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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園藝治療師培訓認證課程---- 

園藝治療類 B 班：花草蔬果篇 

園藝治療類 C 班：戶外篇─嘉義水連天地 

 

「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為一能讓病患透過大自然中的素

材──綠色植物，來撫平情緒、得到心靈療癒的輔助治療方式， 沙遊世

界於 2014 年開始正式與「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Taiw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 THTA)」合作辦理 【園藝治療師培訓課程】，課

程包含「園藝治療類」、「園藝技術類」以及「醫療福祉類」三部份。2017

年始，「園藝治療類」進入新制度，全新規劃 ABC 三門課程：「A-保健植

物篇」、「B-蔬果花葉篇」、與「C-戶外篇」，總計 5 4 小時，主題式教學設計，無先後修課順序，

「園藝技術類」及「醫療福祉類」亦同時開課，未來將以建構在地的實習制度為目標，學員修習

課程達到門檻後，將可進入實習，實習完成後將有機會申請「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亞太園藝治

療協會」園藝治療師(HTR)之認證，相關制度將在南部地區逐步進入軌道。 

 在「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過程中，經由融入→體驗→共鳴→分享的歷程察覺

自然及發覺植物生命的美好與感動，透過刺激感官與記憶，進而改善人的身、心、靈等層面，幫

助個案提昇自信，增強抗壓能力，提升生活質量(QOL)來抒解身心，目前已有效運用於高齡患者、

兒童、復健者、身心障礙者等對象，也可用在高壓族群情緒舒緩、親子關係陪伴與建立等多元運

用，適合助人工作者們學習運用。 

 

一、主辦單位：沙遊世界表達與療癒發展中心、THTA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禾心心理諮商所 

二、活動地點： 

【園藝治療 B 班】：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S306 研習教室 (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 34 號) 

【園藝治療 C 班】：嘉義水連天地 (嘉義縣番路鄉江西村頂角仔 6-6 號) 

三、報名對象：對園藝治療或對以植物為媒介運用於輔導工作之有興趣的夥伴，兩班皆限 40 人。 

四、講師介紹： 

 

【講師】黃盛璘 老師 (大黃老師) 

【現任】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理事 

        財團法人大願文教基金會董事 

        亞太園藝治療協會高級園藝治療師 HTM     

【學歷】美國 Merritt 大學學習樸門農藝（Permaculture）、園藝治療，取得美國園藝治療師認證 

        國立東京外國語大學專攻日本文化 

園藝治療師培訓課程 



 

 

【經歷】「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創會理事長 

        成立「草盛園園藝治療工作室」 

        出版「漢方 Life」套書五十五本 

        文建會副主委辦公室機要秘書 

       《遠流》出版社副總編輯-編輯「深度旅遊手冊」「觀察家系列」「歷史照相館」等系列， 

        其中「岩石入門」獲金鼎獎 

       《漢聲》雜誌編輯-出版「漢聲雜誌」「漢聲小百科」等 

【專長】結合藥學原理、中醫養生方法與本土青草藥，形成「農、醫、食」三位一體的園藝治療 

        體系 

【著作】黃盛璘（2007）。走進園藝治療的世界。台北市：心靈工坊。 

        黃盛璘（2013）。草盛園：1.人．土地．緣分。新北市：無限出版。  

【講師】黃盛瑩 老師 (小黃老師) 

【現任】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秘書長 

        財團法人大願文教基金會董事 

        亞太園藝治療協會認證園藝治療師 HTM 

【學歷】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心理學系畢業 

【經歷】特殊教育教師(台北市立啟智學校)22 年、國中輔導老師(10 年)、講義 power 教師 

【專長】多元族群園藝治療教案規劃與活動設計、教學材料研發與創新 

【講師】蔡祐庭 老師 (柚子老師) 

