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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療育發展策略研究：以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為例 1
游之穎 2、黃靖嵐 3、李翎竹 4、陳以萱 5
摘

要

宜花地區有豐沛的農業療育資源，農業療育內容涵蓋園藝治療、療癒庭園、藥草療法、芳香療法、
森林療癒、農業旅遊等。本文透過資料庫文獻分析與個案訪談探討國內外農業療育研究重點與產業應用
現況，並透過 SWOT 分析宜花地區現況與應用 TOWS 策略規劃工具擬出重要策略，及透過問卷方式建
立優先矩陣（Prioritization Matrix），以研擬宜花農業療育推動之優先項目與可發展項目。透過本研究顯
示，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短期可先建立國內學研專家之合作網絡、農業療育之效益評估方法與場域實測證
據，以提升花蓮改良場同仁農業療育相關能力為優先；發展農業療育行程以強化農業旅遊之特色。中長
期透過跨單位合作，發展農業療育培訓體系，在農民學院開設農業療育相關課程，提升休閒農業從業者
對農業療育的認識與應用能力，並與農村再生團體合作設計農業療育應用於長照之活動，提升農村社區
的生活機能。
關鍵字：農業療育、策略規劃、優先矩陣分析、態勢分析法（SWOT）

1.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報告第 280 號。
2.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作物改良課助理研究員。
3.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副研究員。
4.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研究員兼秘書長。
5.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作物改良課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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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研究動機
十七世紀晚期在西班牙及北蘇格蘭等地開始萌芽的園藝治療（Horticulture Therapy）是透過自然材料
的介入，結合室內或室外的動態休閒活動達成治療效果。現今在英、美、加、澳、日皆陸續成立園藝治
療組織，可發現園藝治療作為國際趨勢。在台灣，近年如文化大學景觀研究所、臺灣大學及中興大學園
藝學研究所也設立相關課程，北部數間教養院亦開發部分園藝技藝課程，台灣的起步雖晚，但具有成為
重要產業之潛力（邱與蔡 2008）。雖然宜花地區相對欠缺農業療育領域的網絡資源，但由於宜花地區有
眾多的休閒農場、觀光資源及宜花里山倡議案例，再加上園藝療育與長照等議題在國內逐漸受到重視，
此時宜花地區推動農業療育是一個良好的發展契機。如何擴大利害關係人對農業療育的理解、如何整合
各方資源一起推動農業療育、如何建立農業推動的共識，在本研究中整合一系列策略規劃工具，以形成
宜花地區推動農業療育的發展策略。

二、研究目的
（一）盤點宜花地區推動農業療育之資源，建立利害關係人對農業療育發展的共識，作為宜花地區推動
農業療育之發展基礎。
（二）規劃一套議題導向的策略規劃流程，分析農業療育與休閒農業、長照結合的契機，以系統性地提
供宜花地區發展農業療育之操作策略。

