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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毒品收容人園藝治療輔導計畫」

成果報告 

壹、前言 

一、計畫緣起： 

文明的進步讓人類的步調由過去的緩慢優適，到快節奏的競逐這樣的改變

讓我們在有形的物質上擁有更多，但卻沒有讓內在的心靈更加豐富，據此教育部

從民 87 年起就開始著手推展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的推廣並非只限於學生時期的

培養，其為人一輩子的功課，因此法務部矯正署也於 98 年開始進行生命教育之

推廣。 

雖說矯正署生命教育深耕計畫的推動，其對象除了收容人外，也包含工作

人員，然在人力、經費及推廣經驗尚不足的情況下，及考量務實推動的前提，本

計畫之主要目標對象為新店戒治所毒品收容人，期能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讓主

要參與者（收容人）能從中有所啟發收益。 

本計畫選定以園藝治療（Horticulture Therapy）介入和生命教育做結合。選

取園藝治療介入方案，除了實務面本所原有園藝技能訓練班，故在場地上有方便

性和可行性之考量外，主要的原因是從實務觀察中發現，收容人在日常生活中普

遍對訊息處理之注意、專注及持續度較欠佳；情緒變化覺察也較弱；自我效能感

欠佳，因此在問題處理和解決上較缺乏信心及動力；較以短暫之自我滿足為主，

缺乏長期之自我規劃，也較不關切他人及周遭環境之狀態。 

    上述毒品收容人之特質，亦可能讓用藥者在改變的過程中不斷的遇到挫折，

並應驗個人的低自我效能，致其對改變或戒毒缺乏動力。也因此本研究預計以園

藝治療之介入，期待能從中讓參與者提升個人之效能感及幸福感，並在有更多的

正向經驗後，提升對個人生命之尊重及改變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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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文獻: 

園藝治療（horticulture therapy）是透過園藝及農藝等相關活動的參與，讓人

與自然和植物產生心靈對話，並對身體及心理產生療愈的效果（沈瑞琳，2010）。 

目前在園藝治療的實務中，所處理的疾病種類主要有知覺失調症、情感性疾

患、器質性疾患、厭食症及酒精和藥物成癮疾患（許琳英、譚家瑜譯，2009）。

在美國園藝治療是源自於處理 2 次大戰及越戰戰後士兵產生的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PTSD）而發展；在治療上是讓受過訓練的治療者應用植物和園藝治療的相

關教育納入在治療或復健的過程，藉由植物的成長讓個體重獲健康及自我改善的

動機及信心（引自：Kotozaki. 2014）。 

近期對藥物成癮之住院治療的研究中也指出，自然恢復療法計畫（含園藝治

療）對於藥物成癮者的治療持續完成度，有提升的效果（Decker, Peglow, & Samples, 

2014）。Clatworthy、Hinds 與 Camic (2013)在一回顧性研究中指出園藝治療被發現

除了可有效的降低壓力及憂鬱的症狀外，也對個體的身、心、靈和社交等心理健

康狀態有幫助；在針對職業壓力的相關研究中也指出以自然為基礎的治療有助個

體重新詮釋和知覺個人的工作價值，緩解壓力提升心理健康（Pálsdóttir, Grahn, & 

Persson, 2014）。 

Bandura（1977）提出自我效能對行為改變之重要性的概念，此概念被廣泛

的應用在教育、管理及心理治療等眾多領域。所謂的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是

指個人對於自己處事能力、工作表現、挫折容忍度的綜合性看法，也就是個人相

信自己能夠適時適地的表現出適當行為的信念（張春興，2006）。而自我效能常

可由行為中不斷累積成功的經驗而提升，研究也指出自我效能對藥物或酒癮成癮

的行為改變，被認為是改變結果的重要預測因子（Kadden & Litt, 2011.；Crouch, 

DiClemente, & Pitts, 2014）。 

在幸福感之研究中，Courtney、Caltabiano、Nerina、Caltabianoc 和 Marie(2013)

等提到幸福感對於心理健康的提升、整體健康的促進、疾病的預後、降低致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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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壽命的延長等，是很好的預測因子；國內曾文志（2007）在對大學生之主觀幸

福感的研究建議提到，提升大學生的幸福感除了可增加大學生的快樂經驗與生活

意義外，也可以預防大學生對美好生活的常識概念受到消費文化影響而迷失生活

價值與目標。 

此外，Adevi 與 Mårtensson (2013)提到園藝治療中花圃提供一個正向的感官

互動管道，藉由累積的正向經驗提升個人的行為動機和信心，而讓身體和心理的

幸福感（well-being）提升，也藉由場地的便利讓其社會互動增加，並透過自然的

象徵意義和個人的成長和過去做連結，促其產生較好的自我覺察。 

綜合以上文獻所述，園藝治療之概念對心理或行為障礙者的助益；以及實

務上國內毒品犯處遇，在治療場地上大多以治療室或教室為主，故本計畫擬採園

藝治療之介入方案融入生命教育深耕計畫推展之，以期能讓參與者除了對於自我

及自然有更多的認識外，並能有意願讓自己活得更健康提升其自我效能與幸福

感。 

 

