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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麗儀護理安老院10週年表演中，

一班長者經過十多節的音樂治療後，

在台上自信地合奏。 

南馬鞍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一班婦女

義工參加音樂治療講座，學習怎樣運

用音樂助己助人。 

香港基督教信義會一直與伍 Sir

合作發展音樂治療，在美樂滌心

靈分享會特別邀請他講解。 

伍Sir應竹韻小集之邀請於玩味中

樂主講「中樂與治療」講座。 

香港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之

「耆樂創藝展心聲」同工分享會。 

回顧音樂治療在香港的發展，至今已有二十多個年頭了。在最初的二十年裡，音樂治療師在特殊幼

兒中心及特殊學校中積極地推廣，並與不同的復康機構合辦初階課程，所以一群投身特殊教育的老師、

家長及復康同工們對音樂治療已有初步的認識，也奠定了香港音樂治療教育的基礎。 

到了廿一世紀，音樂治療教育日漸普及，希望認識音樂治療的人士已不限於特殊教育工作者及復康

機構的同工，而漸漸轉移到大眾提升個人心理質素上的需求，例如：自我了解、發揮潛能、情緒舒緩、

改善人際關係 . . . 因此，多間專上院校均開辦了音樂治療選修課程，其中包括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及英國京士頓大學音樂系（香港課程）；另外，不少培訓機構同時舉辦了不同形式

的音樂治療短期課程，其中有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演藝學院專業進修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學生

輔學處、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專業培訓中心及香港工會聯合會業餘進修中心等，在這些學術及培訓機構的

推動下，音樂治療與群眾的距離越趨拉近。 

承接這個趨勢，我們準備在2010年4月及7月邀請兩位國際知名的音樂治療大師來港舉行工作坊， 

他們分別是 Creative Music Therapy的始創人*Prof. Clive Robbins 及 Music Psychodrama 的始創人 

Prof. Joseph Moreno，希望藉著兩位專家的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提升本地音樂治療的水平，最終讓 

更多音樂治療愛好者及接受服務者受惠。我們衷心期盼兩位大師的來臨與分享，也期望在工作坊裡與您

相遇，一同向大師學習。 

伍 Sir在香港大學社工系講學，

同學代表感謝他的悉心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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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0 年 1 月   第 五 期 

伍Sir於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向

一群精神科護士講解音樂治療原理

及分享治療經驗。 

伍 Sir 到澳洲參與音樂與意象協

會第四屆會議時，與留澳學生共

進晚餐。 

*Prof. Clive Robbins 之工作坊介紹請參閱第6頁，Prof. Joseph Moreno之音樂心理劇工作坊資料則於下期通訊刊登，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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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其中一些已開辦音樂治療課程之院校代表及學生對舉辦及參與音樂治療課程的分享： 
Following is some of the sharing from the representatives and students of institutes offering music therap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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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students in the Music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have expressed interest in the field of 

music therapy.  Although this profession is not especially well known in 

Hong Kong, they have learned of it through documentaries and 

through their own reading.  The music therapy course currently being 

taught at the CUHK by Mr. Raymond Ng has introduced them to this 

field and helped them perceive their chosen subject from a new per-

spective.  Most of these students will not pursue a professional career in 

music therapy, but the experience has nonetheless broadened and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usic’s function and its importanc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s I want to be a music therapist in the 
future, I took two music therapy modules 
taught by Mr. Ng in CUHK. It is fruitful to 
take these two modules since I am able 
to have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n dif-
ferent music therapy approaches, which 
is useful for me to choose a suitable ap-
proach in my graduate school later...... I 
want to thank Mr. Ng for teaching me for 
two useful courses and providing many 
chances for me to explore in music ther-
apy by being his assistant... 

...The GIM workshop guides me to 
know more about myself and helps 
me to be free from pressure. It is so 
amazing that music is not just for 
leisure. Music is also a medium for 
communication.... 

...As an experienced piano teacher, I occasionally met some students with emotional or physical problems 
which I could not handle properly. I found that the music therapy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I have learned is 
very useful in my piano teaching as the response and feedback from the students very positive and effective...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I am able to increase their concentration in learning.... 

The School of Music’s elective course in Music Therapy in the 
BMus (Hons) programme is proving to be very popular with 
students. It gives an additional dimension to the students’ 
musical training and raises their awareness of the healing and 
transforming powers of music. Whilst some may be inspired to 
pursue further studies and become professionally qualified 
music therapists, others are able to utilize aspects of the 
knowledge gained in their performing careers as concerts need 
not take place only in concert halls but also in homes for the 
elderly, schools for the disabled, hospitals, and so on.  This is 
good news ind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s and music in 
Hong Kong. 