三、文獻探討
（一）園藝治療的關鍵技術
1.觀賞型活動：Ulrich（1984）研究發現居住在窗外有自然風景的開刀病人，其恢復時間及用藥程
度較窗外為磚牆風景的病人要少。在室內擺放盆栽亦有助於提昇員工工作時的積極態度（張
2006）。
2.沉浸型活動：透過散步、戶外賞景、遊戲、交談等戶外空間中所進行的活動，有助於行動者以自
己的感官去知覺、觀察、感受戶外自然，並增加與人群接觸的機會，產生社會支持的效用。
3.操作型活動：使用者透過身體及感官接觸園藝活動，及藉由關懷植物生命的交互作用，以獲得舒
緩心靈壓力的效果。園藝活動機制包含靜態的感覺及動態的操作，讓行動者在自然環境下放鬆身
心，並透過種植活動訓練職業技能、溝通能力、社交技巧，自我獨立及穩定情緒（張 2006）。
（二）農業療育之運作模式
主要運作模式，包括：治療類型、職能治療類型、社會類型及教育類型。
1.治療類型：美國波特蘭記憶花園藉由園藝治療以穩定、恢復健康，主要目標對象為身心障礙者，
如精神疾病患者、慢性病患者，透過療癒庭園以助於阿茲海默症或其他形式的失智症患者藉由接
觸植物以回想過去美好回憶或創造新的回憶。日本大阪府療癒農園普及研究會（大阪府セラピー
農園普及研究会）
，以創造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可以享受種植、培育喜悅場所為目的所設置的官
方研究會，企圖透過此療癒農園達成下列目標：(1)農政：發揮農業的多功能（福利、保健、教
育觀點）；促進都市居民對於農業的理解；達成農地保全、有效活用閒置農地；透過農業促成地
區交流。(2)福利、保健、教育：提昇身心障礙者、高齡者的健康及生活品質；支援身心障礙者、
高齡者的自立，並強化他們的社會參與度；充實情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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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農業療育運作模式：治療類型案例一-大阪府療癒農園合作模式
資料來源：（グリーン情報 2002）
2.職能治療類型：強調透過園藝治療達成職能復健，協助參與者在園藝治療結束後可以重返社會、
進入職場。以日本近年推廣的「農福連携」為例，即是嘗試媒合需要人手的農業領域，以及尋求
工作場所的福祉領域。日本「農福連攜」分為二種類型。第一種為照護身心障礙者或生活窮困者
的社會福利相關單位經營者購買或租借農地，進行農業生產。不僅耕作，還包括農產品、加工、
販售。第二種則是和農家、農業生產法人等締結生產契約，由社會福利組織派遣身心障礙者或生
活窮困者支援生產。
3.社會類型：藉由園藝治療或參與園藝活動而提昇生活品質，主要目標對象為高齡者，但亦適合含
一般大眾的參與。以日本宮城園芸遊々ランド（園藝遊遊 LAND）計畫為例，在 1997-2001 年間，
透過補助，在縣內推廣可讓高齡者和普通健康人共同利用的園藝設施兼市民農田。
4.教育類型：藉由讓兒童、青少年參與園藝活動學習園藝等知識、活動身體，達成生理、心理效益。
以韓國「一切都在庭園中」計畫為例，此是由韓國園藝治療師金炯得提出，將園藝治療融入小學
四年級的數學教學（馮 2014）。
（三）策略規劃工具
1.SWOT 分析：SWOT 分析概念肇始於西元 1957 年 Philip Selznick 對於企業內外部環境的論述，
經 Kenneth Andrews（1958）彙整提出完整的思考架構，成為組織制定決策時的重要依據之一。
SWOT 分別代表優勢（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機會 （Opportunities） 與威脅 （Threats），
進行 SWOT 分析時所需考量的重點至少有衡外情、量己力與內外配適等三項。首先，衡外情係
指針對外部環境進行評估，從社會、經濟、科技、法令、文化或環保等因子的變動中，找到潛在
的機會與威脅；其次在量己力上則是找出相對於競爭者的優勢及劣勢，從相對而非絕對的角度，
思考己身的優勢所在，進而辨別出組織內部具有價值的資源與能力，同時思考如何發揮最大的價
值；最後內外配勢則是綜合整理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等因素，思考內外部環境的配適關係，
促成機會與優勢的結合，作為制定策略的原點，展開後續的一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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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OWS 分析：重要的策略整合工具之一，適用情境為當組織完成內部（資源、能力與能耐）與外
部（一般環境、特定環境與營運環境）分析之後，已經能夠辨識出機會、威脅、優勢與劣勢等因
子，此時需要進一步考慮內外部因子間的搭配關係，亦即針對優勢／機會、優勢／威脅、劣勢／
機會與劣勢／威脅等四種不同的狀況進行思考，此時思考的基本原則即是如何善用組織的優勢與
獨特資源，掌握外部的機會或是降低威脅 （高和何 2013；張和陳 2012）。
3.優先矩陣分析：優先矩陣亦稱艾森豪矩陣，乃是重要的策略整合工具之一，適用情境為根據決策
的急迫性與重要性兩項準則，應用 2*2 矩陣的方式，將待處理的事物區分為急迫／重要、急迫／
不重要、不急迫／重要與不急迫／不重要等四大類 （田 2016）。決策者可以根據分析結果，決
定處理各項事物的優先順序，作為思考決策的重要參考。