貳、依據 

遵法務部矯正署 100 年 12 月 28 日法矯署醫字第 1000600249 號函頒「監獄毒

品犯戒治輔導計畫」，暨本所 104 年 12 月 21 日訂定之「毒品收容人園藝治療計

畫」。 

 

參、參與對象及地點 

以新店戒治所毒品犯收容人為主要對象，篩選有意願參與團體者；由於參與

者需填寫相關問卷，故初步排除不識字或不願書寫之參與者；並以不與個人其它

特殊處遇衝突、及可完成課程者為優先參與對象。活動地點，主要為新店戒治所

技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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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主題設計及活動地點 

  一、課程主題設計 

本計畫課程主題設計分為 8 個單元，每周進行 1 個單元，每單元 2 小時，各單元

進行主題及目的摘述如下： 

周次 課程 課程目的 

1 
相見歡花草五感

刺激 
藉由五感體驗，建立園藝治療的基本概念並提升興趣 

2 組合盆栽 從操作組合盆栽的過程中，活化成員對美學的感受並建立成就感 

3 空氣風鈴 
透過植物與相關介質之組合，讓成員可以將個人植物成為擺飾，

以達悦己及悅人之效 

4 芳香精油 從精油製作結合嗅覺的體驗，增加生活中之樂趣 

5 
左手香認識及押

花製作 

藉由左手香果汁製作，提升生活樂趣之豐富度；自行製作壓花素

材，供成員為日後結業證書之材料 

6 艾草炙灸 
用常見之植物草藥將之和生活連結，增加個人生活常識外，並藉

艾草及炙灸達紓壓之體驗 

7 
神奇小麥草（草

頭娃娃之製作） 

利用小麥種子及相關物件，製作草頭娃娃成品以讓成員操作植物

擺飾，觀察植物麥草之變化 

8 結業證書之製作 
藉由之前壓製之押花材料，製作結業證書讓成員整理個人之所學，並

鼓勵嘗試多元正向的體驗 

二、活動地點 

1.園藝治療課程：新店戒治所技能訓練班教室。 

2.延伸活動地點：新店戒治所技能訓班園藝區、參與者之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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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步驟 

一、師資及場地準備： 

二、課程及活動相關規劃 

三、正式計畫簽請核示：奉核後進行參與人員招募 

四、園藝治療介入課程前測問卷施測 

（一）精神福祉量表 

（二）自我效能量表 

（三）園藝治療福祉效益前測問卷 

（四）「當日課程自我評量」 

五、正式園藝治療課程進行 

六、園藝治療介入後測問卷 

七、相關資料之整理 

 

陸、結果 

一、問卷分析部分 

（一）精神福祉量表： 

實驗參與者在參與園藝治療介入課程前之精神福祉效益量表分數，和後測

之平均分數達顯著差異，且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數，顯示在參與課程之後對其在

園藝治療福祉效益上有產生提升效果。 

（二）自我效能量表 

實驗參與者在參與園藝治療介入課程前之自我效能和參與後之平均分數達

顯著差異，且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數，顯示在參與課程之後對其在自我效能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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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提升效果。 

（三）園藝治療福祉效益量表 

    實驗參與者在參與園藝治療介入課程前之園藝治療福祉效益量表參與者後

測之平均分數與前測之平均分數達顯著差異，且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數，顯示在

參與課程之後對其在園藝治療福祉效益上有產生提升效果。 

（四）當日課程自我評量部分（含質化開放式問題） 

    在當日課程自我評量部分對於此開放式自我評量部份，由於偕同帶領者有給

予回饋，故成員大多可以就個人當天狀況給予整理，部分參與者並能漸進將個人

在當天團體中的感受和個人生活經驗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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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部分 

    此部分將中不同主題單元之進行，以影像檔方式呈現，紀錄如下： 

單元一：相見歡花草五感刺激 

老師說明： 

花草五感與植

物拓印 

 

花草茶體驗 

  

拈花惹草： 

植物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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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組合盆栽 

老師說明： 

組合盆栽說明 

 

組合美學  

爭奇鬥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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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空氣風鈴 

老師說明： 

空氣風鈴組合

注意事項 

 

空氣風鈴： 

製作作過程 

 

空氣風鈴： 

水苔求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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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芳香精油 

老師說明： 

精油成分及調

配比例 

 

芳香精油： 

精油體驗 

 

 

芳香精油： 

精油調製 

 



11 
 

單元五：左手香認識及壓花製作 

老師說明： 

左手香的典故 

 

植物與生活： 

左手香果汁調製 

 

壓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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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艾草與炙灸  

老師說明： 

艾草在日常生

活中的使用 

 

 

炙灸： 

舒壓體驗 

 

艾草舒壓沐浴

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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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七：神奇小麥草  

老師說明： 

麥草仔的應用 

 

      

神奇小麥草： 

草頭娃娃製作 

 

變身後： 

草頭娃娃長出

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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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八：結業證書製作  

老師說明： 

結業證書製作

方式 

 

結業證書： 

自己的證書自

己作 

 

結業證書 

結業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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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與結論 

