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 (852)-3175-8591  Fax: (852)-3175-8592  Email: info@mtpro.com.hk   Website: www.mtpro.com.hk 

殿堂級音樂治療大師  Dr. Clive 

Robbins來港舉行 Creative  Music 

Therapy工作坊，學員們獲益良多！ 

英國 Kingston University 舊生會

聚餐上與眾畢業生及導師合照。 

實習學生 Fanny(中)邀請伍 Sir

到英國一所復康機構的音樂治

療室參觀及與當地治療師交流。 

伍Sir在英國音樂治療會議與主講

嘉賓Rachel Darnley-Smith合照。 

音樂治療活動錦囊的學生正設計治

療活動！ 

專業音樂治療中心於 2007 年成立以來，服務正不斷發展，由最初只提供幼兒音樂治療服務發展到成人音

樂治療服務（音樂心靈導航）、外展長者音樂治療小組、在主流學校及特殊學校裡舉辦治療小組、提供機

構員工培訓、與教育機構合辦課程及舉辦音樂治療大師工作坊。 
 

在過去的日子，我們的員工積極地參與各種專業培訓，例如：在去年暑假，我們一行四人到北京參加音樂

心靈導航第一階段的專業培訓，為成為專業的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打好基礎；此外，本中心總監伍偉文先

生更參與了多個國際音樂治療會議，足跡涉及英國、美國、澳洲及阿根廷等國家，在會議中發表專題演講，

向海外同業分享研究心得，並將中國音樂推廣至音樂治療中應用。 
 

在今年四月份，本中心有幸邀請到世界知名的音樂治療大師 Dr. Clive Robbins 為我們舉辦的五天工作坊

擔任導師，讓參加者真正認識到 Nordoff-Robbins Music Therapy (Creative Music Therapy)。在今年七

月份，我們將邀請另一位音樂治療大師 Prof. Joseph Moreno 來港舉行三天的工作坊，我們希望借助音樂

治療大師們的專業知識，提高港人對音樂治療的認識，同時亦希望鼓勵更多有志投身音樂治療師的朋友找

到人生目標，與我們一同向專業邁進。 

伍 Sir在英國音樂治療會議發表

有關中國音樂及音樂心靈導航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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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第 六 期 

音樂治療深造文憑的學生正在參與

伍Sir的督導！ 

伍 Sir 為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

處舉行音樂治療同工培訓工作坊。 

*Prof. Joseph Moreno之音樂治療工作坊介紹請參閱第6頁，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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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thrilled with Prof. Clive Robbins’s expertise, energy and pas-

sion that enlighten my knowledge and will to become a music 

therapist, eagerly.                                                                                 Miss Lo 
Aiming to be a music therapist 

工作坊讓我明白及體驗音樂是一個表達自己的良好媒介；同時，

透過個案分享及討論，帶出輔導有需要兒童的技巧。今次參與獲益

良多，使我對音樂的應用給予很大的啟發。 

何小姐 老師 

透過 case study、不同的練習和與講者交流，令我明白 Creative 

Music Therapy 的影響力和重要性，這五天真是獲益良多。導師教

授理論和技巧時都以有趣的方法教導。 

梁小姐 老師 

Very interesting indeed!  It opens up the mind and teaches us a very 
creative way of making music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Miss Wong 

音樂是一條能開啟人內心深處的鑰匙。 

劉小姐 言語治療師 

工作坊透過 video及導師即場講解，令我更全面了解有

關 Creative Music Therapy的知識；另外，我十分享

受與同工共同參予有關的音樂活動，自我體驗音樂的力

量比只說話更有效。                   葉小姐 社工 

That's the Happiest Easter I’ve ever had!  
Ms Chan  Teacher 

                音樂治療小字典 

Nordoff-Robbins Music Therapy (N-RMT) 

又稱為 Creative Music Therapy 是由 Paul 

Nordoff 及 Clive Robbins 兩人在 60 年代共同

創建的音樂治療學派。Paul Nordoff 是一位作

曲家及鋼琴家，而 Clive Robbins 是一位特殊教

育專家，二人在治療時通過即興演奏的創造過

程，讓參加者投入音樂世界裡，把他們的潛能引

發出來，並把相關的治療元素滲透在音樂活動

中，繼而幫助參加者改善身心及社交等治療目

標。現 在，英 國、美 國、德 國 及 澳 洲 均 設 有

Nordoff-Robbins Music Therapy Centre，為

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治療服務，同時與不同的大

學合作，積極培訓專業的音樂治療師。 

大家在剛過去的復活節假期是到處遊玩，還是留在家中休息呢？在這個難得的五天假期中，有二十多位朋友參與了本中

心舉辦的 Creative Music Therapy 工作坊，並由年屆 82 歲的殿堂級音樂治療大師 Dr. Clive Robbins 擔任導師。你們不

要以為同學們將整個假期用來參與工作坊便覺得很苦，其實，同學們隨着導師那輕鬆及務實的手法參與活動，大家一邊

學習，一邊享受，享受着這個愉快又充實的復活節假期呢！請看看同學們在參與工作坊後的分享： 



  信義會「美樂滌心靈」 

音樂治療體驗暨實務手冊簡介會(加場版) 