方

法

本研究藉由分析國內外研究議題、盤點國內農業療育資源現況，以作為後續宜花地區農業療育策略
規劃的基礎，並應用策略分析與策略規劃工具建立可能的推動策略，並藉由優先矩陣形成利害關係人之
推動共識，以作為規畫執行措施的基礎。

ㄧ、研析國外農業療育發展現況
本研究將以園藝治療、森林治療、園林療育、福祉效益、休閒農業、遊憩治療、長期照護等關鍵字
進行次級文獻蒐整，了解國際間目前的關注議題，與國際上農業療育發展之狀況，分析的國家將包括歐、
美、日、韓等國。研析之內容包括：1.國外之療育相關研究文獻資料蒐集彙整；2.國外現行療育體制及產
業現況分析;3.國外現行之療育生心理效益及五感體驗之評估與研究方式;4.盤點國外療育商品、活動與行
程之特色與產值；5.國外農業試驗單位、醫療單位或相關單位之療育發展關鍵技術與運作模式。

二、盤點農業療育國內研發與產業現況
在國內現況調查的範圍包括：1.國內農業療育（包含園藝、林業治療）相關研究文獻資料蒐集彙整；
2.盤點國內產官學界之療育相關研究方法、應用方式、效益與關鍵技術；3.盤點宜花地區休閒農業、食農
教育、農村再生等相關療育資源；4.盤點國內療育商品、活動與行程之特色與產值；5.分析國內市場人口
結構（如銀髮族、上班族）與農業療育發展潛力評估。

三、質性專家訪談
本研究設定農業療育產業訪談對象涵蓋國內產官學研單位農業療育相關領域專家，並由於日本是鄰
近重要參照國家，亦拜訪了日本園藝治療相關單位，以作為未來發展園藝治療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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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訪談名單
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園藝治療師
彰化縣田尾公路花園協會
NPO 法人園藝療法研究會西日本
NPO 法人日本園藝福祉普及協會

姓名
張俊彥系主任
陳惠美副教授
洪昆源助理研究員
陳彥睿博士（前台中農改場副研究員）
李立宇理事長
宮上佳江理事長
石神洋一理事（日間照護晴耕雨讀舍經營者）

四、擬定發展策略
1.農業療育發展願景規劃：本研究根據前三個步驟的調查結果，並以SWOT分析與TOWS分析形成一份「宜
花地區農業療育產業發展之目標」初稿。
2.舉辦「農業療育工作坊」：以前述調查之國內外背景資訊及根據文獻資料整理與訪談形成的「農業療
育產業發展願景與發展目標」為背景資訊，並邀請農業療育產業發展之重要關係人參與及討論，並經
過各自投票之結果建立策略推動的優先矩陣。
3.根據優先矩陣的結果，建立短中長程推動策略，及整合前述資源盤點結果。

