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 
園藝教師社群成果報告 



本學年度社群發展 

• 搭配均質化計畫發展園藝治療方案，執行
方案並檢視成效。 

• 教學觀摩，社群成員入班進行觀課，並給
予回饋建議。 



 搭配均質化計畫發展園藝治
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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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目的 

• 配合106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
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由園藝教學團隊至宜
蘭縣內國中學校協助特教生透過參與園藝體驗
課程，增進對園藝課程興趣與知能。 

• 由具園藝治療專業的教學者帶領之下，運用感
官知覺刺激，以園藝技能職業能力為目的，讓
特教生藉由操作融入園藝技能的相關作品，表
現創造力與增加自我表達能力，也能與同伴互
動，學習尊重彼此和對方合作及分享。 



方案規劃 

• 方案共設計6次活動，每次活動以不同的園藝
技能如扦插、移盆等技巧及不同的植物型態如
觀葉植物、多肉植物、蔬菜及花等植物種類為
主題設計。 

• 於第一次活動前進行「自編園藝治療職業能力
量表」前測，並於最後一次活動結束時進行
「自編園藝治療職業能力量表」後測。 



• 園藝治療方案活動內容表 

目標 園藝職業探索 

單元 單元名稱 單元活動內容 

單元一 
認識你真好 
水晶植物 (水耕盆栽) 

相見歡、移盆、水耕、盆景
設計 

單元二 迷你菜園(盆栽種菜) 定植、盆景設計 

單元三 葉葉相印(吊掛式盆栽) 扦插、盆景設計 

單元四 祕密基地(組合盆栽) 移盆、分株、盆景設計 

單元五 多肉花園(多肉盆栽) 認識介質、移盆、盆景設計 

單元六 
心花朵朵開(桌面花藝設計) 
珍重再見 

花藝設計、謝謝你謝謝我 



方案成品 
盆栽種菜 吊掛式盆栽 

組合盆栽 多肉盆栽 

桌面花藝設計 

水耕植栽 



方案對象/時間 

(1) 羅東國中8位特教班學生。 

11/2、11/27、12/4、12/11、12/18及12/28   

下午13時30分至15時30分，共6次活動。 

(2)壯圍國中9位特教班學生。 

3/16、3/30、4/20、4/27、5/11及5/18 

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共6次活動。 

(3)五結國中7位資源班學生。 

3/16、3/30、4/13、5/11、5/25及6/8 

下午13時30分至15時30分，共6次活動。 



方案結果-羅東國中 

• 從參與活動之觀察表現紀錄結果來看，有7位
學生有主動積極的表現，有1位學生有漸入佳
境的表現。大部分學生能自主完成成品，部分
學生能說明自己創作的想法和概念。還有學生
表示很喜歡動手做，也愛幫同學做。從以上的
結果顯示，特教生參與本方案是有主動意願的
且是喜歡的。 

• 從自編園藝治療職業能力量表前後測結果來看，
所有學生後測結果皆高於前測結果，表示特教
生參與本方案是有進步的。 

 



• 羅東國中特教生之觀察表現 

姓名 參與活動之觀察表現 姓名 參與活動之觀察表現 

吳○○ 

主動積極，對作品有自己的

想法，不會完全模仿同學的

作品。 

邱○○ 
主動積極，會參考同學的作

品，對色彩有自己的喜好。 

陳○○ 
主動積極，能理解老師的指

導自己動手完成作品。 
游○○ 

漸入佳境，作品仍要才少量

肢體協助完成。 

李○○ 
主動積極，需稍微協助，自

主完成成品。 
吳○○ 

主動積極，但需協助完成作

品，很喜歡動手做，也愛幫

同學做。 

劉○○ 

主動積極，能自主完成成品，

能說明自己創作的想法和概

念。 

林○○ 
漸入佳境，作品仍要才少量

肢體協助才能完成作品。 



• 羅東國中特教生量表前後測結果 





方案結果-壯圍國中 

• 從參與活動之觀察表現紀錄結果來看，學生有對
於參與活動是有興趣的，且能發揮創造力設計作
品，即使較困難的地方，在老師協助下是願意完
成不放棄，最後每位學生都能完成作品。從以上
的結果顯示，特教生參與本方案是有主動意願的
且是喜歡的。 

