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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Sir於不同的學院及進修中心教授

音樂治療及音樂心靈導航課程。 

伍 Sir應邀香港鄧鏡波書院舉行音樂

治療講座，向中學生介紹音樂治療。 

伍 Sir 接受《生活情報》

(MegaLife Magazine)訪問。 

接受商業電台「在晴朗的一天由心

出發」黃永先生訪問。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舉行音樂治

療親子工作坊，講座後家長與子女們

一同參與音樂治療活動，十分投入。 

音樂治療以往在香港主要為特殊需要兒童的服務，治療方向以復康及發展為主，但隨著本地音樂治療師的人

數日益增加與治療的技巧不斷提升，服務對象已不限於特殊需要人士。就本中心而言，有不少專業人士（如

醫生、護士及老師）遇到心理及情緒困擾時，也參與「音樂心靈導航」，藉音樂得以舒緩身心，提升心理質

素；此外，也有不少兒童因為欠缺自信心或學習動機到來參加音樂治療，希望藉音樂給他們帶來生活與學習

上的進步；在外展服務方面，已有多間主流學校邀請我們提供音樂治療服務，到學校帶領個別或小組治療活

動，成效更獲得學校、老師、社工、家長及學生的肯定（請看第六頁的個案分享）。 
 

音樂治療在香港日漸普及，日前在大埔醫院與十多位精神科醫生的分享令他們非常難忘，讓他們更深了解音

樂治療的力量；在幼稚園的培訓中，更令一群老師懂得運用音樂作為幼兒心理輔導的方法，使不少孩子可以

在音樂中健康快樂地成長；在一連串的長者音樂治療推廣後，已有多間長者服務機構的社工開始計劃未來的

長者音樂治療小組，希望為長者帶來更優質的服務（有關合作機構名單，請瀏覽本中心網頁）。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期望音樂治療可以在香港及華人地區廣泛普及，雖然推廣音樂治療是一項艱巨的工作，

不時要面對不同情緒的參加者、拉著樂器到處提供治療服務、到各大專院校及國內提供培訓課程、到海外參

加學術會議與專題演講；然而，看到一個個成功的例子，卻成為我們的鼓勵，推動我們積極發展音樂治療，

希望藉音樂提升身心健康，締造和諧生活。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郭詠詩小姐

到本中心採訪。 

香 港 九 龍 長 沙 灣 元 州 街 2 9 0 - 2 9 6 號 西 岸 國 際 大 廈 1 樓 1 0 9 號 舖 

藉音樂提升身心健康 締造和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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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Sir於救世軍北角幼稚園暨育嬰園

舉行音樂輔導培訓工作坊。 

伍 Sir與 TVB兒童節目「放學 ICU」

合作拍攝了一連8集的「音樂治療有

得學」，讓家中小朋友及家長認識音

樂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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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ursday 23rd April 2009, a group of psychiatrists from Tai Po Hospital (Hong 

Kong) invited Ng Sir  to provide a seminar about Music Therapy and Guided 

Imagery & Music (GIM). Most of them had a very good experience. Some of their 

sharing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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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a much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music ther-

apy after I've attended the talk and found the subject 

fascinating. I hope we can develop music therapy & GIM in 

Hong Kong and incorporate it into the treatment of our 

patients - I am sure a lot of them will benefit from it. 

                 I have been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music therapy & GIM are for a long 

time, and fortunately I can hear Raymond’s interesting introduction of his 

work, especially on GIM.  I am very impressed, and convinced that music 

therapy & GIM are really helpful and have healing effect, at least to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who need a creative medium to facilitate self healing. 

                It is my honour to have joined the workshop on music therapy & GIM by Mr. Raymond Ng.  Through the talk and 
case sharing session, I discovered music therapy is not only used on children 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but 
also on people without difficulty in verbalizing.  
              Mr. Ng skillfully led us through a very short session of GIM. I found the experience amazing. I am not good at 
music, but my unconscious mind was brought out by it.  At the end of the workshop, we were required to sing along. I 
kept feeling good on the rest of my day without any reason. I even automatically sang the song when I drove my car 
back home. This experience gave me a taste on how powerful music is. Music indeed is a very good medium for com-
munication, and it is a great idea in using it to help the people in need.  
              It is a pity that music therapy is not yet included in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Hospital Authority.  I just hope 
music therapy & GIM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Hong Kong, and the day on which I can write a referral to a music 
therapist in the public sector will not be too far away. 