圖二、本計畫的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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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國內外農業療育研究現況與議題
本研究以「Horticultural therapy」作為關鍵字，搜尋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並將時間限制為 2013-2017
年，可整理出下列 41 筆文獻題目。發現東亞地區是園藝治療領域的重要新興地帶，在 2016-2017 年的
16 篇文獻中，即有 12 篇是由臺、日、韓、中的研究者發表，當中臺灣研究單位發表的論文有 3 篇，分
別來自台北榮民總醫院、高雄醫學大學、台北醫學大學。研究對象包括高齡者、身心障礙患者（如老年
癡呆症患者、外科患者、中風患者）
、兒童、中老年婦女，及健康成年人。研究方法除了自評問卷調查法
之外，並涵蓋測量前額葉皮層活動、動力肢體動力學分析等量性調查。
於日本代表性的學術資料庫 CiNII（由國立情報學研究所（NII）經營）
，以「園芸療法」作為關鍵字，
搜尋 2013-2017 年間相關論文，可整理出 57 筆文獻，可知園藝治療在日本以高齡者為主要對象，反應日
本籍將近入 65 歲以上人口超過 20％的「超高齡」社會之現況，園藝治療被視為維持、恢復健康狀態的
重要措施。另一方面，以繭居族為對象的則呼應日本近年「農業與福祉」協作之政策（農林水產省 2018），
透過將身心障礙者透過園藝療法引進農業領域，除了降低因為農村高齡化所導致的農地廢耕問題，也促
進身心障礙者的社會自立能力。而就測量方法上，日本仍以問卷調查等質性調查法為主。
本研究以「園藝治療」、「森林療癒」
、「園林療育」等作為關鍵字了解農業療育之研究現況。於政府
研究資訊系統（GRB）搜尋 91 年以後研究，將符合本研究之文獻統一彙整為 45 筆並加以分析。
國內農業療育根據其對象可分為：身心障礙者、高齡者、園藝治療師、學童，與無特定此五類。再
者，綜整既有研究，本研究將既有文獻區分為四大類：1.人員培育：農業療育人才培訓制度，如園藝治
療師專業之建立。2.效益評估：針對特定對象施行園藝治療或園林療育所獲得的治療效果或療育效益分
析。3.活動及產品設計：針對特定對象、尋求特定效益所提出之農業療育活動及產品設計方案，如具有
農業療育效果之有機農產品、休閒農業的產品、方案設計。4.評估方法：針對園藝治療或森林療癒研究
的方法論加以評估，包括對表單、測量方式之調查。從表 2 結果可知既有研究以效益評估為最多，占 63%
（28 件）；產品設計次之，占 31%（14 件）；評估方法及人才培育各別為 4%（2 件）、2%（1 件）。若以
研究對象做區分，以身心障礙者為對象的研究為 29%（13 件）、高齡者為對象者占 27%，以學童為對象
者占 9%（4 件），並未明確列出研究對象或適用對象的研究占 33%（15 件），以評估園藝治療師專業素
養培育為對象的研究 1 件。
表二、國內農業療育文獻之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身心障礙者
高齡者
無特定
園藝治療師
學童
總計
百分比

人員培育

效益評估
12
7
7

研究主題
產品設計
評估方法
1
4
1
8

1
1
2%

2
28
63%

2
14
31%

2
4%

總計
13
12
15
1
4
45

百分比
29%
27%
33%
2%
9%
100%

出處：GRB，由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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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療育研究執行機構橫跨醫療、園藝、運動休閒管理、數位媒體設計等不同系所，政府單位則包
括農業改良場、林務局、衛福部，醫療機構則有臺中榮民總醫院。當中研究數量前五名分別如下：國立
臺灣大學園藝學系暨研究所（16%，7 件）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11%，5 件）
、農委會台中區農業改
良場 （以下簡稱台中農改場）
（9%，4 件）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系（7%，3 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數位
媒體設計系（7%，3 件），與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7%，3 件）。
表三、農業療育執行機關件數
執行機構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園藝學系暨研究所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農委會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系