• 從自編園藝治療職業能力量表前後測結果來看，8
位學生後測結果高於前測結果，其中有3位學生相
差之差距高於10分以上，只有1位學生後測結果略
低於前測結果，表示特教生參與本方案是有進步
的。 



• 狀圍國中特教生之觀察表現 

姓名 參與活動之觀察表現 姓名 參與活動之觀察表現 

王○○ 

能專心聽講、參與遊戲及操作作品，大
部分能自行完成，少部分較困難的地方
需要提醒；能發揮創造力自己完成盆景
設計。 

邱○○ 
能專心聽講、參與遊戲及操作作品，大
部分能自行完成，對於較精細的動作需
要協助；主動性較弱需要提醒。 

林○○ 

能專心聽講、參與遊戲及操作作品，大
部分能自行完成，少部分較困難的地方
需要提醒與協助；對於最後發揮創造力
自己完成盆景設計感到喜歡。 

于○○ 

對活動有興趣，能參與遊戲及操作作品；
盆景設計部分聽從建議或是模仿完成；
有時會有固執的行為；僅願意在自己位
置讓大家看作品尚無法到台前分享。 

潘○○ 

前期注意力較不集中，容易分心，後期
狀況改善許多；手部功能較不靈巧，對
於較精細的動作需要協助；對於作品設
計與分享較沒信心，怕出錯而請求協助。 

簡○○ 

對活動有興趣，能參與遊戲及操作作品；
較困難的地方需要提醒與協助；有時會
有固執的行為，需要提醒不能將材料拿
來吃或把手塞進嘴巴。 

林○○ 

能專心聽講、參與遊戲及操作作品，大
部分能自行完成，少部分較困難的地方
會習慣等待協助；最後能發揮創造力自
己完成盆景設計。 

黃○○ 
能專心聽講、參與遊戲及操作作品，因
認知能力較弱，需要較多的協助。 

吳○○ 

能專心聽講、參與遊戲及操作作品，大

部分能自行完成且速度快，僅有少部分

較困難的地方需要提醒；能發揮創造力

自己完成盆景設計；作品精緻度高。 



• 壯圍國中特教生量表前後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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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林○○ 潘○○ 林○○ 吳○○ 邱○○ 于○○ 簡○○ 黃○○ 

前測 

後測 





方案結果-五結國中 

• 從自編園藝治療職業能力量表前後測結果
來看，6位學生後測結果高於前測結果，其
中有3位學生相差之差距高於10分以上，只
有1位學生後測結果略低於前測結果，表示
特教生參與本方案是有進步的。 

• 從學生的回饋紀錄來看，學生是喜歡、開
心且期待參與活動，也覺得自己做的作品
很漂亮。 

 

 



• 五結國中特教生量表前後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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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蕭○○ 葉○○ 陳○○ 何○○ 游○○ 林○○ 

前測 

後測 



• 五結國中特教生之回饋紀錄 

姓名 參與活動之回饋紀錄 姓名 參與活動之觀察表現 

楊○○ 

我參加園藝課，我都喜歡上園藝課，上
了6堂課的植物做的成品都很漂亮，今天
看了影片後，我高興，星期一上課都好
想上園藝課，每次都很高興。 

何○○ 
我喜歡做秘密基地，可以組合。馬克杯
小桌花很漂亮又很香。水晶植物也很漂
亮很多顏色多采多姿。 

蕭○○ 

最喜歡迷你菜園、葉葉相印及祕密基地
活動。喜歡自己做秘密基地和自己種菜
會比較好吃。教我們上園藝課，像玩一
樣，很開心。 

游○○ 

最喜歡水晶植物、秘密基地及心花朵朵
開活動。我做的作品很漂亮。因為我喜
歡上園藝課很好玩，希望下次還要上課
能再見面。 

葉○○ 
最喜歡多肉花園活動。很好玩。 
謝謝老師教我們園藝課，我很開心。 林○○ 

謝謝老師星期五園藝課，謝謝你教我們
做很多東西，做花盆做得很開心，謝謝
老師教導，謝謝你。 

陳○○ 
我覺得這次老師教我們怎麼種植物，改
天再來五結國中教園藝課，下次再來五
結國中教園藝課。 





教學觀摩 

玫瑰花 
造型煎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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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摩教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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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摩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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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未來發展 

• 依據園藝教學課綱發展相關教材。 

• 研發設計園藝相關桌遊。 

• 持續推動園藝治療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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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的聆聽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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