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智老人 

教我的一些事 
 

大願文教基金會 園藝治療師 黃盛璘 製作 
 



                   黃盛璘 
●2002~2004：到美國遊學，學習樸門農藝（Permaculture）及園藝治療，
並取得美國園藝治療師認證。 

●2004：九月回台。同時，在三峽和朋友同好以樸門農藝（Permaculture)理
念, 實踐樸門生活哲學。 

●2005~2006：和格林出版社合作「漢方Life」套書五十五本。並將中醫養生
觀念 

   和方法融進園藝治療中，形成「農、醫、食」三位一體的園藝治療體系。 

●2007/6：將在美國學習園藝治療和樸門農藝整理出書，由心靈工坊出版— 

         「走進園藝治療的世界」 

●2007~迄今：每年舉辦園藝治療國際研討會 

●2012：「大願文教基金會」董事，成立園藝治療專業團隊。 

●2013/4~：成立「台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擔任第一屆理事長。現任理事。 

●2013/5：將草盛園故事畫成漫畫「草盛園1—人、土地、緣分」，由無限出
版社出版 

●2019/5：和黃盛瑩、蔡佑庭合著「綠生活療癒手冊」，由心靈工坊出版。 

● email：hshenglin@chiyomi.com.tw 
 

mailto:hshenglin@chiyomi.com.tw


什麼是園藝治療？ 

•所謂「園藝治療」是指利用植物及園藝活 

動來幫助人們跨越某種心理障礙、改善身
心靈狀態的方法。也就是利用照顧另一個
生命、觀察另一個生命週期，來面對自己
生命的瓶頸。 

•植物的成長過程和生命的循環提供了大量
工作和活動，來刺激學員的身、心、靈。 

•園藝治療師就是連結植物和人之間的那座
橋樑。 

 



       園藝治療近來日漸受到重視，它是透過人與植物的互動
過程中訓練及修復受傷的身心。園藝工作最大的好處是，它
不是一項靜態的工作，在照顧植物的過程中，照顧者會一直
感覺到有事情發生：植物發新葉、新芽、花開、花落，生生
不息。當感覺到有生命需要自己來照顧的時候，能夠增加對
自我的肯定。 

台大城鄉所 畢恆達教授 「自然環境與心理健康」  

觀看植物的生長，我們見識到自然神奇與療育的力量。花藉
由種籽讓自己獲得永恆，生生不息的一再循環。自然懂得寬
恕，一株植物死了，另一株植物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如果犯
了錯，自然教導我們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因為植物的生命循
環啟示我們生命更新的希望，以及重新開始的機會。 

 Mitchell  Hewson（加拿大Homewood Health Center）  

 

為什麼要園藝治療？  



適用族群 

高齡者 

兒童 

青少年 

身障者 

學習障礙者 

言語障礙者 

上癮患者 

中輟生 

精神障礙者 

受刑人   等等 



園藝治療對 

高齡者之功效 

 



A．生理層面的影響 
 

• 1.體力不過度勞動，而可以有適當的活動量 

• 2.運用為特定職能復健之媒介  

• 3.栽種食材花材，得到生理上的支持 



B．心理層面
的影響 

 

1.安排生活內容， 

   讓高齡者生活更 

   有重心 

2.得到具體回饋， 

   提升長輩自我價值感 

3.透過團體互動，彼此情緒互相支持 



C．靈性層面的可能影響 

1.植物的生命週期較短，有機會體驗生命延
續的意義 

2.讓長輩對生命有安心的期待 

3.有機會在靈性層面有所成長 

4.重新建立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 



一、「老人」不是一個族群 

對象：安養老人 十名， 

           長照老人十名。 

時間：隔週上課， 

           每堂兩小時。 

課堂：安養老人1.5小時； 

            長照老人0.5小時。 

課程目標： 

安養老人—藉由園藝，重建生
活樂趣，重新與生命連結。 

長照老人—藉由園藝活動，刺
激記憶，同時鼓勵手部復健。 

 
 

file:///F:/園藝療法/演講稿/翠柏新村.ppt


二、魚腥草勾起產婆
回憶 

●美人阿姨台灣人，約九十 

歲，輕度失智，坐輪椅， 不 

良於行，會說流利日文，喜 

歡我們叫她：「美人阿姨。」 

●魚腥草讓她回憶起她當「產婆」的時光 

●於是，有天說出一段祝福的話：「願天下所有的囡
仔，出世攏順勢。」 



三、伯伯拼出故鄉 

●那天我們玩豆子拼圖，馬伯伯突然很興奮的喊
了出來：我拼出大陸地圖！ 

 