次數
7
5
4
3
3
3

比率
16%
11%
9%
7%
7%
7%
出處：GRB，由本研究整理

二、重要關係人訪談
本研究訪談對象涵蓋國內產官學研單位農業療育相關領域專家，亦拜訪了日本園藝治療相關單位，
並請專家們從農業療育的發展現況做評析、其推動農業療所遭遇的困難，及對於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未來
發展農業療育之策略建議等三大方向進行訪談，訪談資料彙整如下：
（一）加強與國內外農業療育相關重要組織、人物進行合作
1.國內：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推動的「人與植物學會」、黃盛璘園藝治療師（曾與亞東醫院合
作推廣）
、台灣綠色養生學會（曾與台中慈濟合作）
、森林保健學會（與林務局合作推動森林療癒）、
門諾醫院壽豐分院、台灣園藝福祉推廣協會（台大園藝暨景觀學系）
、台大蘇大成醫師（與台大
溪頭實驗林合作森林療癒實驗）
、花蓮黎明教養院的林木全執行長、前景觀學會理事長古禮淳、
八里療養院張建隆職能治療師。
2.國外：馮婉儀（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西野憲史醫師（亞洲園藝治療學會）、淺野房代教授（東京
農業大學）、 NPO 法人園藝治療福祉普及協會、NPO 園藝療法研究會西日本、豊田正博（淡路
景觀園藝學校）、岩崎寬（千葉大學園藝學研究所 ）、澤田みどり（NPO 法人園藝療法研修會）、
豊原憲子（地方獨立行政法人大版府力環境農林水產綜合研究所）。另外，在美國伊利諾大學、
德州農工、華盛頓大學、日本淡路島景觀學校亦設有園藝治療相關課程。
（二）近期國內相關農業療育之重要研究方向
1.療育景觀效益評估：評估多個地點，例如蓮華池、梅峰、溪頭、宜蘭三富農場等，找出具療育效
益之景觀類型，並指出這些景觀可能具有的生、心理效益，此科學證據可作為未來療育景觀規劃
之參考，並增加推廣療育場域之說服力。
2.綠色樂齡生活規劃：基於預防醫學概念，推動樂齡生活方以將健康高齡者留在社區，倡導在地老
化。並將有意至農村耕作之退休族群引進農村社區，將有助於改善農地廢耕問題。現階段嚮往鄉
村生活的高齡者縱使有意定居農居，亦會缺乏人際網絡及農耕技術而無法定居，對此農村社區可
提供相關資源網絡，由當地高齡者擔任技術顧問，不但有助於增加農村社區耕作人力，且有助於
新定居者融入當地網絡。
3.森林療癒：林試所所推動的森林療癒研究分為三面向：森林氣體、芳療效果評估，與產品導向設
計。除了研究憂鬱症等療效外，也朝向目前國內外較少見的森林美容研究。森林美容研究目前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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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到資料僅日本有提出相關研究，但相較於日本是以森林抽取物作為美容產品的成分，林試所則
是著眼森林環境對於美容的效果。

（三）農業療育在長期照護的應用方向
1.日本重要園藝治療推動團體―西野醫院，強調將園藝治療帶入長照。亦有研究指出高齡者可透過
園藝活動恢復或者維持健康，如讓其種植與回憶相關的植物而能恢復記憶力。以日間照護中心「晴
耕雨讀舍」為例，基本上每位高齡利用者在這機構都有一個自己的農地，讓他們選擇種植自己有
興趣的植物，促進他們的活動力。相較於花卉，利用者更傾向種植可以食用的蔬菜、水果。從種
植除了能促進與其他利用者互動外，也能從種植過程獲得成就感，也能把這些成果拿回家分享，
成為家庭內互動的話題。花圃的位置分配、花圃高度上有因應輪椅高度。另外在農地設有休息區，
以避免利用者一旦回到建築內休息後就不再出來。上午的種植時間約做完體操後，11:15-11:50
期間，做完後會再回到建築物內做個簡單體操、用午餐。
2.以失智但身體健康的高齡者為對象，進行園藝治療。藉由醫療人員提出希望達成的改善目標後，
由園藝治療師設計治療方案，如針對疏離感，可讓高齡者種植食物，一方面增加對機構的認同感，
且透過收穫、烹調後的分享，可促進社交。或以植物種子製作童玩，亦有懷舊、喚起記憶的效果。
3.在產品研發上，可未來朝向設計氣霧療癒室（將森林中的氣體轉化為氣霧形式，並配合五感加以
設計），即便高齡者礙於行動而無法進入森林，也可以透過此氣霧療癒室產生類似效果。
（四）療育相關認證制度
在日本，2002 年淡路園藝景觀學校開設「園藝療法課程」，提出兵庫縣認證的「兵庫縣園藝
治療法士」證照；人間·植物關係學會提議於 2005 年 4 月建立「園藝療法士」資格認定制度，2008
年日本園藝療法學會成立，前述認證業務轉由日本園藝療法學會負責。現在則某些長照相關學系
會發給修畢園藝治療課程的學生證照，也有透過函授取得證照的機構。目前在日本尚未有一共通
認證，不同證照的取得難易度亦有相當落差。除了最難以取得的美國園藝治療師證照（日本約 10-2
人取得），日本國內目前最受到認可的是淡路園藝景觀學校、日本園藝療法學會的認證系統。
台灣目前亦有許多協會及學會辦理相關證照課程，如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辦理園藝輔助治
療師培訓課程、台灣園藝福祉推廣協會辦理『健康園藝士』認證課程、臺灣綠色養生學會辦理國
際認證園藝治療技士認證培訓課程中華國際人才培訓與發展協會辦理園藝治療師認證、園藝治療
研究中心辦理 ACP 國際園藝治療師認證課程等。