 

日期： 2010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1 時 30 分至 6 時 

地點：香港童軍總會 

對象：業界同工 (曾報名參與去年簡介會之後補人士) 

內容：音樂體驗、服務經驗分享及展覽等 

負責單位：信義會馬鞍山長者地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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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an honour for me offer the workshop in Hong Kong at the Professional Music 

Therapy Centre from April 2 to 6, 2010. It was also a great delight to share my ex-

periences and resources in music therapy with such eager and perceptive participants. I 

am grateful to Mr. Ng, Wai Man for his initiative in arranging the course, and for bringing 

together the participants in such pleasant and convenient workshopping conditions.  

 

It was a pleasure getting to know the participants better day by day as they opened up to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taking on more of the piano playing, and asking questions. I was 

impressed by their sensitivity and receptiveness, their willingness to take part, and I truly 

admired the level of musicianship they displayed. It was a most rewarding course to give. 
 

 

Lastly, may I offer my congratulations to Wai Man for what his efforts are achieving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sic therapy in Hong Kong, and for tirelessly meeting through music the 

wide range of needs his clients are presenting. He is a true pioneer and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needs him. His 

services to 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with a professional interest in music therapy in providing an 

introductory training for them are no less significant. The Professional Music Therapy Centre he and his col-

leagues have established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exemplar of what a music therapy center should be and is 

fulfilling a unique role in Hong Kong. It deserves all the recognition it can get. It was an honor to be invited to 

contribute to its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Dr. Clive Robbins MT-BC 

心光恩望學校 

公益金資助 

「成立視障、智障兼多種弱能之音樂教育資源中心」計劃工作坊 

如何應用音樂元素協助學生學習 

日期： 2010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地點：香港薄扶林道 131 號心光學校禮堂 

對象：教育界同工  

查詢：心光恩望學校陳心怡老師 

(電話： 2817 0503 ； Email ： music@ebenezer-enhs.edu.hk) 

（一）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KU SPACE) 主辦的「音樂治療基礎證書」分別於 7 月 19 日及 9 月 21 日開課，本課程適合

具有五級鋼琴基礎的人士參加，詳情請瀏覽網頁 http://hkuspace.hku.hk/cht/。 

（二） 由香港演藝學院演藝進修學院 (HKAPA EXCEL) 主辦的「音樂治療活動錦囊」及『音樂治療：「音樂心靈導航」體驗工作坊』 

分別於7月5日及7月7 日開課，參加者無需音樂基礎，詳情請瀏覽網頁 http://www.hkapa.edu/。 

http://hkuspace.hku.hk/cht/
http://www.hkapa.edu/


近日，義工黃福榮在青海捨身救人，感動神州大地，同時揭示港人對義務工作的熱誠，根據義務工作發展局的調

查，本港義工在 2009 年的服務總時數已達 8700 萬小時，比 2001 年增加超過一倍。 
 

早在專業音樂治療中心成立之前，我已經常常帶領一群香港大學的學生到一些志願機構進行義工活動。由於這些

學生都是音樂專才，我們都會在探訪中與參加者一同敲打樂器、聆聽音樂、作曲、填詞及唱歌，與他們分享音樂

的樂趣，並藉著音解開心中的鬱結，鼓勵他們勇敢面對人生。在這短短數年之間，我們的音樂義工服務已達到 100

場次，受惠的機構共有十多個，其中包括：匡智會、香港盲人輔導會、青山醫院、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香港黏

多醣症暨罕有遺傳病互助小組、明愛、東華三院及救世軍等。 
 

近年來，由於專業音樂治療中心的工作日趨繁忙，所以暫時無暇親身帶領音樂義工活動，因而轉投幕後工作，並

參加了香港心理衛生會的義工服務小組委員會，為他們策劃義工培訓及探訪活動，讓該會四百多名義工能發揮所

長，為有需要的人士服務，共建和諧互愛的社會。 
 

期盼在不久的將來，再帶領一群音樂專才，一起奏著柔和的樂韻及優美的旋律，把我們的愛心傳送到香港每一個

角落。如果您想加入香港心理衛生會的義工行列，歡迎直接聯絡香港心理衛生會（電話： 25284656 或電郵：

coe@mhahk.org.hk）；如希望參加音樂義工服務，請與本中心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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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全英國共有七間大學開設專業音樂治療師課程，早期的大學只頒發音樂治療學士後文憑，然而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簡稱 ARU）是第一間直接開辦音樂治療碩士課程的大學，它們除了注重實務工作外，還很重