一、量化結果之成效討論 

（一）精神福祉部分 

    精神福祉量表（The Warwick-Edinburg Mental Well-being scale；WEMWBS）是

測量個體之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為主，本研究參與者在參與園

藝治療介入課程前、後之分數差異達顯著水準。此結果與 Courtney、Caltabiano、

Nerina、Caltabianoc、和 Marie(2013) 及 Adevi 與 Mårtensson (2013)，所提園藝治療

與幸福感之關係相呼應。也就是說，參與園藝治療課程前與後，對參與者在自我

之功能感有正面提升的效果。 

（二）自我效能感部分 

    吳英璋等（2012）對自我效能感之研究，提出自我效能量表可反映受戒治人

對於個人之自我感、與他人相處之能力、對個人生活規劃、及負責任等能力之信

心水準。本研究參與者在介入前介入後之自我效能，差異達顯著水準，且後測分

數高於前測分數。此研究結果與 Eum 與 Kim (2016)針對精神疾病患者及 Renzetti 

與 Follingstad (2015)對保護安置之家的女性所做的園藝治療課程之研究結果類同。

據此顯示園藝治療課程對於本研究參與者，對自己和他人相處、生活規劃和負責

任等能力的信心有正面的提升。 

（三）園藝治療福祉效益問卷 

    郭毓仁（2015）之園藝治療福祉問卷中，所呈現的除了個體的之心理幸福感

外，也針對個體對個人在園藝治療栽培技術之了解度上做一探討。參與者在參與

後對個人之福祉感及園藝治療之相關概念應有相當的提升。此研究結果與盧嬿羽

及郭毓仁（2013）針對糖尿病患者所做的研究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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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回饋（質化趨向）成效討論 

    根據參與成員每次課程之自我回饋部分，可整理出成員對於個人自我狀態之

檢視可分成下列幾部分 

（一）認知學習：在認知學習上除了提升與園藝治療相關的知識外，也反映其他

衍伸之生活常識性的學習，如對於使用艾草的典故、左手香名稱的由來等。 

（二）自我覺察與成長：對個人投入狀況會進行檢視，也可體驗到從無到有的成

就，並能讓生活經驗擴充體驗個人動手做的樂趣，進而增加個人生活安排的其他

（三）人際部分：從課程中成員和領導者建新的關係外也重新和同學產生新的互

動模式，並從課程中相互學習的經驗中，體驗正向人際關係對個人的助益，並審

視關係對自己的影響。 

（四）對個人身心的影響：從課程中進行中植物帶來的情緒經驗讓參與者體驗到

放鬆和愉悅的感受外，此外也讓參與者對個人作品或栽護之植物產生期待之經

驗。 

三、整體部分成效討論 

     綜合問卷及自我回饋成效之結果，整體而言本計畫之成效如下 

（一）對個人和自然間的關係認識提升： 

    就問卷所得及成員作業回饋中，可得知此介入課程可以讓成員提升對植物及

自然的認識，並將之和生活常識連結。 

（二）團體中的關懷及助人行為 

    從園藝治療團體課程之實務運作中，發現不同成員在參與團體前對自然及植

物的認識程度多有不同，在團體過程中領導者會鼓勵成員互助，並藉此提升團體

的關懷及互助行為 

（三）自我負責之行為態度培養 

    團體課程中有關植物栽植（如組合盆栽、空氣風鈴及神奇小麥草），主要的

目的就是希望成員藉由植物的照護，培養自我負責之態度，每周課程時藉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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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及指導，部份成員也願對個人所栽植之物給予相對的關注。 

（四）身心上的放鬆 

就問卷所得，成員之幸福感普遍提升，也因此可推論課程的介入有助參與者

之身心放鬆及主觀生活之正向感受，此應有助成員能以更正面的態度接受處遇，

以利後續復歸。 

四、檢討部份 

（一）時間上的限制 

    每周兩小時的課程，讓成員的學習在銜序上較不易，部分植物的觀察變化也

不易落實。 

（二）空間上的限制 

    空間、戒護人力和安全考量的因素，讓成員的生活和植物的連結較難完整。 

（三）自我效能的培養不易 

    時間空間的限制，再加上成員之參與動機各有差異，因此較難以在短時間看

見參與者對未來之行為改變、或對個人生活適應，產生明顯的自我效能感提升。 

五、結論 

    綜合上述計畫成效、結果與建議等所言，本園藝治療課程計畫初步結果呈現，

成員在接受課程後對個人整體生活之福祉感、及自我效能感皆有提升，並能體會

個人與植物及自然連結，可能帶來之身心放鬆效果。惟本計畫於本所進行，屬初

探性之嚐試，在空間、人力等戒護安全及參與成員來源之有限性的限制下，並未

同時安排控制組成員，因此在量化的結果上之推論仍有其限制性。 然而從成員

自我回饋之結果，仍可呈現成員在參與後對個人在認知廣度上、情緒舒緩、及人

際和自我連結上的正面改變，故推知園藝治療對戒治處遇之多元性、自我管理能

力認知、及身心健康狀況等，仍應有其之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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