Dr. Joyce Chow 

Dr. Teresa Chan 

Dr. Irene Kam 

在六月一日的音樂治療活動「彈跳音樂新接觸」中，舍友在治療師

伍偉文先生的帶動及鼓勵下，嘗試參與並表示享受當中的過程。其

中表現較為突出的舍友，如亞標、金有，他們在參與過程中十分投

入，並主動嘗試接觸一些新奇的樂器。而耀鴻、亞笑、亞女更主動

走出來作打鼓示範，她們平日較沈默、被動，能有這樣的反應及表

現，是一直以來少見的情況呢。至於業昌、崇明及景文更以十分開

心及極度投入的狀態下參加，他們一面打着鼓，一面以腳及笑容作

拍子及配襯，使氣氛更推至高峰。 

曾煒桁姑娘(左) 



 

記: 本中心記者   李:李校長 

 

記: 貴校為什麼會舉辦音樂治療同工培訓? 

李: 除了音樂輔導課程是校本特色之外，音樂對教師及學生是一個很好的調適及很好的學習渠道。另外，

更希望本校的老師學習音樂輔導的技巧，從而在音樂課中可以滲入不同的元素，令小朋友能愉快學

習。相比其他的輔導方法，我覺得音樂優勝的地方是自然、無分年齡、無分地域，小朋友可以隨時

參與，而且容易接受，所以我校為教師舉辦這個培訓。 

 

記: 參與培訓後老師有什麼得益或改變? 

李: 老師們能把學到的技巧應用在課堂上，學生的互動性及參與性都提高了，而教學方式比較以往有明

顯的不同：以前的音樂課，老師可能感到懊惱，覺得 20 分鐘的課堂會很長，不知怎樣帶領學生；現

在卻發現老師們的教學內容豐富了，原來課堂的 20多分鐘的課堂是可以很輕鬆度過的。 

 

記: 實行音樂輔導時，學生有什麼明顯的得益或轉變呢? 

李: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在課堂中，老師想幫助一些學習緩慢及低自信的小朋友，讓他們做領袖，從而建

立自信，透過音樂課的活動設計，小朋友在不知不覺間竟能做到領導者，提升了自信心，令原本少

說話的學生也說起話來，更重要的是透過音樂的教學設計，小朋友開心了，學任何東西也更得心應

手。 

 

記: 教統局優質視學隊曾到 貴校觀察音樂輔導課，他們對此認同嗎？有何意見呢？ 

李: 他們都很認同我們的教學計劃，給我們視學的整體分數也相當高。另一方面，綜合課程仍有進步空

間，我們很難將音樂與某些科目結合，例如數學和科學；相反，語文科可以在音樂中加入歌詞，教

小朋友便較容易，我們要改善這困難就得對科目老師有更高的要求，及校本各方面的配合。 

 

記: 你認為音樂輔導值得在幼兒教育中推廣嗎? 

李: 音樂有節拍、有美感，在幼兒教育層面是非常重要，無奈過往香港實在太過著重知識，無法從音樂

中引入不同的科目學習，所以要做到「愉快學習」也比較困難。在我的理念中，要讓幼兒愉快學習，

音樂是不可缺少的，即使幼兒需要透過遊戲學習，總要增加學習動機幫助小朋友，語言、群體、社

交、文化、遊戲、體能等等，這些都可以由音樂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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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老師：「音樂輔導應用在