【現任】財團法人大願文教基金會董事 

        亞太園藝治療協會認證園藝治療師 HTM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畢業 

【經歷】合作創辦臺北市藝術統合教育研究會、與臺北市立八里愛心教養院、三峽日托中心、三 

        重日托中心、八里樂山教養院、康泰醫療基金會等單位長期合作 

【專長】多元族群園藝治療教案規劃與活動設計、教學材料研發與創新 

【講師】林木泉 老師  

【現任】花蓮黎明機構執行長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理事 

        東華大學社工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Kansas State University, Human Ecology-Life span human development 博士 

【專長】身心障礙福利、老人福利、人類發展、園藝輔療 

【講師】陳瑞源 老師 

陳瑞源教授為臺灣著名景觀設計師，近幾年在嘉義的仁義潭創建「綠回歸 水連天地」，用自己親

身與土地萬物共生的經驗，讓土地從無到有，一步一步慢慢地以當地素材、與自然共生的樣態、

連結人。在拓荒期間，陳教授踏過每一吋土地不知多少回，實踐了真、善、美的天地，利用與自



 

 

然共存的生態手法，將上天賜予的每一滴水滋養每寸土地。  

 

五、報名日期： 

【園藝治療 B 班】：2017 年 12 月 6 日(三)上午 11:00 開始報名，至 2017 年 12 月 29 日(五)

截止，額滿為止。早鳥限 2017 年 12 月 15 日(五)前報名並於 3 個工作天內繳費完畢。 

【園藝治療 C 班】：2018 年 1 月 31 日(三) 上午 11:00 開始報名，至 2018 年 2 月 23 日(五) 截

止，額滿為止，早鳥限 2018 年 2 月 16 日(五)前報名並 3 個工作天內繳費完畢。 

六、課程規劃： 

園藝治療 B 班 (第 1-2 日 8 小時、第 3 日 4 小時，共 20 小時) 

2018/1/13(六)~1/14(日) 

9:00-18:30  

* 種子的世界：空心菜（豌豆）種植、盆器設計、春播與秋播認識種子、種子帶、種子雲吞 

* 從種子到餐桌：採收菜苗、五行蔬菜卷 

* 菜圃的建置：可食地景與城市小田園介紹、校園菜圃、洋蔥（地瓜）娃娃 

* 花草的五色五行：認識五色五行、幸福花草茶、五色插花 

* 花草手工藝：薰衣草雪人娃娃、平安娃娃、艾草魚等襪子娃娃 

* 葉子的世界：葉子拼圖、葉子分組、有味道的葉子、押葉子 

* 節氣節慶與園藝治療：端午節-艾草，中秋節-柚子等，春節-丁香橘、冬至湯圓等 

* 園藝治療課程設計 / 黃盛璘 

2018/1/27(六) 

13:00-17:00 

* 園藝輔助治療活動評量 / 林木泉 

 a.特殊族群的特性 

 b.方案成效的選擇 

 c.方案成效的評估  

* 園藝輔助治療方案之資源連結 / 林木泉 

 a.園藝輔助治療方案的撰寫 

 b.方案資源的連結 

 

園藝治療 C 班 ( 1 日 7 小時，兩日共 14 小時) 

2018/3/10(六)~3/11(日) 

9:00-16:00  

*相見歡：水連天地巡禮+我的樹朋友(一) 

+葉子拼圖分組 / 陳瑞源、黃盛璘 

 ‧認識水連天地的規劃理念，並進行分組 

*花草頭冠和手環+分享討論 / 黃盛璘 

*我的樹朋友(二)畫我的樹 / 黃盛璘 

 ‧狐步練習+和樹獨處+和樹說說話(畫) 

*護蛋總動員 / 黃盛瑩 

 ‧團體合作透過蒐集自然素材保護一顆蛋 



 

 

