上的成就得到美國本土及國際一致認同。Professor Candice Shoemaker 在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致力研究園藝治療及園藝與人類健康，發展園藝治療課程、博士學位和遙距園藝治療證書課程。 

 

主題講者還有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張俊彥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歐聖榮教授。專題講者有香港高等科技

教育學院（THEi）設計學院系主任陳弘志教授，亞太園藝治療協會會長(APATH) 韓國金炯得先生，韓國建國大學環境

健康科學系(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研究教授 Park Sin-Ae 女士。 

 

主辦機構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賴錦玉教授以實證為本闡述她在香港本土園藝治療方面的研究， 護理學院的麥艷華博士

與謝敏儀博士亦為專題講者。而本人會以香港園藝治療協會會長身份出席分享。 

 

研討會設有同期口頭報告環節(concurrent sessions)，讓推行園藝治療活動或研究之不同機構講述他們的推行過程及成效。

詳情請瀏覽香港園藝治療協會網址：http://www.hkath.org/Conference.html 
 

************************************************************************************************* 

研討會得以成功籌辦，實有賴以下機構支持，本會再次致以無限感激 

協辦機構   ： Pi lota Chapter, the Honor Society of Nursing, 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  

          亞太園藝治療協會     APATH 

支持機構   ：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THEi 
          香港園景師學會       HKILA 
      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 IAA 

大會酒店       ： 悅來酒店             Panda Hotel 
 

持續進修學分或時數：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 7 小時/日   

護理          ： 6.5 CNE 分/日 

香港園景師學會  ： 7 分/日 

社會工作者持續進修 ： 7 小時/日 

職業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 6 分/日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 申請批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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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Editor 
 
HKATH were busy for the past 180 days – to organize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courses.  Apart from that, we are now enthusiastic 
to organize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nd Therapeutic in Landscaping”.  This 
conference i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entre for Gerontological Nursing, School of Nurs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will be held on 27th and 28th June 2014 at the Jockey Club Auditorium.  We are busy to have meetings, to do 
promotion, to arrange manpower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we do enjoy the process.  In order to have a fruitful memory for all 
participant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do think of every details, and to pursue the work for the best. 

This conference will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haring o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nd Therapeutic Landscap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HT, will gather at the conference.  In addition, we have invited remarkable HT experts 
to have presentations an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Professor Paula Diane Relf is a pioneer for HT development. She is Professor Emeritus of Horticulture at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She is co-founders and past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and the 
People-Plant Council. A highly sought-after scholar, her work has been recognized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nother expert, Professor Candice Shoemaker, she taught horticultural therapy, horticulture and human health in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She engages various HT researches and develops campus-based M.S. and Ph.D. programmes and online certificate in 
horticultural therapy. 

For landscape aspect, keynote speakers include Professor Chun-Yen Chang,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Sheng-Jung Ou,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Institute of Landscap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Plenary speakers comprise Professor Leslie Chen, JP, Dean, Faculty of Design, THEi. Mr. Kim Hyoung Deug, President, 
APATH, and Dr. Park Sin-Ae, Research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 in Konkuk University. 

Professor Claudia Lai and her colleagues, Dr. Mak Yim Wah and Dr. Mimi Tse, will have presentations on local horticultural 
therapy researches, as a host organiser. And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will also share my HT experience in the conference, as a 
HKATH president. 

Concurrent sessions are arranged at the conference. Speakers will share their researches or projects on HT and therapeutic 
landscaping. Abstract submissions are welcome. Details can be obtained via website http://www.hkath.org/Conference.html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deep thanks to our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s. 

Co-organizers       : Pi lota Chapter, the Honor Society of Nursing, 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  
         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of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APATH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HKILA 
     Institute of Active Age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AA 

Official Hotel       : Panda Hotel 
 
Continuing Education Credits :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 7 hours per day 
Nursing        :  6.5 CNE points per da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 7 points per day 
Social Work CPD       : 7 hours per day 
The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Board    : 6 points per day 
Hong Kong Physiotherapy Association   : Application in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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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秀嫺              http://www. hka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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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然．2013．12 月號．第  6  期．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HKATH 

 



悠然．2013．12 月號．第  6  期．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HKATH 

第三屆會員大會暨 

園藝治療應用於療養院的失智症長者探索研究專題講座 
The Third Annual General Meeting cum Seminar on HT for residents with dementia in 

a Nursing Home : An exploratory study 

                                             喬建欣女士 RHT(HKATH)

一年一度的第三屆會員大會於 2013 年 11 月 22 日在灣仔聖雅各福群會持續教育中心舉行。當日，超

過 117 名會員聚首一堂，大會尚未開始，各會員已互相分享過往一年的園藝治療經驗及心得，一起

討論未來大計，好不熱鬧。到了七時，首先由會長馮婉儀女士報告會務，介紹香港園藝治療的實習

場地不經不覺已增加至 42 個，而且還拓展至中國內地及澳門，實在教人興奮及鼓舞。接著由黃惠娟

女士報告財務情況，當然就是平穩健全。接著，由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臨床講師關耀祖先生分享