小朋友身上，小朋友能開放

自己的心，而且我可以更了

解他們的內心，是平日的課

堂做不到的。」 

於去年9月開始，伍Sir每月都會到翠林邨浸信會幼稚園為教師們進行音樂輔導培訓，

直至今年6月，８次的培訓終於完結，李校長很希望分享音樂輔導對幼兒學習與成長

的好處及參加培訓後的感受。 

陳老師：「我覺得音樂輔導

教師培訓工作坊能教導我們

如何利用音樂協助幼兒解決

及抒發感受， 方法很實用及

容易掌握。」 

陳老師：「我覺得音樂輔導

讓幼兒在音樂中可以抒發個

人的感受, 享受音樂的樂

趣, 並能釋放自己的情緒。」 



 

在音樂治療小組中，長者

們可以藉樂器及歌曲抒發

內心的情緒，不論喜怒哀

樂都可以寄情於音樂中。 

去年11月開始，伍Sir與香港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合作，舉辦了一項名為「耆樂創藝展心聲」

的音樂治療計劃，當中包括了兩個月的「音樂治療同工培訓工作坊」及兩個為期四個月的「音樂治療

小組」。在計劃完結後，本中心記者訪問了今次計劃的負責社工朱穎欣姑娘，收集了不少正面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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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本中心記者  朱：朱姑娘 
 
記：參與音樂治療小組的長者在小組中有什麼明顯的改變呢? 
朱：他們的改變可以分幾方面： 

(1)情緒方面：長者的笑容多了、更燦爛，專注力也有提升。 
(2)在獨立完成活動的能力方面也有所提升，例如，在小組的初期，部份長者需要家人的協助或
給予提示才能選擇心情卡，到後來，他們的能力提高了，能夠自己獨自完成指示。 
(3)透過音樂合奏活動，長者的自信心也有提升。由以前他們不敢直視其他組員，到後來他們與
組員間的眼神接觸增多了，舉起手去指揮其他老友記時變得非常肯定、很有自信，不像以前那樣
猶豫了。 

 
記：長者喜歡參與音樂治療嗎？ 
朱：對輕度認知障礙的長者來說，音樂治療是很有趣味及很新奇的活動；相反，大部份中度認知障礙

的長者的反應和平時則沒有多大分別。但當中有一至兩位長者在參與音樂治療時的反應較多，笑
容及說話也多了，其中有一位伯伯，他參與了數次的音樂治療活動後便常常跟兒子說：「我要去
中心，我要到朱姑娘那裡！」可見他們常常都記住要到中心參與小組。 

 
記：關於同工培訓方面，伍Sir的培訓有什麼特色呢? 
朱：伍Sir的培訓是很多元化的，包含了社交、自信、手眼協調、身體肌能等各層面，有時在培訓中

播放一些歌曲，他常常請同工們分享最深刻的歌詞或內心感受，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好讓同工在
帶活動時更懂得關懷老人家的需要，多留意一些可改善的地方，作為一個參加者，我們可以先體
會，然後會有更好的掌握。 

 
記：同工們打算怎樣將所學到的應用於工作中? 
朱：同工們都將音樂及學到的音樂治療技巧加進他們的計劃活動裡面，例如於7月舉行的康樂活動，

會讓老人家玩樂器，訓練他們的手眼協調、自信心等等。稍後，還有一個健康互助小組，除了希
望幫助長者改善身體狀況，還希望透過音樂改善他們的情緒、專注力及提升自信。 

 
記：貴機構會繼續開辦音樂治療小組嗎? 
朱：會，還構思當中。音樂治療小組完結後所收到的反應也不俗，學員及家人亦表示希望中心可以繼

續開拓類似的活動。當中的原因是家人見到長者有所轉變，更有動力學習。為期4個月的小組，
其實也頗長的，但長者們也能堅持，每次都準時來到，享受音樂為他們帶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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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Sir的學生Fanny Lo(左)及Amy Wong(右)分別被英國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 及 澳洲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取錄，修讀音樂治療碩士課程。 