 ‧透過採集自然花草裝飾頭冠與手環，與自然連

結 

 *五行五色自然野宴 DIY / 蔡祐庭 

  ‧在自然裡採集:五色湯圓、香料寶藏湯、五行

春捲、水果、沙拉 

*洋蔥染蛋+尋寶遊戲 

   ‧用天然植物染彩蛋，並透過彩蛋來設計尋寶 

*遊戲 / 蔡祐庭 

*花葉曼陀羅 

*感謝天地 / 黃盛瑩 

 ‧感謝天地、萬物和樹，和他們說再見，敲鑼連

結天、地、水元素 

*總結與討論-結訓 

 

七、課程費用(含講義、材料費)：  

 

    園藝治療 B 班 

報名方案 

一般報名 

3 人同行報名 或 

早鳥報名(12/15 前) 

THTA 會員 

(需示出相關證明， 

系統請點選團體價) 

費用 7,700 元/人 7,200 元/人 6,500 元/人 

備註 1. 以上課程費用含材料費 600 元、不含午餐。 

2. 花東偏遠地區 2 人以上報名視為團報，請在系統內備註欄告知。 

3. 早鳥優惠請務必在期限內完成繳費，否則將視為一般報名。 

 

園藝治療 C 班 

報名方案 

一般報名 
3 人同行報名 或 

早鳥報名(2018/2/16前) 

THTA 會員 

(需示出相關證明， 

系統請點選團體價) 

費用 7,500 元/人 7,000 元/人 6,500 元/人 

備註 1. 以上課程費用含材料費 600 元、及由水連天地提供兩日午餐。 

2. 水連天地提供 3/10 當晚簡易自費住宿床位，室內房間 500 元(含寢

具)、教室地板 200 元(自備睡袋)、戶外空間 100 元(自備帳篷睡袋)等

不同收費方式，仁義潭附近或是嘉義市區亦有多項選擇，請有意住宿

水連天地的夥伴另外發信至沙遊世界，並將費用連同課程費用一併繳

交(未繳交者恕不保留費用)，我們將在床位確認後與您聯繫。 

3. 水連天地交通不便(由嘉義火車站距離約 10 公里，半小時內抵達)，夥

伴可自行聯繫有開車夥伴一同共乘前往，沙遊世界提供代叫計程車服

務，一車 4 人約 250 元(費用請直接給司機)，請有意搭乘計程車的夥

伴也請另外發信至沙遊世界，我們將在確認後告知您集合時間與地點



 

 

(初步規劃為嘉義火車站)。 

4. 花東偏遠地區 2 人以上報名視為團報，請在系統內備註欄告知。 

5. 早鳥優惠請務必在期限內完成繳費，否則將視為一般報名。 

 

八、報名方式： 

(一)  一律上沙遊世界官網進行線上報名(請加入會員，以便累積您的課程學習內容及時數紀錄)： 

http://www.sandplayworld.com.tw/class.php 

(二)  請於線上報名後 3 個工作日內完成繳費，為方便作業管理，如未有特殊原因，逾時將視

情況不予保留名額，請多包涵。 

(三)  請在報名時於系統上、或是轉帳後告知帳號後五碼，經確認完成繳費後，系統將寄出報

名成功通知信，或至官網會員中心查詢報名狀態。 

(四)  轉帳或匯款專戶:沙遊世界有限公司  國泰世華銀行(013) 帳號：063035001800 

九、注意事項： 

(一) 本課程時數將採計為【園藝治療師認證課程】之園藝治療類時數。修課時數證明依實際出

席時數採計。B 班如請假超過 8 小時、C 班請假超過 6 小時將不授予，另今年度起亦不提

供補課。 

(二) 本課程將視報名情況申請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公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三) 繳費後如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第一日課程開始前一週告知，費用處理方案(擇一)： 

a. 費用全額保留：沙遊世界課程或媒材購買皆可使用，使用年限 2 年，選擇後無法再更

動，逾期將視同放棄，恕不退費)。 

b. 申請退費，需酌收 600 元行政手續費。 

為確保能順利開課，此兩種方式若活動當週及活動開始後告知，恕不保留及退費，請再次

確認您的行程 

(四)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活動進行期間請勿錄音或錄影。 

(五) 活動結束後，請將回饋表與名牌交還給會場工作人員，並領取研習證明。 

(六) 有關園藝治療師申請、認證相關作業，詳見下表，或與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聯繫，聯絡