Dr. Margaret Lynn  
Consultant of School of Music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Yung Kin Ting 
CUHK Music Student 

Jammie Lo 
HKAPA EXCEL Student 

Suzanie Tsang 
Kingston University and 

HKU SPACE Student 

...Through taking this module, my mind can be refreshed and 
relaxed.  Moreover it enables me to learn how to make use of 
music to help people in need.  I enjoyed the lessons provided by 
Mr Ng.  The lessons are interactive and informative... 

Camilla Li 
HKAPA Music Student 

Prof. Michael E. McClellan  
Associate Professor & Chairman, Music Departm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澳洲音樂與意象協會於 2009 年 9 月 5 日及 6 日在墨爾本舉行了第四屆

GIM 會議，主題為： Reconnections – Drawing the Threads Together。 

  會議的第一天，內容主要集中在 GIM 於醫療復康上的應用，其中 Dr. 

Alison Short 主講的題目「Integrating the healthcare experience using 

GIM」特別吸引我。到了會議的第二天，內容轉向了 GIM 在其他方面的應

用與發展，我主講了一個題目「音樂程式『收穫』：中國音樂於 GIM 中的

探究」(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usic in GIM Music Programme 

“Harvest”) ，對外國人而言，中國音樂被應用於 GIM 治療中是全新的概

念，所以參加者特別期待我的分享。我先介紹了中國音樂的特點及創作「收

穫」的理念，然後請參加者閉目聆聽音樂及回想自己的童年，其後邀請他們

把人生的收穫繪畫在畫紙上，他們都有很深刻的體會，有一位參加者更即席

創作了一首詩歌（Harvest）抒發情懷，讓我們明白到音樂無分國界，不同

民族的音樂同樣可以感動我們。 

總的來說，最令我興奮的，就是中國音樂已正式

成為 GIM 的治療音樂，並得到外國人的接納與認同；

於 2010 年，  我準備再以中國音樂設計一個 GIM 的治

療音樂程式，並在歐洲的 GIM 會議中發表，我衷心希

望中國音樂將來成為世界各國廣泛應用的一種治療音

樂。 

伍偉文 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GIM Therap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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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eeply believe the intrinsic power and effect that music has on people. 
Studying my Master degree in UK further open up my eyes to the complexities of 

human psyche, I realized there was a worldwide interest in using music in well-being 
and social inclusion and also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how music in various forms can 
support many different client groups like children with autism, adults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 and elderly with dementia etc.  

Music therapy is not an easy profession, I need to be highly equipped with musical 
skills, psychology knowledge, strong sensitivity on human beings.  It is indeed a very 
demanding profession.  I am sure the training in UK will further equipped me toward a 
successful therapist, contributing to the societ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Hongkongers later. 

Fanny Lo 
MA in Music Therapy Student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 UK 

Harvest 
Lead me forth, lead me on. 

Now is here, now is gone: 

Flowing forth in melody 

Like the ever-moving sea. 

 

Building up to a flow, 

Sometimes fierce, never slow. 

Music flowing forth for me 

In this glorious symphony. 

 

Let this symphony just be 

Glorious now and truly free: 

East meets West  

 In this quest. 

 

Golden melodies tumble free 

Right into the endless sea: 

Spiralling above the earth, 
Granting us all new birth.  

 
— by Mary Roudie,  

Inspired by Wai Man Ng 

Fanny  (2nd  from  right,  upper  row) 
with  her  classmates  in  the  MA  in 
Music Therapy Programme. 



    多年以來，音樂在我的生活中自是不可缺少的一種元素。以往作為一個
音樂系的學生，目標是很明確的，就是學習音樂的理論、歷史，甚至風格 ; 
喜歡演奏的，音樂甚至樂器的本身就是一種媒介，透過不斷的練習，提昇個
人的演奏技術，為的是獲得別人的欣賞與讚美。 
    剛過去的暑假，適逢一位來自美國的音樂心靈導航(GIM)專家 -- 