他們在推行園藝治療應用於療養院的認知障礙症長者之探索研究，內容詳細及豐富。 

最後也是眾會員期待的，就是頒發園藝治療認證證書，本年度認證共有 4 位會員成為註冊園藝治療

師﹝RHT﹞、8 位成為助理園藝治療師﹝AHT﹞、17 位成為園藝治療服務員﹝HTF﹞；更重要的便是

愉快大合照，就這樣，第三屆會員大會在一片歡樂聲中圓滿結束。 

The Third Annual General Meeting was held on 22
nd
 November, 2013 at St. James Settlement S.M.I.L.E. at Wan 

Chai.  On that day, more than 117 members gathered and we all shared what has happened for the past one year, 

before the Meeting.  We also discuss the future plan on HT programmes.  At 7pm, our President, Ms. Connie 

FUNG Yuen Yee reported the work done for the past years by the Association.  Besides, the Hong Kong HT 

internship sites have been increased to 42.  And internship sites have also been expanded to Mainland China, and 

Macau.  This news do boost our morale in HT implementation.  Afterwards, Ms. Bonnie WONG reported the 

Association’s financial situation.  Then a talk was given by Mr. Rick Kwan, Clinical Associate, School of 

Nurs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is presentation is Horticulture Therapy (HT) for residents 

with dementia in a Nursing Home: An exploratory study.  The content was very rich and detailed, members were 

benefited from his sharing. 

Lastly, HT certificates were presented by our HKATH president.  This year, we have 4 RHT, 8 ATH and 17 

HTF received the recognitions, and of course we took a photos with all the members at the end.  The Meeting 

was finished with lots of j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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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Plant and Horticulture in  
Human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Paula Diane RELF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Virginia Polytechnic & State University,  
Blacksburg, VA 2406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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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apan. Soc. Hort. Sci. 81 (3): 295–299. 2012. 
Available online at www.jstage.jst.go.jp/browse/jjshs1 
JSHS © 2012 

 
Metabolic Cost of Horticulture Activities in 
Older Adults 

 
Sin-Ae Park1, Kwan-Suk Lee2, Ki-Cheol Son1* and Candice 
Shoemaker3 
1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Konkuk University, Seoul 143-701, Korea 
2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Hongik University, Seoul 121-791, Korea 
3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Forestry, and Recreation Resources,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KS 6650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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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個心願之鄉的療癒花園 
         *** 談慈恩老人養護中心的園藝治療花園計劃 *** 

 

施福來 教保老師 心苗農場 內政部南投啟智教養院 台灣 
    註冊園藝治療師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李金水 慈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董事長 

 

前言 

在台灣的慈恩老人養護中心是一個以老人安養為主要業務，其收容對象包括 1.中風、全癱瘓、

半癱瘓者 2.生活無法自理，需仰賴他人協助者 3.失智症患者 4.手術後照顧者 5.患長期慢性病需人照

顧者 6.年邁身體機能退化者等，隨著服務品質的提升與服務樣貌的多元化，該機構負責人也積極投

入園藝治療的活動推展，期望以慈悲感恩之心，建構一個具有療癒目的的園藝治療庭園，讓老者在

獲得基本的照顧安養之外，可以提升心理層次的健康服務，達到身心靈的平衡健康。 

 

設計理念的呈現 

首先，本計劃擬在住

宿中庭，創建一座每位老

者都能前來參與享受利用

的園藝治療活動庭園，當

然，最重要的是由老者自

行發想一個可以代表自己

心願的精神指標，透過熱

烈 討 論 與 大 家 的 深 切 期

許，最後以 「心願之鄉，

療癒花園」來作為努力目

標。 

 

秉持「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之理念，以「 慈

悲、感恩」 之心，打造一

個讓老有所終的心願之鄉，用療癒的概念，建立心之花園，以松柏代表老者常青，榆樹表示此志不

渝，春不老則是青春永駐，用園藝開創「永遠凍齡」的心境，使老者也有活潑的生機，讓生命充滿

期待，可以有尊嚴終老，開創愉悅溫馨的人生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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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志成城分工合作完成標示牌的製作 

有了目標，如何將創作意象，轉構成實際的心中藍

圖，經由老師指導，自行創作一個意象標示牌，以

更符合眾人期望的心願，但是，正所謂 「知易行

難」，說的容易，透過大家的集思廣益與熱切參與，

總算靠大家的七拼八湊，零落中顯現出明確的脈

絡，逐步構築出心中理想的庭院。 

 

 