電話：0903-377-910；E-mail：thta102420@gmail.com、

thtasecretary0420@gmail.com 

(七) 如有任何課程上疑問請於上班時間(禮拜一至禮拜五 9:00~18:00)來電或 E-mail 洽詢。 

連絡電話：06-3587822；E-mail：sandplayworld@gmail.com；聯絡人：陳小姐 

 

  

http://www.sandplayworld.com.tw/class.php
mailto:thta102420@gmail.com
mailto:thtasecretary0420@gmail.com


 

 

園藝治療師申請流程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http://www.thta.org.tw/index.php  (最新消息請以此網站為主) 

 
【審核準則】 

台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THTA 透過自願性的專業註冊過程為園藝治療師進行註冊。分兩種等級： 

 註冊園藝治療師(Horticultural Therapist Registered , HTR) 

 園藝治療技術師(Horticultural Therapist Technician , HTT) 

所有園藝治療師註冊的申請，由園藝治療師註冊評審委員會審核，審核準則依據申請者的學術和園藝治療實作經驗。 

 HTT 申請者總共需要 70 點，學術或是實作方面都最少需要 30 點。70 點全來自學術或實作方面均不符合資格 

 HTR 申請者總共需要 100 點，學術與實作(必需包含園藝治療實習 30 點)兩方面都各需要 50 點。 

【申請資格】申請者需為台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的會員，方可申請註冊。 

【申請程序】 

 1) 可上協會部落格、搜尋協會 FB 或向協會索取「註冊申請需知」仔細閱讀；申請時，請向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索取一份註冊申請表 

 2) 準備註冊申請內容，申請者必須遞交的文件：申請註冊費用、學校學歷證書副本、時數證明影本、園藝治療實習 

書面報告(含活動照片及心得)、實習督導園藝治療師發與之評估表，及其他核實的文件。 

 3) 將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備妥，一同遞交本協會 

  

注意：必須清楚及完全地填寫申請表。 如果未能遞交所需的文件，申請會被拒絕，協會將寄回摘要報告，列明所欠的 

文件。 



 

 

交通資訊 

 

B 班地點: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 34 號) 

交通位置 :  

 

 

 

 

 

 

 

 

 

 

 

 

交通資訊:  

【火車轉公車】30 分鐘內會抵達 

台南火車站前站下車後，搭乘府城客運 6 號 or 14 號 or ０左路車，於生活美學館站下車。 

公車資訊請參考以下連結：http://ebus.tncg.gov.tw/TNWeb/Index.jsp?locale=zh_TW 

  

 

 

 

 

 

 

 

 

 

 

 

 

 

 

火車站 

公車候車處 

上課地點 



 

 

 

【高鐵轉接駁車】路程約 45 分鐘 

扺達台南高鐵站後，搭乘高鐵接駁車往台南市政府，在市政中心站下車。 

請參考高鐵轉乘資訊：

http://www.thsrc.com.tw/UploadFiles/StationInfo/9dff6ff3-b249-4abb-9805-254b5ce19caf

.pdf 
 

【自行開車】 

由仁德交流道下交流道，轉東門路往市區方向(西)，下東門圓環陸橋後，轉府前路，直行即可抵

達本館   

由永康交流道下交流道，轉中正南路往市區方向(西)，直行抵公園路口轉公園路，公園路直行到

盡頭民生綠園轉南門路，南門路直行數百公尺，轉府前路，直行即可抵達本館 

停車位置：臺南市生活美學館附設地下停車場，無需收費，請告知警衛為課程學員，由府前路入

口進入。 

 

C 班地點：嘉義水連天地 (嘉義市番路鄉江西村頂角仔 6-6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