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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Taiw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社團法人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2018園藝治療師培訓課程】 

醫療福祉類：「疾病照護與身心靈平衡」系列課程 

【課程介紹】 

本系列課程的規劃理念旨在讓園藝治療師針對不同的醫療照護主題，以全人照護的精

神，均衡學習生理、心理與社會福利制度上的不同照護資源與技巧，以期讓園藝治療

師能在後續運用植物園藝照顧病患或特殊族群的健康時，能對該族群的疾病有基礎的

理解，又能增加對病患心理困擾的支持能力，以及適度運用社會環境的資源，幫助受

服務的對象全面建構健全的生活。甚或在適當的時機下，園藝治療師更有機會引領病

患超越身心的苦痛，透過植物生命的奧妙，探觸靈性與存在意義的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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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日期】每季一次，共四季，每季 13 小時。 

「少年維特的煩惱」-兒童青少年身心發展與照顧：2018/01/06-07（六-日） 

→2017/12/06(三)上午 11 點開放線上報名（早鳥價限 2017/12/22 前完成繳費）

https://goo.g l/vR1pZx  

「心靈探索團」-團體心理治療與實務演練： 2018/05/05-06（六-日）  

→2018/03/07(三)上午 11 點開放線上報名（早鳥價限 2018/03/31 前完成繳費） 

https://goo.g l/ocGY14  

「花開花落總是情」-腫瘤心理與安寧照護： 2018/08/25-26（六-日）  

→2018/06/06(三)上午 11 點開放線上報名（早鳥價限 2018/06/30 前完成繳費） 
ht tps : / /goo.g l /QvQsbM  

「樂活銀髮族」-高齡族群照護： 2018/11/10-11（六-日）  

→2018/09/05(三)上午 11 點開放線上報名（早鳥價限 2018/09/30 前完成繳費) 

https://goo.g l/ fys1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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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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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費用】(含講師費、場地費、講義材料費、不含午餐及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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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oo.gl/vR1pZx
https://goo.gl/ocGY14
https://goo.gl/QvQsbM
https://goo.gl/fys1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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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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活動前一週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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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醫療福祉類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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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規劃共有六組課程，含高齡、精障、兒青、瘤症安寧、特教等五族群及心

理團體技巧，學員可自行考量至少選修最有興趣之三到四組課程。 

4. 本課程擬申請社工、專科護理/護理等繼續教育學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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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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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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課程細目】 

「少年維特的煩惱」-兒童青少年身心發展與照顧：2018/01/06-07（六～日） 

2018/01/06 
(六) 

09:00-10:20 成長的力量：兒童青少年身心發展與園藝治療 

10:40-12:00 校園青少年精神醫療及輔導工作 

13:30-14:50 從兒童到青少年的心理發展及常見行為問題之處理 

15:10-17:00 兒童青少年團體帶領技巧及實務演練 

2018/01/07 
(日) 

09:00-10:20 兒童青少年常見的精神醫療及特殊教育問題 

10:40-12:00 兒童青少年兩性關係 

13:30-14:50 青少年心理學及常見心理困擾處理 

15:10-17:00 青少年會談技巧及實務演練 

 
「心靈探索團」-團體心理治療與實務演練：2018/05/05-06（六～日） 

2018/05/05 
(六) 

09:00-10:20 團體動力學概論:從團體到治療倫理 

10:40-12:00 基礎支持性談話技巧演練 

13:30-14:50 自我覺察於團體帶領的運用 

15:10-17:00 自我覺察體驗團體 

2018/05/06 
(日) 

09:00-10:20 同理心於團體帶領的運用 

10:40-12:00 同理心體驗團體 

13:30-14:50 特殊狀況的因應與處理 

15:10-17:00 特殊狀況之帶領體驗團體 

 

「花開花落總是情」－腫瘤心理與安寧照護：2018/08/25-26（六～日） 

2018/08/25 
(六) 

09:00-10:20 花開花落：用生命療癒生命的園藝治療 

10:40-12:00 癌症與安寧照護的現況與趨勢 

13:30-14:50 癌症病患照護技巧 

15:10-17:00 癌症病患的團體帶領技巧及實務演練 

2018/08/26 
(日) 

09:00-10:20 癌症相關之身心疾患醫療 

10:40-12:00 治療師的內在準備 

13:30-14:50 腫瘤心理學 

15:10-17:00 癌症病患諮商技巧 

 

「樂活銀髮族」－高齡族群照護：2018/11/10-11（六～日） 

2018/11/10 
(六) 

09:00-10:20 松柏長青身長健：園藝治療與醫療照護的結合 

10:40-12:00 認識銀髮族常見的身心疾病 

13:30-14:50 銀髮族相關法規與福利 

15:10-17:00 銀髮族身心照護技巧 

2108/11/11 
(日) 

09:00-10:20 我國銀髮族照護的現況與趨勢 

10:40-12:00 銀髮族心理學 

13:30-14:50 銀髮族個別帶領技巧及實務演練 

15:10-17:00 銀髮族團體會談技巧及實務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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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維特的煩惱」-兒童青少年身心發展與照顧：2018/01/06-07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課程型態 

2018/01/06 

(六) 