這幾年來，我教授了多個音樂治療課程，例如：「音樂治療活

動錦囊」、「音樂心靈導航應用工作坊」、「音樂治療基礎證

書」、「音樂治療深造文憑」等，讓不少港人認識音樂治療及

其治療成效；此外，更高興可以在這些課程裡造就了幾位專業

音樂治療師，例如： Angela Shum（在美國加洲工作）、

Phoebe Wong（於信義會服務）及 Rachel Chan（於協康會

服務）。在本年度，另外兩位學生 Fanny Lo 及 Amy Wong 分

別獲得英國及澳洲兩所大學的音樂治療碩士課程取錄，兩年後

將成為音樂治療界的新秀，實在為她們能邁向理想而歡欣！ 

This is the second year we have offered the Graduate Diploma in Music Therapy at HKU SPACE and it has been 

very touching to find that even more people have enrolled in the second group.  The students overall are of a 

high caliber and have engaged with enthusiasm and willingness in intensive weekends of teaching.  Although 

we are all exhausted by the end of each weekend, the assignments provide evidence that material has been 

understood and integrated, despite the challenges of language and access to resources.  All of this hinges on 

the supervision provided by the local music therapists of course, and it would simply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m.  Having the experience of doing music therapy is crucial to training.  It is not a theoretical discipline, it is 

absolutely practical.  For this reason we are completely reliant on the generous time given by our local Hong 

Kong clinical supervisors.  

Katrina McFerran, PhD RMT (Melbourne) 

伍偉文：專業音樂治療中心總監 

在這幾年間，我經常到不同的國家參加學術會議，曾遇到幾位音樂治療學生，他們都異口同聲的告訴我：

「我現在所學的，並不是我最初期望的音樂治療形式，真有點想放棄。」在這個情況下，我只好鼓勵他們

完成課程，然後再學其他的方法與學派。原來音樂治療有十多個學派，我們不能說某一個學派比較好，因

為每一個學派都有其優勝之處，而最重要的是：該學派是否能配合自己的性格與個人理念，而個人的音樂

技巧又是能否達到要求。 英國、 澳洲及美國是進修音樂治療的熱門國家，以下資料簡單闡述了各國的學

制、學派與部分大學名單，希望為一些想修讀音樂治療的朋友帶來多一點資訊： 

伍偉文：註冊音樂治療師（APMT & HPC, UK）、註冊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AMI, US） 

註：(1)  如果要了解不同學派的分別，請向本地資深音樂治療師查詢。(2) 如果要知道以上國家還有哪些認可的音樂治療課程，請瀏覽各國音樂治療學會或音樂治療

師協會之網頁。(UK) http://www.bsmt.org，(AU) http://www.austmta.org.au，(US) http://www.musictherapy.org。 

英國 

澳洲 

美國 

兩年制碩士課程 

Psychodynamic Music Therapy 

Creative Music Therapy 

Behavioural Music Therapy 

Neurologic Music Therapy 

Psychodynamic Music Therapy 

Expressive Therapies (Music) 

Roehampton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City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New York University  

Lesley University 

國家 

兩年制碩士課程 

四年制學士課程 

兩年制碩士課程 

學制 學派 大學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 

Eclectic Music Therapy (Humanistic & Psychodynamic) 

Eclectic Music Therapy (Developing Clinical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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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０節的活動中，我學會了

勇敢表達自己的意見，聆聽時

要專心，不要只顧自己。 

音樂治療課很好玩，我可以

用樂器溝通，還可以表達自

己的意見，參加完我覺得很

舒服。 

 學到要適當表達自己意見，尊重其

他人的意見，最欣賞自己尊心聆聽

別人說話。很高興和伍 sir和同學

一起完成十堂治療，每次我都很開

心去見到伍 sir和同學。    

上音樂治療課是很開心的，除了認

識不同的樂器，內容非常多元化，

我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不開心時

可以把自己冷靜下來，又給予我發

洩的空間。 

 能夠表達自己所想的事，最欣賞

自己的創意。與伍 sir一起的日

子非常開心，感謝伍 sir與我們

玩了這麼久，希望有緣再聚。 

在音樂治療課中我可以傾訴心事，了

解到自己的長處及短處，長處可以加

以發揮，短處則可以改善；同時，我

更體會到了解事情不是只從一面去

看，從多角度觀察，更能全面了解自

己與別人的感受。 

在剛過去的學期，伍 Sir 為兩間主流中學的 SEN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提供了個別與小組音樂