四、老師，你打我 

●才六十歲左右就失智的老師，插完花後，
竟一把抓起花來，不肯放。 

●後來，社工靈機一動 

，說：「老師，你打我！ 

你打我！」 

   老師竟然就鬆手，並 

舉起手來要打社工。 

 



 

五、賣給台北人 

●埔里菩提長青村，九
二一失怙老人 

●發展園藝產品，舉辦
成果展售，藉交易與
社會連結。 

 



六、架設高床  

●利用原有菜圃的床架，請長輩釘製高床，
讓行動不便的長輩仍能享受田園樂趣。 

●鼓勵長輩走進 

 菜圃，藉由照 

 顧植物、接近 

 土地、接受日 

 照等，以增 

 進身心靈的 

 健康。 



七、勤奮的農夫 

●伯伯以前就很喜歡栽種植物。上了園藝治療課之
後，激起他的栽種記憶，很勤奮的幫大家澆水，
幫大家照顧植物。 

●還會去撿狗大便當肥料。 

●最後一堂剪了一大把空 

心菜送給我。 

●相反的，有一位伯伯以 

前是船員，就常嘀咕：我 

是船員，怎麼會種菜？ 

 



八、最難忘的遙遠  
記憶—家鄉 

● 「伯伯，你的家鄉在那裡？」面 

     對一張A4大小的大陸地圖，拿起 

     彩色筆，大家都毫不猶豫的在自 

     己家鄉位置畫上大圓圈，連失智老人都不例外。 

●聊起家鄉，更是個個侃侃而談。藉由伯伯的反應，讓我深刻
了解：家鄉永遠是生命裡最深的連結，是最不容易被遺忘的

生命地圖！ 

： 



九、走出悲傷 

● 林阿姨自從先生過世後，就得輕度憂鬱，走不出
悲傷。 

   女兒試著帶她出來上課。 

   當她學會了「艾草貓」之後，便要求女兒買更多
材料給她，她一口氣做了好幾個送給親朋好友。 

    艾草貓成了她與人群的連繫。 

    



十、我的廚房武功 
 

 

104秋–亞東失智老人園療花絮 

 

 
 

 
 

 
 

 

 ●八十多歲阿姨一輩子用食
物照顧家人。失智後，家人
怕危險，禁止她進廚房。 
當她重新拿起菜刀時， 
彷彿武功全回來了， 
充滿自信與開心。 
 
 



十一、這個味道讓你想到什麼？ 

 

●讓失智長輩聞西方香草
—薰衣草。 

●問他們：這味道讓你想
到什麼？竟回答：「腳
臭味」「雞飼料味」 ● 



園藝治療的老人 

• 開心、快樂 

•有尊嚴 

•我還可以照顧一個生命—植物 

•我還有用 

•我們走進他的世界 

 



謝謝! 



高齡者 

音樂照護 

活力大衛 

音樂輔療團隊 

             項朝梅 

 

失智症之 
         非藥物性治療 



關於朝梅 
• 輔仁大學醫學院 跨專業長照所碩士 
• 臺大醫院輔助暨整合醫學中心  
    音樂輔助諮詢門診老師 
• 活力大衛音樂輔療團隊  執行長 
• 曾任振興醫院附設護理之家音樂輔療師 
• 高雄榮民總醫院外聘督導 
• 基隆市第一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督導 
• 長照2.0衛生福利部補助之「預防及延緩失能
照護方案研發與人才培訓計畫」講師 

    1. 口腔照護師培訓方案 
    2. 肌肉強化與心理減壓複合式模組培訓方案 

 
 

 



 
    直覺的老人印象 
 

分享 



 

 

 

前言--老 人 圖 像 



• 音樂治療師在治療環境中，藉由音樂來恢

復（restoration）、維持（maintenance）增進

（improvement）個體生、心理上的健康作用，

使個體在行為上帶來所欲求的改變。 

美國音樂治療協會NAMT 

定義一 



• 廣義定義： 

「任何可促進身心健康與功能的音樂活動即

為音樂治療。」 

 (施以諾，2013) 

定義二 



• 「音樂治療是運用由音樂治療師特別選擇

的音樂或節奏的一種介入，目的在於重建、

維持、或促進老人之社會或情緒功能、心

智歷程或其生理健康。」  

 

1992年美國老人法案 

（Older Americans Act of 1992） 

 

定義三 



心理/社會 肢體活動 

情感/靈性 認知能力 

音樂介入高齡活動設計 四大面向 

--德國老人活動設計 



照顧計畫 

個案 

需求 

問題 

評估 

處遇
執行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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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適應力的減退 