Frances Goldberg 老師到北京作 GIM 課程 Level 1 的教學。在約一星期密集

式的學習中，與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學習 GIM 的基礎理論，由導師一步一步
地帶引着我們，嘗試在實習的時間中如何擔當一位音樂心靈導航的治療師，
以及體驗當聆聽者在音樂旅程中作出想像。雖然只是 Level 1(共有 3 Levels)
的程度，但對於我來說，在音樂引導下進入自己的音樂想像中，隨着治療師
支持的聲音陪伴下完成了一次的音樂旅程，接着，聆聽者繪畫一幅代表在想
像中的圖畫，最後跟導師分享自己在生活中遇上的工作壓力、人際關係等不
同問題時，不禁驚嘆音樂原來是具有無窮的力量，亦對自己所面對的問題得
到新的見解、新的鈍悟，了解及認識自己更多。 
    在 GIM 的課程中，同學的分享是我最喜歡的部份。在現實生活中，不論工作上，或者是人與人之
間的問題都為自己帶來不同程度的壓力，隨着大家在真誠的學習中，說出了很多心底話，從各人的分享
中彼此互相支持與學習，最後更送上無限的祝福。在此要感謝 Frances 老師、伍 Sir 以及一班在北京一
同學習的同學，在短短的學習日子裏，由第一天我們各人都帶着不同的困惑，經過老師的指導下，讓音
樂帶領我們進入一次又一次的音樂旅程中，感受音樂給我們的力量。在不講求學術性、技巧性的環境下，
享受音樂帶來的支持與鼓勵。             

                    Edith 

2009 年 8 月中旬，中國 GIM 協會舉辦邀請了美國的 Frances Smith Goldberg 舉行了 GIM Training Level 1 的培訓，

她是 GIM 督導導師、AMI MT-BC、美國加利福利亞整合治療研究會，表達性藝術治療副教授，美國加利福利亞大學臨

床副教授，有著 31 年個體心理治療及音樂治療臨床經驗。伍 Sir 於今次的培訓中擔任助教，講解 GIM 的理念、過程、

技巧及督導各學員的實踐學習過程。學員們在經過今次的培訓後，無論在個人成長或是專業的學識上的獲益良多。以下

是部份學員的分享: 

  回想以往每逄想起因病去世的媽媽，眼淚總是不受控制的如泉水
湧出來。 
  媽媽於 98 年因癌病去世，那時剛畢業的我，只管把全部精神放在
剛開始的教師工作，處理學生問題、備課，對新工仍的適應已消耗了
我所有精力，那有時間及精神處理媽媽逝世所帶來的傷痛。久而久之，
便常把那傷痛埋在心裡。只有時於一個人的時間才會「病發」。如是
者，影響我的情緒達十一年，一直也沒有正視這個情況。 
  直至今年八月，偶然有一個機會到北
京參加 GIM 的初級課程，在課程中一環節

是由導師Frances邀請一個同學作GIM示
範，巧合地我是被邀請的一位，就是這樣，
我的生命也隨之而改變。在那次 GIM 的示
範中，我想像見到媽媽，我和她有很多的
對話，最後她說要回天家去，我看著她的
身影升上天上去，最後出現在我的想像
中，是她一副笑臉，我感到欣慰。 
  從此以後，每當我想到媽媽時，也見到她在我的想像中的那副笑
臉，一切的愁緒也揮去了。我也驚訝 GIM 的果效。 

 小真 

有機會表達自己內心感受及情緒，
又從同學中獲得鼓勵及互相祝福，
是 Edith今次訓練中最大的收穫。 

導師 Frances(下排左二)、伍 Sir及參與 GIM 
Level 1 基礎訓練的學員於課程完結後一起
吃晚飯，分享這幾日來的收穫和感受。 

註：音樂心靈導航（Guided Imagery and 

Music，簡稱 GIM）是由美國音樂治療師

Helen Bonny 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創立出

來的一種以聆聽音樂為主的音樂心理治療

模式，在聆聽音樂時，治療師會引導參加者

把潛意識裡的訊息化成豐富的想像，把內心

的情緒發洩出來，而不同的音樂更可進一步

帶領我們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了解自己的

需要及治療心中的傷痛。 

小真在這次訓練中釋放了對媽媽
離世的鬱結，圖中的笑臉就是她在
想像中看見媽媽已回天家去。 

4 



  華廸（化名）是一位小六男生，在校內的成績中等，老師給他的評語是「未盡全力，盼能更主動學習」，

這是因為華廸的學習動機很低，當媽媽多給一點推動時，他便用功一點，但媽媽稍為少一點推動時，他便不太理

會，所以媽媽特別傷腦筋。 

  在第五節的音樂治療小組中，我播放著海頓了大提琴協奏曲，然後請華廸把家人繪畫在畫紙上，再向組員介

紹每個人的性格，最令我驚訝的，就是華廸的坦白：「左邊那一個是我的後父，我的爸爸拿走了媽媽的錢去賭博，

所以他們在我六歲的時候已離婚，而我與後父平時沒有什麼話說，每天只是打打招呼而已...  媽媽是一個很有愛心

的人，當我的成績不太理想的時候，她不會罵我，只會鼓勵我，所以我很尊重她... 我旁邊的是我的愛犬── Q 仔，

牠很可愛，因為牠每天都與我一同睡覺，是我的好朋友。」 

  在介紹完畢後，我請華廸邀請組員扮演他的後父、媽媽和 Q 仔，並以樂器互

相溝通，他們扮演得很傳神，例如：他只向「後父」打了兩下搖鼓便再沒有溝通了，

此外，對「媽媽」的溫柔也在音樂中表演出來，而對「Q 仔」的喜樂同樣在樂聲中

表露無遺。在這一節的治療中，音樂與繪畫反映出華廸的家庭關係，我和老師們大

概猜到他缺乏學習動機的其中一個原因──家庭關係，因此我與家長反映了問題，

希望可以共同努力，幫助華廸作出協調與改善，讓他可以改善與家人的關係，把真

正的個人潛能發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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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者山興(中)與鳳華(右)在表演