園藝治療五感園區 

園藝治療最重要的療癒管道，來自五種身體感官的

刺激，所以希望提供更多的自然感官環境，讓老者

能夠激起內心的感動或波動，觸動塵封已久的心

靈，激化人生的希望，尋找生命的目的，創造生活

目標，豐富生命的色彩，使餘年生活更為充實豐

富，而不是無聊的虛耗時光，等待生命的終了。 

 

銀髮族樂活菜園 

目前台灣的老人，在年輕時的生活環境艱困，普遍

都曾在小時候靠種菜補充三餐蔬菜來源，提供老人

兒時回憶的活動，增進老人參與活動的意願，利用

種菜的機會，促進彼此社會性溝通，增加勞動筋骨

的機會，接受陽光日照的洗禮，促進身體活動，最

主要可找到生活目標與生命意義。 

 

 

庇護農場 

庇護農場是提供身心障礙的庇護性職場，透過農場

的農事操作與園藝認知，讓身心障礙者學習一技之

長與安心就業，利用園藝治療的概念，安定他們浮

動的心靈，不再四處漂泊遊蕩，找到人生的港灣，

當然最重要的是提供安養中心衛生安全的有機蔬

菜，以保護老者食的健康，減少身體的負擔與病痛

的產生，可謂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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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堆肥成長園 

隨著環保概念及養生觀念的提升，健康需求的增加，因應有機蔬菜的需求，與自然環保的永

續經營，堆肥場的建設便是順勢而為，讓廚餘剩菜回歸大地，用最自然且環保的循環生態，

造就一個食物鏈的型態，以學習成長導入自然生態環境中，讓大家可以吃的健康與安全。 

   

 

藥草園 

早期台灣醫藥不發達，許多老人會利用草藥，來醫

治疾病，解決身體病痛問題，彼此代代口耳傳授，

因而藥草在傳統老人以前生活佔有極重要的地

位，所以，設立藥草區種植傳統草藥，會勾起老人

的記憶，增加其交談的意願，讓他們有共同的話

題，利用以前的生活回憶，挑起記憶的味道，以草

藥的獨特療效，增加老人的社會互動，藉由藥草的

種植、栽培、照顧、使用，透過園藝治療的型態，

達成各項園藝治療的目標。 

菇菇雞場 

養雞在台灣以前農業社會，是每個農村家庭，必定會有的作為，藉以補充蛋白質的來源，從

小雞的可愛模樣，到公雞的昂揚叫聲，還是母雞下蛋的喜悅，都是成長過程中的美好記憶，

更是老人在回憶之旅的重要元素，非常適合作為應用與操作的課題。 

 

園藝治療的目標 

1. 促進社會性溝通 

2. 精細動作的練習 

3. 粗大動作的操作 

4. 人生回憶的再現 

5. 生命活動的誘發 

 

結語 

慈恩老人養護中心除了提供老人舒適的住宿環境，完善的醫療輔助系統，以及貼心的照顧服務，

讓老者在完善的硬體設備與貼心的軟體服務之外，更致力於心靈層次的構建服務，藉由園藝治療活

動計劃的推行，創築合適所有老人應用的療癒庭園，用更高層次的心靈服務階層，讓老者可以活的

更有意義與快樂，相信這才是每個老人心中理想的心願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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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不滅 
 

 譚秀嫺   註冊園藝治療師(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種野的話，我想種木瓜樹，因為我鐘意食木瓜」。 

 

這個就是我跟園藝結下緣份的開始，到了結婚以後，曾經在門口扦插了一株由花墟買回來的

玫瑰，那只是切花，沒想到真的能活起來，從此以後讓我跟園藝的世界連上不能分割的關係。 

 

「園藝活動和園藝治療有什麼不同？」這是學習以來，會長常提醒我的問題，也是我常警惕

自己的問題。園藝治療是一個植物與人關連的專業，大自然的世界內，除了植物，還會因環境、天

氣、昆蟲、細菌等等，變得千變萬化，真是學一輩子都還得進修的環節；對人的體會，也是相當不

容易的。雖然實習了不少類型的小組，但每次仍會擔心自己會陷進了自以為在做園藝治療，而最後

其實只是在帶園藝活動的危機。 

 

常有人說我是一名註冊社工，在老人

院工作了很多年，這些小組對我來說沒有

問題的，其實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挑戰，不

同的環境，對著不同的人，就有很多微妙

的變化，緃然我做的內容相若，出來的效

果都大有不同。常有人問我小組的事情： 

 

1. 帶什麼活動好？ 

先定目標，要看你的目標是什麼，活動

只是實現你的小組目標的工具，用什麼

活動都能帶出目標，看你怎樣表達出來而已，而那些目標是服務對象有「需要」的(need)。 

 