三、花蓮農改場發展農業療育之 SWOT 分析
（一）優勢分析：
1.宜花地區擁有豐富的景觀資源及休閒農場
日本園藝治療主要為休閒農場結合園藝治療，因此休閒農場將會是臺灣農業療育產業的重要場域。
另一方面，宜蘭目前核定的休閒農業區高達 15 個，居全國之冠。
2.具有品種改良、農作物管理、栽培技術
農業療育透過觀賞、接觸、種植植物而獲得生理、心理放鬆及療育效益。花蓮農改場長年以來進
行品種改良及栽培技術改進，對於品種、植物栽培的相關知識有助於開發及選擇合適的植物材
料。
3.作為政府單位較有公信力整合各處資源，且具有農業推廣經驗及農民學院
花蓮農改場為政府單位較有公信力整合各處資源，另外，花蓮農改場藉由整合社會企業以及財團
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的資源，以跨界合作而有助於推動部落發展農業休閒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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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劣勢分析：
1.在國內農業療育領域，屬於新進者
國內學研單位對於農業療育研究已有一定累積，以效益評估為主、產品設計次之，花蓮農改場雖
然可參考既有研究，但若僅著眼於研究面向，則未必能立即建立在農業領域的代表性。
2. 花蓮農改場任務多元，發展農業療育的資源較有限
花蓮農改場的任務從品種改良、作物開發、採後處理及應用研究、加工研究、有機農業試驗、農
業推廣教育，涵蓋休閒產業發展之研究與輔導等多元範圍，因此所能投入至農業療育的人力及資
源有限。
（三）機會分析
1.宜蘭鄰近都會區，易吸引都會人口
宜蘭地區鄰近大台北，雪山隧道於 95 年 6 月通車後，改善台北往來宜蘭的交通，也增加大台北
地區都市旅遊人口至宜蘭的數量。
2.台灣邁入高齡化社會，鄰近國家已有長照產業結合農業療育案例
臺灣 65 歲以上人口占 13.2％，預計於 114 年高齡人口達 20.1%，邁入「超高齡社會」
。另外，以
日本為例，日本在農業療育與長照產業的結合，也提示農業療育產業在臺灣未來可行方向。
3.台灣在醫學與農業領域的學研單位已建立農業療育案例
透過 GRB 的盤點，農業療育研究委託以科技部計畫為主、農委會次之，主要研究單位則包括國
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台中農改場。再者，台灣大學林管處近年
將溪頭規劃為森林療癒基地，亦引起話題。花蓮農改場在推動農業療育時，可以其為借鑑。
4.農村再生方案轉向多元發展
農業療育產業的推動可與農村再生跨域發展、休閒農業加值發展，與發展健康永續的有機產業等
面向結合，因此農業療育不僅有助於打造獨創新性，同時也擴大農業療育適用場域。
5.宜蘭地區休閒農業產業發達且組織化
由於宜蘭本即是傳統的農業大縣，休閒農業除了提供農務體驗，並與在地文化脈絡的結合塑造出
休閒農業競爭力（唐 2009）
。另外，藉由優質休閒農業認證標章系統，提昇宜蘭縣農業休閒化與
精緻化觀光的同時，也使得宜蘭地區休閒農業產業較其他地區更具組織化。
（四）威脅分析
1.一般民眾對於農業療育的認知仍不足
國內園藝治療相關研究已有部分成果累積，但從訪談可知，園藝治療在國內仍屬於新興領域，民
眾對此的認知仍停留在做園藝所獲得的「療癒」或者森林浴，對於農業療育的認知仍停留在相當
淺層。
2.園藝治療的科學證據在國內未被普遍認知
作為農業療育核心的園藝治療，已在國內外累積一定研究成果。儘管如此，由於其與近年坊間流
行的「療癒」容易混同，造成後續推廣上的困難。
3.國內尚未建立成功的農業療育營運模式
根據訪談可知，園藝治療在臺灣仍未成為「產業」，且僅有少數園藝治療師可以此作為職業。再
者，三育健康教育中心的保健課程雖然以日月潭景觀搭配食療、體檢；立德飯店則是以台大溪頭
實驗林健行路線搭配養生療育蟲草餐，但均仍在推廣初期。
4.休閒農場平假日遊客數落差大
雖然雪山隧道開通後，由於交通便利，反而導致遊客集中在假日，不僅導致業者平日及假日的經
營狀況差異大，甚至因遊客預期連假期間塞車嚴重，而對假日經營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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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發展農業療育之策略
延伸 SWOT 分析之結果，本研究透過 TOWS 研擬花蓮農改良場未來推動農業療育之可能策略。
（一）SO 策略（Max-Max）
1.在農民學院開辦農業療育產品、活動與景觀課程。
2.針對農村再生團體設計農業療育課程，協助社區營造。
3.建立農業療育示範場域。
（二）ST 策略（Max-Min）
發展農業療育活動行程，並持續累績科學證據。
（三）WO 策略（Min-Max）
結合現行學研單位專家，在農民學院開設課程共同推動農業療育，及提升本場同仁及轄區農
友之農業療育相關認知與能力。
（四）WT 策略（Min-Min）
1.收集國內外成功案例與推廣模式，並持續辦理業者交流，加速建立國內成功案例。
2.強化農業療育活動及產品設計能力，蒐集效益評估方法與場域實測證據，提升民眾認同。