治療活動，為學生改善言語及情緒，下面分別是兩間學校的同學在完成了治療後的分享以及個案分享： 

俊傑（化名）是一名初中學生，由於在小學階段的學業成績已比別人遜色，所以升到中學後的成績更

沒法趕上，以致對所有學科都沒有興趣及沒有學習動機，上課時只有躲在一邊睡覺，成為了一名「軟皮

蛇」，老師及家長都不曉得如何幫助他。幸好，社工沒有放棄這個孩子，邀請俊傑參加音樂治療，他在

治療中漸漸對音樂產生興趣，開始利用樂器表達自己。在其中一節，俊傑表示很懷念小時候與家人到公

園遊玩的情景，立時眼眶滿載淚水，令我感到他仍是一個有感覺的孩子，後來他向我表示自己的理想是

成為一名足球員，原來他這個理想是從未告訴別人的「秘密」，隨即我向社工要求，希望學校的足球組

可以給俊傑一個機會，藉以提升他的學習動機，挽回這個孩子的人生。 

芷美（化名）是一名高中學生，由於某些心理及社交原因，在學校說話時只有輕微的嘴形及聲音，考

中英文口試時更不惜低分與不合格而拒絕說話，因此令老師及家長非常困擾。社工鼓勵她參加音樂治療

小組，由於我利用音樂創造了一個互相信任及尊重別人的環境，再使用創意音樂方式引導芷美表達自己

，結果在五節治療後，芷美說話的音量及數量已大大改進了，社工告訴我：「芷美這個個案，我跟進了

兩年多，我從來沒有聽見她說出這麼大的聲音與豐富的內容，真的令我很驚訝！」 

伍偉文：註冊音樂治療師 (APMT & HPC, UK)、註冊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 (AMI,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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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 Nordoff-Robbins Center for 

Music Therapy 始創人 Dr. Clive 

Robbins 及音樂治療師 Jacqueline 

Birnbaum。  

慶祝香港音樂治療師Jenny Fu在紐約 

Nordoff-Robbins Center完成五年的 

Advanced Training。 

芝加哥GIM會議接待處。 

香港留學生  Howard Lam 剛完成 

University of Miami的音樂治療 

學士課程，正式成為音樂治療師，

現於美國工作。  

會議後眾GIM治療師進行集體鼓樂，

大家可放開懷抱盡情打鼓跳舞！ 

台灣留學生錢怡君剛完成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的音樂治療碩士 

課程，正式成為音樂治療師，現返回

台灣工作。  

在美國波士頓遇上22年前在北京中央

音樂學院師事的揚琴專業老師張鎮田

老師，在晚餐時與張老師詳談了三個

多小時，暢談舊事新知。 

南韓有 14人參加會議，他們的 GIM 

治療師人數在亞洲區名列榜首，以上

是其中５位治療師。 

參加會議約100人，參加者來自美國

不同的洲、加拿大、英國、西班牙、

墨西哥、南韓、台灣及中國香港。  

參觀波士頓 Hebrew Rehabilitation 

Center，認識了 俄籍音樂治療 師

Regina Dain及香港音樂治療師 

Rita Wong。 

紐約 The Music Psychotherapy 

Center 的 Dr. Diane Austin 分享 

Vocal Psychotherapy 的治療原理。  

遇見 GIM 啟蒙老師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教授： 

Prof. Leslie Bunt。 

AMI主席 Louise Dimiceli-Mitran。  

慶祝新晉 GIM治療師加入 AMI成為專業會員（FAMI）。 

全 體 GIM 會 議 的 參 加 者 在 Techny 

Towers  Conference  and  Retreat 

Center 前拍攝留念。 

由美國 Association for Music and Imagery (AMI) 主辦的 GIM 學術會議剛於六月二十七日在芝加哥完

滿結束，參加者除了來自美國各洲外，還有來自英國、西班牙、加拿大、墨西哥、南韓及中國香港等代表。

作為中國唯一的註冊 GIM 治療師，我非常榮幸能參與這次盛會，與世界各地的治療師一同交流與學習，

在治療的知識與技巧上提昇了不少。在會議前後，我走進了紐約 Nordoff-Robbins Center for Music 

Therapy、 The Music Psychotherapy Center 及波士頓 Hebrew Rehabilitation Center 等音樂治療及復