2. 我做的都係「靚」的 

「靚」的確很吸引人，也是讓參加者更有動力參加的原因，這是外在的包裝，但緊記內裡你其實

想推出什麼，如果在考慮園藝治療時，重點先想如何達到目標和你的組員，包裝只是其次，恭喜

你了，你已進入園藝治療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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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種植是有延續性的 

生命無價，就是因為它不像一般活動，完結了

就停止了，後續我們還要照顧，它會成長，會

開花結果，才吸引到我們繼續去做，雖然小組

後我們無法了解到組員的植物，也無法幫助到

什麼，但不要抱僥倖的心態，做過了就算，要

問自己有沒有盡心盡力。 

 

4. 我帶完的小組，組員好開心，我做得好

好，我成功了 

的確，組員的回饋令帶組的我們很開心，很有

成功感，請不要被這個佔去你整個思緒，要不斷反思，到底自己為他們做了什麼？有什麼不如理

想的，他們參加小組後很開心會不會是「基本」要達到的呢？有什麼可以給自己加分的？ 

 

園藝治療是對人的服務，能治療人的心靈，撫平我們的情緒，減輕日常生活的壓力，緃然我目前仍

在摸索中，但它已經給我有很大的療癒力量，希望它也能進入你的心裡，扎根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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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推廣活動 
 
舉行日期 主辦機構 主題 
Sept., 2013 

 
 
 

港鐵荃灣站社區畫廊 

MTR Tsuen Wan station Community Art Gallery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會址在荃灣，所以順理成章

在荃灣的社區畫廊推廣 

13 Oct., 2013 大埔環保會 鳳園蝴蝶保育區 
Tai Po Environment Association cum Fung 
Yuen Butterfly Reserve 

各參加者很用心去了解何謂園藝治療  

2013 鳳園蝴蝶嘉年華 
Fung Yuen Butterfly Festival 2013 

找到答案，還可以到主辦單位換奬品 
2 Nov., 2013 博愛醫院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Chan Ping Memorial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參觀了一段時間，房屋署高層也參與其中

長者健康愛笑巡禮 - 天水圍天瑞邨 
 
 

小麥草娃娃也來湊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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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Nov., 2013 「世界糖尿病日」香港站籌委會 

 

 
這個活動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訪
客對我們展出的草頭娃娃、香草、
香草包和展板上的園藝治療資訊都
很有興趣，亦樂於參與我們的問答
和砌圖遊戲 
 
 
 
 

｢世界糖尿病日2013｣香港站 -  
World Diabetes Day 2013 Hong Kong 

 
This event was held a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Visitors are very 
interested in our displayed wheat grass doll, 
herbs, herb bags, and the horticultural therapy 
(HT) information shown on the display 
boards. Visitors liked to join our Q&A and 
puzzle games. 

16 Nov 2013 
 
 

伸手助人協會麗瑤白普理護老院 
Helping Hand Lai Yiu Bradbury Care 
Home 
 
 
 
 
 
 
 
 
 
園藝治療實習場地，舉辦嘉年華，我們也

參與其中，教參加者製作押花杯墊 

愛腦護腦嘉年華暨 25 周年開放日 
 
 
 
 
 
 
 
 
 
 
 
還有吊蘭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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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ec., 2013 博愛醫院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Chan Ping Memorial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長者健康愛笑巡禮 - 天水圍天瑞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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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7 至 12 月活動剪影  
 
8 月 29 日：「年輕濫藥女性 – 推行園藝治療小組之經驗」分享會 
會上林麗儀(阿 Lam)與大家分享了在其機構推行的”心花盛放”園藝治療小組用於年輕濫藥女性的過程與成
效。 

 園藝治療交流- 東莞行 
8 月 29 日 橫瀝鎮殘疾人康復就業服務中心 / 東莞市茶山鎮殘疾人聚合會康復就業服務中心 
8 月 30 日 竂步鎮殘疾人康復就業中心 / 東城街道康復就業服務中心 / 長安鎮社會事務局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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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鎮街殘疾人康復就業服務中心 – 香港探訪 
11 月 20 日 園藝治療實習小組 – 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 

 

2014 上半年專業增值講座 

<會員費用全免．備茶點享用> 

 

7/1/2014：「園藝治療實務體驗之切割水仙頭」工作坊 
3/2014：「園藝治療實務體驗」工作坊 待定 
5/2014：「園藝治療實務體驗」工作坊 待定 
6/2014：The 1st International on Horticultural Therapy Conference & Therapeutic Landscaping * 

地 點：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備 註： 名額有限，先報先得;  
舉行日期、時間、材料費、報名手續等詳情，將於活動舉行前約 3 周，經電郵通知各會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有意就園藝治療資訊投稿或提供意見，歡迎電郵至 info@hkath.org 與吳小姐聯絡 

(投稿人交來圖文必須持有版權，不可轉載，並註明投稿人真實姓名、電話及電郵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