圖三、農業療育 TOWS 策略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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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蓮農改場發展農業療育發展策略優先性評估
本研究首先介紹國外農業療育相關研究與產業發展現況，進而聚焦於國內農業療育的發展，進而從
人口結構探討農業療育發展潛力，並提出宜花地區未來發展農業療育之各種行動方案與可能之願景，為
了解改良場同仁對於前述策略的評估與執行意願，因此我們邀請花蓮農改場主要同仁共 13 名，透過問卷
調查評估前述發展目標及策略的重要性及急迫性1，並據此形成圖 4 之策略優先矩陣，各策略的分數可參
閱本文之附表一。

圖四、農業療育發展策略優先矩陣

根據花蓮農改場同仁的自評，可知下列三項為同仁所認為較重要且急迫的項目：
 強化農業療育活動及產品設計能力，蒐集效益評估方法與場域實測證據，提升民眾認同。
 結合現行學研單位專家，在農民學院開設課程共同推動農業療育，及提升花蓮農改場同仁實作能力。
 發展農業療育活動行程，並持續累績科學證據。

1

策略優先矩陣操作的程序：1.每位同仁皆對每項策略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分別採五尺度的方式給分，若重要度（或急迫
性）極高則給 5 分，反之若重要度（或急迫性）極低則給 1 分。2.統計每位同仁在每項策略在重要性及急迫性的平均
分數做為該策略在重要性與急迫性的得分，各策略的標準差則反映成員們的共識程度。3.根據各策略的得分排序在
重要性與急迫性構面的中位數，並依中位數作為座標上象限切割的中心點。4.若該策略在重要性與急迫性的得分皆
高於該面項的中位數，則被視為成員們相對有共識的優先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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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透過本研究顯示，本場短期規劃以與現行學研單位專家合作，持續蒐集效益評估方法與場域實測證
據，且提昇內部研究動能為優先；中長期再進行跨單位合作，強化對農業療育之推廣。

