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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2018園藝治療師培訓課程】 

園藝技術類：「植物生態與園藝栽種」系列課程 

【課程介紹】 

園藝治療師除了可以將植物帶進人類生活中產生療效，也要能把人類帶回花草森林所在

的大自然中，產生更深層的心靈療癒。因此，在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與荒野保護協會

的攜手合作之下，這一系列的園藝治療師訓練課程，將兼重以植物為媒介，引領人走進

大自然的解說與自然體驗；以植物為媒介，將小小的自然帶進人類生活中的園藝操作技

術。希望這一系列將課程、練習、戶外觀察、技能操作等多元揉合的課程設計中，能讓

新世代的園藝治療師成為既療癒人心、也彌合人與自然關係的綠手指與引導員。 

----------------------------------【課程資訊】----------------------------------- 

【上課日期】每季一次，共四季，每季 13 小時。 

春季課程「葉之詩篇」：2018/03/17-18（六-日） 

→2018/01/10(三)上午 11 點開放線上報名 （早鳥價限 2018/01/31 前完成繳費） 
ht tps : / /goo.g l /2 f so3Y  

夏季課程「花之禮讚」：2018/06/09-10（六-日） 

→2018/04/11(三)上午 11 點開放線上報名（早鳥價限 2018/04/30 前完成繳費） 
ht tps : / /goo.g l /C5RjpM  

秋季課程「果之謳歌」：2018/09/15-16（六-日） 

→2018/07/04(三)上午 11 點開放線上報名（早鳥價限 2018/07/31 前完成繳費） 
ht tps : / /goo.g l /wUacCv  

冬季課程「根之詠唱」：2018/12/15-16（六-日） 

→2018/10/03(三)上午 11 點開放線上報名（早鳥價限 2018/10/31 前完成繳費） 
ht tps : / /goo.g l /yL92 iL  

※每季將開放20個名額給當季學員優先續報下一季課程，唯需於課程結束後7天內完成

繳費，逾期未完成繳費，名額將釋出。(恕不跨季優先報名)※ 

【上課地點】 

1. 室內課：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址-綠聊529 （台北市文山區和興路52巷9號）。

(捷運「景美站」2號出口，左轉直走至「愛買」前的公車站牌，搭乘251、253、

660、915、棕12、棕22，至「復興派出所」下車） 

2. 戶外課：依季節令另行安排，以大台北地區公共交通可及之自然環境為原則。 

※本課程第一天下午有戶外課程，為保障您的安全，將會為您投保保險，請於報名

時提供正確個人身分資料，避免您的權益受損。 

https://goo.gl/2fso3Y
https://goo.gl/C5RjpM
https://goo.gl/wUacCv
https://goo.gl/yL92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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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費用】含講師費、場地費、講義材料費、保險費，不含午餐費及交通費) 

1. 定價：4,800元 

2. 早鳥優惠價：4,400元，於早鳥期限內完成繳費享優惠價。 

3. 會員價：4,000元，THTA繳費會員優惠價。 

【課程對象】 

1. 開放報名人數：45 人。額滿後列入候補，遞補成功將由系統發信通知繳費。 

2. 每季至少滿 20 人始開課，如人數不足無法成行，將在活動前一星期《E-mail》

通知課程取消。 

【課程事項】 

1. 本課程時數為臺灣園藝輔助協會「園藝治療師認證課程」之園藝技術類時數。

每季課程 13 小時，上滿三季將到達認證規定之最少 30 小時(9 點)之規定，上滿

四季將到達認證規定之最多 50 小時(15 點)之規定。 

2. 本課程依實際上課時數採計，如請假時數超過 6 小時不授予證書。 

3. 所有課程均不提供補課，有關報名方式、付款方式、退費辦法及其他說明事項

等資訊詳列如後，為確保您的權益請撥冗閱讀。 

4. 本會保留課程異動之權利，最新資訊請以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公告為準。 

【付款方式】 

1. 郵局劃撥：  

帳號：50288073               

戶名：社團法人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2. ATM轉帳或臨櫃匯款：  

銀行：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805)   

分行：台北古亭分行 

帳號：042-004-00007909       

戶名：社團法人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報名洽詢─社團法人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THTA 秘書處】 