09:00-10:20 
成長的力量：兒童青少年身心發展與園藝

治療 
陳俊霖 室內授課 

10:40-12:00 校園青少年精神醫療及輔導工作 鄭懿之 室內授課 

13:30-14:50 
從兒童到青少年的心理發展 

及常見行為問題之處理 
黃雅萱 室內授課 

15:10-17:00 兒童青少年團體帶領技巧及實務演練 黃雅萱 情境演練 

2018/01/07 

(日) 

09:00-10:20 
兒童青少年常見的精神醫療及特殊教育問

題 
林育如 室內授課 

10:40-12:00 兒童青少年兩性關係 廖妤苑 情境演練 

13:30-14:50 青少年心理學及常見心理困擾處理 張明偉 室內授課 

15:10-17:00 青少年會談技巧及實務演練 張明偉 室內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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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醫療福祉課課務委員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高級園藝治療師（HTM） 

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心理健康中心主任 

鄭懿之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理事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醫療福祉課課務召集人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園藝治療技術士（HTT）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司法精神醫學中心主任 

黃雅萱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林育如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精神科兒童青少年心智健康中心主任 

廖妤苑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張明偉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園藝治療技術士（HTT）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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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探索團」-團體心理治療與實務演練：2018/05/05-06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課程型態 

2018/05/05 

(六) 

09:00-10:20 團體動力學概論：從團體到治療倫理 陳俊霖 室內授課 

10:40-12:00 基礎支持性談話技巧演練 陳俊霖 情境演練 

13:30-14:50 自我覺察於團體帶領的運用 林欣怡 室內授課 

15:10-17:00 自我覺察體驗團體 林欣怡 情境演練 

2018/05/06 

(日) 

09:00-10:20 同理心於團體帶領的運用 張明偉 室內授課 

10:40-12:00 同理心體驗團體 張明偉 情境演練 

13:30-14:50 特殊狀況的因應與處理 黃淑雯 室內授課 

15:10-17:00 特殊狀況之帶領體驗團體 黃淑雯 情境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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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醫療福祉課課務委員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高級園藝治療師（HTM） 

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心理健康中心主任 

林欣怡 亞東紀念醫院安寧病房諮商心理師 

張明偉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醫療福祉課程課務委員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園藝治療技術師（HTT）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黃淑雯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常務理事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醫療福祉課課務召集人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園藝治療師（HTR）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專科護理師 

 



  

頁 6 / 8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Taiw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花開花落總是情」－腫瘤心理與安寧照護： 2018/08/25-26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課程型態 

2018/08/25 

(六) 

09:00-10:20 花開花落：用生命療癒生命的園藝治療 陳俊霖 室內授課 

10:40-12:00 癌症與安寧照護的現況與趨勢 王冠今 室內授課 

13:30-14:50 癌症病患照護技巧 黃淑雯 室內授課 

15:10-17:00 癌症病患的團體帶領技巧及實務演練 林欣怡 情境演練 

2018/08/26 

(日) 

09:00-10:20 癌症相關之身心疾患醫療 江惠綾 室內授課 

10:40-12:00 治療師的內在準備 呂怡安 情境演練 

13:30-14:50 腫瘤心理學 林欣怡 室內授課 

15:10-17:00 癌症病患諮商技巧 林欣怡 情境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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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醫療福祉課課務委員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高級園藝治療師（HTM） 

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心理健康中心主任 

王冠今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理事長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園藝治療技術士（HTT） 

亞東技術學院護理系助理教授 

黃淑雯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常務理事、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醫療福祉課課務召集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園藝治療師（HTR）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專科護理師 

林欣怡 亞東紀念醫院癌症防治中心諮商心理師 

江惠綾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 

呂怡安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醫療福祉課課務委員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園藝治療師（HTR） 

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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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活銀髮族」－高齡族群照護課程細目：2018/11/10-11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課程型態 

2018/11/10 

(六) 

09:00-10:20 園藝治療與醫療照護的結合 陳俊霖 室內授課 

10:40-12:00 認識銀髮族常見的身心疾病 鄭懿之 室內授課 

13:30-14:50 銀髮族相關法規與福利 黃瓊慧 室內授課 

15:10-17:00 銀髮族身心照護技巧 盧羿君 室內授課 

2018/11/11 

(日) 

09:00-10:20 我國銀髮族照護的現況與趨勢 王冠今 室內授課 

10:40-12:00 銀髮族心理學 張明偉 室內授課 

13:30-14:50 銀髮族個別帶領技巧及實務演練 張明偉 情境演練 

15:10-17:00 銀髮族團體會談技巧及實務演練 黃淑雯 情境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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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醫療福祉課課務委員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高級園藝治療師（HTM） 

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心理健康中心主任 

鄭懿之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理事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醫療福祉課課務召集人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園藝治療技術士（HTT）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司法精神醫學中心主任 

黃瓊慧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理事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社工師 

盧羿君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王冠今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理事長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園藝治療技術士（HTT） 

亞東技術學院護理系助理教授 

張明偉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醫療福祉課程課務委員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園藝治療技術師（HTT）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黃淑雯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常務理事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會員、醫療福祉課課務召集人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園藝治療師（HTR）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專科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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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Taiw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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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自報名日期起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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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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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