一、短期規劃
（一）強化農業療育活動及產品設計能力，蒐集效益評估方法與場域實測證據，提升民眾認同。
以既有品種改良、作物開發及應用研究、加工研究等相關資源及技術為基礎，強化農業療育
活動與產品開發設計能力，並進而可於花蓮門諾醫院壽豐分院護理之家、翠柏新村老人安養中心
等已在推行農業療育實作的場域合作，蒐集效益評估方法與場域實測證據，藉以提升民眾對於農
業療育之認同。
（二）結合現行學研單位專家，在農民學院開設課程共同推動農業療育，及提升同仁及轄區農友農業療
育相關能力。
將外部農業療育專家資源引進農民學院課程，縮短農業療育前期投入成本，並快速累積同仁
及轄區農友對於農業療育各領域的認識與提昇農業療育相關能力。
（三）發展農業療育活動行程，並持續累績科學證據。
協助休閒農場發展農業療育活動、產品及行程以區隔化、延長化旅遊商品，將目標對象鎖定
在吸引追求健康的中高齡退休族群，可改善目前遊客集中於假日的問題提升休閒農場滯留天數，
以改善休閒農場週休五日之情形，並藉由與休閒農場業者合作，可累積農業療育科學證據，作為
後續推廣基礎。

二、中期規劃
（一）收集國內外成功案例與推廣模式，並持續辦理業者交流，加速建立國內成功案例。
以官方資源舉辦國際研討會工作坊，並建立後續跨國交流平台，且蒐集國內外農業療育案例
成功模式，研擬國內推動策略，並橋接產官學資源以加速建立國內成功案例，作為國內推廣農業
療育之範例。

三、長期規劃
（一）在農民學院開辦農業療育相關課程
宜蘭花蓮地區擁有豐富自然環境資源，及休閒農產業，於農民學院開辦農業療育相關課程，
有助於加強民眾對農業療癒之認識，及有助於休閒農產業對農業療育活動、產品及行程之開發與
應用。並可應用於農村再生社區結合長照體系，推動樂齡社區，發展在地老化願景。
（二）建立農業療育示範場域
由於農業療育的植物選擇上，應以維護管理容易、視覺體驗、美學體驗、嗅覺體驗、具多重
用途、繁殖容易、可食用等作為篩選之參考指標，但醫療單位儘管可以提供心理、身理評估機制，
卻對適用於農業療育的植物選擇相對缺乏相關知識及技術。對此本場可透過工作坊的形式與相關
機構合作並提供農業技術資訊及服務，在長照、身心障礙等領域建立農業療育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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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附表一、農業療育發展策略重要性及急迫性評估統計表
編號

發展策略

1

在農民學院開辦農業療育相關課程。
農民學院針對農村再生團體設計農業療育課程，
以協助社區營造。
建立農業療育示範場域。
發展農業療育活動行程，並持續累績科學證據。
整合國內推動單位，發展園藝治療認證課程。
結合現行學研單位專家，在農民學院開設課程共
同推動農業療育，及提升花蓮場同仁實作能力。
收集國內外成功案例與推廣模式，並持續辦理業
者交流，加速建立國內成功案例。
強化農業療育活動及產品設計能力，蒐集效益評
估方法與場域實測證據，提升民眾認同。

2
3
4
5
6
7
8

重要性
平均值
標準差
3.23
1.37

急迫性
平均值
標準差
2.85
1.10

3.15

1.17

2.85

1.03

3.77
3.92
4.15

0.80
0.83
0.95

2.85
3.38
3.08

0.86
1.08
1.44

3.92

0.83

3.69

1.14

3.54

1.01

3.31

1.14

4.38

0.74

3.92

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