康中心參觀，認識了當代殿堂級音樂治療大師 Dr. Clive Robbins、Vocal Psychotherapy 的始創人 

Dr. Diane Austin 及華人音樂治療師 Rita Wong，了解他們的設施及治療方法，實在令我大開眼界。在十

多天的行程中，我的收穫十分豐富，一方面可以學習前輩的心得，另一方面可以藉此輕鬆地休息及遊覽，

讓自己回港後在身心健康與專業技術上可以更上一層樓，把新知貢獻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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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及服務內容 節數 對象 人數 

9月 

21日

(一) 

家長講座：音樂治療於兒童發展障礙之應用 
小孩子於成長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發展障礙、專注力不足、言語發展緩慢、內向、不喜歡與人玩耍或遇到挫折時不

懂處理負面情緒等問題，音樂治療可以怎樣幫助小孩改善以上問題，到底當中是什麼原理，又是否適合您的小朋

友參加？讓資深音樂治療師伍偉文先生在此講座為你解開。 

1 家長 15 

10月 

26日

(一) 

講座：音樂心靈導航＊ 
「音樂心靈導航」是本港最新的音樂治療形式，本講座將解構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怎樣透過特定的音樂程式及藝

術媒體，幫助一些情緒或感情受困者脫離逆境，使受助者在過程中了解自我、提升心理素質及確立人生目標。 

１ 
有興趣的

朋友 
15 

待定 

課程：音樂心靈導航１－體驗及應用工作坊＊ 
學員將體驗整個 GIM 過程，認識此獨特的減壓方法，並一嘗成為「治療師」及「受助者」的滋味，更可成為日後

提升身心健康的「自療」活動之一。學員將認識 GIM 每一個步驟的技巧，了解兩個 GIM 的音樂程式，並在工作中

應用此技巧，能以音樂助己助人，為身邊的朋友及工作上的服務對象抒解身心壓力。 

６ 
有興趣的

朋友 
８ 

個別

預約 

個別音樂治療 
音樂治療是一種以音樂為主的治療活動，在歐美國家，音樂治療已被認定對自閉症及特殊需要的兒童有一定的幫

助，尤其對改善他們的語言、肌能、社交及情緒等方面均有正面的效果。音樂治療是透過各種形式之音樂活動 (例

如：音樂故事、音樂即興、角色扮演、音樂遊戲)，幫助小孩子改善情緒、加強社交溝通及提升自信，讓他們健康

快樂地成長。 

按 
情 
況 
而 
定 

發展障礙

兒童 
個人 

個別

預約 

音樂心靈導航＊ 
本港最新的音樂治療形式，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透過特定的音樂程式及藝術媒體，幫助一些情緒或感情受困者脫

離逆境，使受助者在過程中了解自我、提升心理素質及確立人生目標。 

按 
情 
況 
而 
定 

有興趣的

朋友 
個人 

預約 

音樂治療外展服務／音樂治療培訓工作坊 
由註冊音樂治療師到校或院舍提供個別或小組音樂治療，幫助參加者改善言語、社交、情緒、溝通等。另外，按

個別機構需要，提供合適的培訓工作坊給予同工，讓不懂音樂的同工也可以認識音樂治療，並學會一些帶領音樂

活動的技巧，應用於工作上。 

按 
情 
況 
而 
定 

有需要之

人士/機構 

按 
情 
況 
而 
定 

所有音樂心靈導航之講座及課程均由本港唯一擁有註冊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及註冊音樂治療師資格的伍偉文先生講授。音樂心靈導航（Guided Imagery and Music，簡

稱 GIM）是由美國音樂治療師 Helen Bonny 於 70 年代中創立的音樂治療形式，由伍偉文先生於 2008 年引入本港，成為港人洗滌心靈的音樂治療形式。 

＊ 

～閱後請與他人分享，讓音樂治療的美與善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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