電話：(02)2236-9529  傳真：(02)2236-0160    

地址：11641台北市文山區和興路52巷9號       

E-mail：thtasecretary0420@gmail.com 

協會官網：http://thta.org.tw/index.php 

http://www.psygarden.com.tw/news.php?func=activity&activityid=MjAxNjAxMDcxNzUzMzg=
http://thta.org.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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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課程「葉之詩篇」：2018/03/17-18 

2018/03/17 

(六) 

09:00-09:30 【開訓前言】葉之詩篇 黃香萍 

室內授課 
09:30-10:20 【自然與人】植物自然生態之美 黃香萍 

10:30-11:20 【植物生理】植物外形、構造與葉的生理功能 沈曉瑩 

11:30-12:20 【自然觀察】葉子的多樣世界 黃麗錦 

14:00-17:00 

戶外實地觀察：葉片的觀察 

自然體驗教育：走進大自然入門功課 

自然遊戲：葉篇 

黃香萍 

沈曉瑩 

黃麗錦 

戶外課程 

2018/03/18 

(日) 

09:00-12:00 

【園藝理論】 

園藝植物分類學、觀葉植物介紹及照顧要點 

葉菜植物栽培管理 

陳婷玉 室內授課 

13:30-15:20 

【活動操作】 

園藝手作：葉菜扦插 

園藝手作：苔球製作 

陳婷玉 室內操作 

15:30-17:00 【自然創作】葉篇 黃香萍 室內操作 

 

 夏季課程「花之禮讚」：2018/06/09-10 

2018/06/09 

(六) 

09:00-09:30 【開訓前言】花之禮讚 陳俊霖 

室內授課 
09:30-10:20 【自然與人】自然觀察與自我觀察 陳俊霖 

10:30-11:20 【植物生理】花的外形、構造與植物的繁殖機制 沈曉瑩 

11:30-12:20 【自然觀察】花的多樣世界 黃麗錦 

14:00-17:00 

戶外實地觀察：花的觀察 

自然體驗教育：與自然做朋友 

自然遊戲：花篇 

黃香萍 

沈曉瑩 

黃麗錦 

戶外課程 

2018/06/10 

(日) 

09:00-12:00 
【園藝理論】 

園藝草花移植與修剪、植物病蟲害概論、生物競爭與演化 
陳婷玉 室內授課 

13:30-15:20 

【活動操作】 

園藝手作：保特瓶吊盆製作 

園藝手作：天然防蟲液製作 

陳婷玉 室內操作 

15:30-17:00 
【益康花園】兒童親子篇  

1.益康花園發展歷史 2.案例介紹 3.相關研究  
鄒瑩薰 室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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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課程「果之謳歌」：2018/09/15-16 

2018/09/15 

(六) 

09:00-09:30 【開訓前言】果之謳歌 黃香萍 

室內授課 
09:30-10:20 【自然與人】自然筆記的天龍八部 黃香萍 

10:30-11:20 【植物生理】果樹分類學與種籽的生理機轉 沈曉瑩 

11:30-12:20 【自然觀察】果實與種籽的多樣世界 黃麗錦 

14:00-17:00 

戶外實地觀察：果實與種籽的觀察 

自然體驗教育：自然體驗活動引領技巧 

自然遊戲：果實與種籽篇 

黃香萍 

沈曉瑩 

黃麗錦 

戶外課程 

2018/09/16 

(日) 

09:00-12:00 
【園藝理論】 

植物環境的控制、果樹之肥培管理、有機肥料概論 
陳婷玉 室內授課 

13:30-15:20 

【活動操作】 

園藝手作：種子森林小盆栽 

園藝手作：木本植物嫁接操作 

陳婷玉 室內操作 

15:30-17:00 【自然創作】果實與種籽篇 黃香萍 室內操作 

 

 冬季課程「根之詠唱」：2018/12/15-16 

2018/12/15 

(六) 

09:00-09:30 【開訓前言】根之詠唱 陳俊霖 

室內授課 
09:30-10:20 【自然與人】植物與心靈 陳俊霖 

10:30-11:20 【植物生理】植物的營養儲存與越冬機制 沈曉瑩 

11:30-12:20 【自然觀察】根莖枝幹的多樣世界；森林的世界 黃麗錦 

14:00-17:00 

戶外實地觀察：根莖枝幹的觀察 

自然體驗教育：心靈風的戶外體驗活動 

自然遊戲：根莖枝幹篇 

黃香萍 

沈曉瑩 

黃麗錦 

戶外課程 

2018/12/16 

(日) 