• 存在的意義 

10 

心理/社會 

• 社群的凋零 

• 消逝的位置 

• 音樂介入-「不老歌」、懷舊音樂 



認知能力 

• 健忘？失智？ 

• “比手畫腳我在行” 

• 歡樂情緒的背景音樂能夠改善高齡者的工作

記憶(Mammarella et al., 2007) 

• 音樂介入「我在這裡快樂」、「上課歌」 
 
 



 音樂填空 

• 我在這裡唱歌   

• 我在家裡睡覺   

• 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唱歌 

• 我在這裡運動   

• 我在家裡無聊 

• 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運動                    



情感/靈性 

• 上帝好像忘記我了… 

• 心裡被了解 

• “我想念我自己…” 
    -存在價值 

• 「儀式」-歸屬感  

• 音樂介入- 

   宗教音樂、節奏 

 

 



肢體活動 

• 「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聖經 

• 身不由己 

• 影響日常生活的退化 

• 失能 

• 音樂介入-音樂律動、舞蹈、即興伴奏 

 

 



音樂 

美術 

動作 

遊戲 

戲劇 



如何選擇音樂 

1. 歌曲選用：現實導向、未來性 

2. 「蛙鳴」效應：懷舊、成功經驗 

3. 聲音是魅力？魔力？ 

4. 人、事、時、地、物 

 

 



執行方式 

1. 身體運動（快慢；慢快） 
    放鬆練習、按摩、音樂律動 

 

2. 歌唱、朗讀 
    曲目選擇；歌曲、詩詞填空 

 

3. 演奏樂器、聆賞音樂 
    音樂與引導想像、生命回顧 

 

4. 回家功課 
    持續感動 



高齡者音樂輔療 

人數：個人、小團體、大團體  

內容：本國藝術、文化為基礎，以熟悉題材作為音樂 

      輔療元素，各國文化藝術、古典及現代音樂為 

      輔助內容。                         

目的：重視群體合作關係，改善老人社交的退縮行為 

      發揮即興創作建立自信，達到自我實現。 

           安適感（Well-Being） 

      提昇「案主優勢」。 



• 心理學家里曼 

• 老年人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超越自我」 

 
 

• 社會學家（Peter L.Berger ） 

• 超越自我最重要特徵就是「幽默」 
 

•                         「擁抱老年心生活」古倫神父著 



音樂輔療 (Music Care) 

• 歌唱 

取材：懷念老歌、童謠、吟唱、即興、詩歌 

活動方式：合唱、卡拉OK 

目的：抒發情感 

     轉移老化與病痛的注意力 

     強化情感的能力 

     懷舊 
 

Song Crosses Boundaries of Religion and Memory for Stroke Victim.mp4


音樂輔療 (Music Care) 

• 合奏 \ 敲奏 

取材：古典小品、簡易樂器、即興 

活動方式：分部練習、集體敲奏、即興 

目的：參與團體合作 

     激發創造力 

     提升自我價值 



音樂輔療 (Music Care) 

• 說白/詩詞朗誦 

取材：童謠、唐詩 

活動方式：齊聲與分部 

目的：紓解情緒 

      注意力的集中 

     健口操 

叮嚀：給些提字較易回憶 



靈性輔療（Spirit care） 

取材：笑話、日常瑣事、心靈小品 

活動方式：陪伴、閒話家常 

目的： 

     建立關係 

     心靈滿足 

     建立安全感 

 

 



美術輔療（Art Care） 

取材：畫筆、白紙 

活動方式：給予主題或自我發揮 

目的： 

  探索內在情緒 

  釋放內心衝突與困擾 

手指與手心的力度和能力 
 



戲劇輔療（Drama Care） 

取材：肢體張力、聲音的抑揚頓挫、 

           布袋戲手偶、大頭偶 

活動方式：音樂劇、即興方式以戲劇方式呈現 

目的： 

     角色投射與即興創作 

     激發創造力 

     提升自我價值 
 

22台灣醒獅團.MPG


遊戲輔療（Play Care) 

取材：活動肢體與刺激腦部的簡易遊戲 

活動方式：利用教材或器材帶動團體進行遊戲 

目的： 

  活絡筋骨 

  人際互動 

  身心愉悅 



律動（ Movement ） 

取材：健康操、身心活化運動、高齡者體適能 

活動方式：或者利用器材帶動帶動團體進行 

目的： 

  人際互動 

  肢體運動 

  恢復身心功能 

音樂律動(高齡).mp4


音樂介入另一樂章 

強而有力的協助者-外籍看護、照服員 
 

 - 四目交會 

   - 微笑 

   - 問候 

   - 童謠 

   - 邀請 

   - 舞台 

 



多贏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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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起始點 

重新出發 

感謝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