前接受訪問。 

經過16節的音樂治療小組訓練，８位長者由本來不擅長玩樂器、沒有信心，到能走到表演舞台上一起合奏「漫步人生

路」、「萬水千山總是情」及「世界真細小」。他們歡樂、自信的一面，在短短的表演中表露無遺，也給台下的觀眾

很大的鼓舞！以下訪問了姚山興和王鳳華兩位長者有關參與音樂治療小組及表演的感受。 

恩恩：本中心職員恩恩  受訪參加者：山興、鳳華 
恩恩：以前有沒有嘗試過大合奏? 
山興、鳳華：沒有啊，都是第一次參與呢！ 
 
恩恩：參加音樂治療小組後有什麼感受? 
鳳華：我很開心，可以玩樂器、聽歌、唱歌！ 
山興：老實說，初時真的不太習慣，但後來就習慣了，還很

投入，樂在其中呢！ 
 
恩恩：在小組中學到什麼? 
山興：我學會打鼓及一些敲擊樂的玩法，又覺得自己的音樂

感強了，很有滿足感! 
鳳華：我認識了一些新朋友，又與一起參與的舍友多了傾談

話題，大家的情誼更加深了哩。 
 
恩恩：參加小組後心情有沒有什麼變化? 
鳳華：沒有以前那麼煩躁了，以前會因為身體不好的緣故，

時常發脾氣，心情很受影響，現在已學懂怎樣紓緩了! 
 
恩恩：您最喜歡玩哪種樂器? 
山興：打鼓  鳳華：玩沙鎚 
恩恩：希望之後有機會再玩嗎？ 
山興、鳳華：當然想繼續玩啊！ 

看！參加者自信地在台
前表演，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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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廸的一家人 



Shop 109, 1/F, West Coast International Building ,  

290-296 Un Chau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    

Tel: (852) -3175-8591  Fax: (852) -3175-8592   

Email: info@mtpro.com.hk   Website: www.mtpro.com.hk 

   

日期 2010年4月2-6日 (星期五至二, 公眾假期) 2010年4月2日 (星期五) 

時間 9:15am-5:45pm (午膳時間1-2pm) 7:00pm-9:30pm  

費用 $3800，全日制學生$3200 (2月12日前報名$3200，全日制學生$2800)  $200 

地點 九龍長沙灣元州街 290-296 號西岸國際大廈 7 樓  

備註 適合特殊教育、幼兒教育工作者及音樂治療愛好者參加。詳情請瀏覽本中心網頁及下載報名表。名額有限，欲免向隅，報名從速。  

～閱後請與他人分享，讓音樂治療的美與善廣傳～  

I a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my visit to Hong Kong in April 2010 and to sharing aspects of the 

Creative Music Therapy practice that I originally developed with the American musician Paul Nordoff.  My 

own background was professionally in Special Education, and privately in music.  Our work had strong 

practical foundations.  Paul Nordoff was a gifted composer and accomplished pianist and this enabled us 

to investigate variously handicapped children‘s sensitivities and capabilities livingly and directly in the 

classroom, and to create music that effectively engaged them.  In working with children individually we 

largely based our work on improvisation: in working with group of children we relied mainly on composing 

songs, arrangements for simple instruments the children would play, and musically structured plays and 

games.  As we wrote about our work, published the music we had written, and began to teach music 

therapy courses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we attracted enthusiastic young students in many countries.  As 

they, in turn, graduated and gained experience they became professional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literature 

of Creative Music Therapy and to its musical resources.  In its fifty years of development Creative Music 

Therapy has become an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body of music therapy knowledge and skill.  It will be a 

privilege to share this with educators, musicians,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 specialists in Hong Kong. 

     Clive Robbins               

Prof. Clive Robbins 是美國紐約大學
音 樂 治 療 系的 兼 任 臨床 教 授，亦是
Creative Music Therapy 的始創人， 
於一九六零年代已是一位傑出的音樂
治療師。現今，美國、英國、澳洲及世
界 多 個 國 家 均 有 其 音 樂 治 療 中 心
(Nordoff-Robbins Music Therapy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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