09:00-12:00 

【園藝理論】 

植物的發育、園藝作物栽培介質 

園藝美學、根莖植物繁殖 

陳婷玉 室內授課 

13:30-15:20 

【活動操作】 

園藝手作：水仙雕刻 

園藝手作：多肉植物組合盆栽創作 

陳婷玉 室內操作 

15:30-17:00 
【益康花園】銀髮族及特殊需求篇 

1.益康花園發展歷史 2.案例介紹 3.相關研究 
鄒瑩薰 室內操作 



                                                                                     

頁 5 / 6 

【講師群資歷】 

陳俊霖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常務監事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高級園藝治療師（HTM）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園藝技術課課務委員 

荒野保護協會常務理事、解說員、解說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荒野保護協會生態心理志工 

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 

黃香萍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理事、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園藝技術課課務委員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暨副總召集人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荒野保護協會生態心理志工 

沈曉瑩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園藝技術課課務委員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 

文化大學園藝系學士 

曾任中央研究院植物標本館研究助理 

黃麗錦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園藝技術課課務委員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荒野保護協會臺北分會主任秘書 

生態及自然觀察植物自然作家 

陳婷玉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園藝技術課課務委員 

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碩士 

中興大學植病系學士 

蘆荻社區大學資深園藝講師 

鄒盈薰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園藝技術課課務委員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荒野保護協會生態心理志工副組長 

臺灣大學園藝研究所造園組碩士 

文化大學造園暨景觀學系兼任講師 

前中華顧問工程司景觀工程師 

 

【助理講師群】 

城士淳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園藝技術課課務委員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荒野保護協會生態心理志工組長 

賴明玲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園藝技術課課務委員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荒野保護協會生態心理志工 

江崇惠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園藝技術課課務委員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荒野保護協會生態心理志工綠色照護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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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說明事項與您的權益有關，請務必撥冗閱讀，謝謝。 

【報名方式】本課程採線上報名 

1. 進入 BeClass 線上報名系統，送出表單後，將收到 E-mail 確認信函，信函最下方有備註

編修功能(有您專屬的查詢序號與密碼)，請您完成繳費後，進入編修功能中，回填繳費資

訊，或來信告知。 

2. 正取朋友：請在一週內完成繳費，我們將以 E-mail 通知繳費期限，逾期未繳，將通知候

補朋友遞補！  

3. 候補朋友：請先不要繳費，待我們通知您補上時再繳費喔，謝謝您的等待！ 

【繳費確認、收據事宜與行前通知】 

1. 繳費確認通知：待收到您的繳費資訊，我們將於 7 個工作日內以 E-mail 回覆收到您的款

項，確認您已完成報名手續。 

2. 收據事宜：收據一律於課程當日報到時提供，如有其他需協助之處，請再聯繫協會秘書處，

將為您處裡後續事宜。 

3. 行前通知：開課前一週寄發 E-mail 或簡訊通知，若未收到，請來電確認。  

【報名審閱期】 

自報名日期起 7 日內，若取消報名，可申請全額退費。超過報名日期起 7 日者，將依下列退

費辦法處理。 

【退費辦法】※因賬務結算所需，繳費後無法上課者，則參考退費標準辦理，恕不延後梯次，

報名時請確認個人時間安排。 

1. 「開課日期」14 個工作天(含)前提出申請者，退 90%已繳金額。 

2. 「開課日期」7 個工作天(含)前提出申請者，退 80%已繳金額。 

3. 「開課日期」3 個工作天內及之後提出申請者，恕不退費，亦不於保留費用至下期課程。 

【退費流程】  

1. 請來電或來信告知，並提供退費所需資料（含銀行、分行、帳號、戶名，缺一恕難受理）。 

2. 如已寄出收據者，請於當月月底內寄回，或由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開立折讓單給您，請

填妥後寄回。 

3.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收到寄回之收據或折讓單後開始辦理退費事宜，並於當月底退費至

提供之帳戶。 

【注意事項】 

1. 若遇課程有所異動、調整需延後課程，或因報名人數不足、颱風等不可抗力之因素以致需

取消課程，協會秘書處將以電話、簡訊或 E-mail 等方式聯繫課程變更相關事宜。 

2. 為尊重講師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學員隱私與權益，禁止錄影、錄音與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