視學術研究，因此，大學聘請了多位國際知名的專家為導師，其中包括： Tony Wigram、Helen Odell-Miller 及

Amelia Oldfield。 
 

在 2010 年 2 月 26 及 27 日，ARU 舉辦了一次音樂治療學術會議，主題為「音樂治療中的音樂」。兩日以來，專

題講座共有 25 場，而參加人數約有二百人。 我有幸參與其中，並以「音樂程式『收穫』：中國音樂於音樂心靈

導航中的探究」作為講題，向歐洲的音樂治療專家介紹中國音樂如何應用於音樂治療中，參加者反應很好，均表

示對中國音樂的熱愛，並希望馬上體驗一次「音樂心靈導航」。 
 

在兩天的會議中，我巧遇兩位老師（Rachel Darley-Smith 及 Amelia Oldfield）、一位英國同學、三位台灣學生

及三位香港學生，與他們分享學習心得及工作經驗。總的來說，在這兩天的收穫真是很豐富，一方面可以分享我

的研究心得，另一方面也可以吸收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期盼更多香港音樂治療師走進學術研究的領域，為開設

本地專業培訓課程而打好基礎。 

相關網頁： http://www.anglia.ac.uk/musicofmusic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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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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年初，我獲邀到觀塘一所長者中心帶領音樂治療小組，參加者的年齡均屆乎六十五歲至八十歲的長

者，他們的行動雖然尚算方便，但性格卻比較內向，遇到朋友時只是簡單寒暄幾句，絕不會講述自己的需

要或內心的感覺，因此社工姑娘希望能藉著音樂治療打開他們的心窗，讓他們多表達自己，建立良好的社

交關係。 

 

在小組的最初幾節中，他們似乎仍然表現得很拘謹，彼此亦未能投入活動中，所以我準備在第四節中加入

紙黏土的元素。在第四節開始時，我先安排了一個熱身活動，讓長者們即興敲打樂器，自由地表達近日的

情緒，他們都顯得非常輕鬆，心情似乎不錯。隨後，我把紙黏土拿出來，給每人分派一小塊，請他們聽著

音樂隨意按壓紙黏土，約兩分鐘後，我告訴他們：「今天的主題是自己最喜歡的食物。」長者們馬上回應：

「我從來沒有做過紙黏土，我真不懂得怎樣做！」我隨即鼓勵他們說：「我們的作品不在乎美與醜，只在

乎能否把心意表達出來。」不到十分鐘後，長者們紛紛完成了作品。 

 

張婆婆分享說：「我造了兩個楊桃，一個蟠桃，一個叉燒

包及一個芝麻湯圓，因為我的牙齒不太好，所以特別喜歡

柔軟的食物。」一眾長者聽到張婆婆的分享馬上大笑起

來。陳伯伯接著說：「我最喜歡吃香蕉，因為多吃香蕉可

以使大便暢通。」其他人聽了陳伯伯的分享立時笑得更厲

害，就在這個氣氛下，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嘻嘻哈哈的

渡過了一小時；在小組完結時，長者們明顯相熟起來，彼

此多了溝通，這都有賴於一塊小小的紙黏土。 

 

在後來的幾節治療中，由於長者們已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因此可以在音樂中抒發情緒，把過往的經歷在

小組中分享，並能彼此鼓勵。在最後的一節裡，長者們都捨不得結束小組，紛紛向姑娘查問：「什麼時候

再有同類的小組？我要再次參加！」我也期盼日後再次為他們服務，向他們分享更多美妙動聽的樂韻。 

張婆婆的作品 陳伯伯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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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們在小組中一起參與即興合奏 

長者們做的作品
如餃子、湯圓等，
真 的 想 拿 來 吃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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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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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18日 (星期五至日) 

時間 10：00am－5：15pm (午膳時間1：00pm－2：15pm) 

費用 $2800 (6月18日前報名$2300)  

地點 九龍長沙灣元州街 290-296 號西岸國際大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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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ning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music therapy, the program will continue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the 

sources of music therapy, as well as art, dance and drama therapies, in the indigenous world traditions of 

music and healing. This helps to place music therapy in its cultural and anthropological context. Rather than 

an adjunctive therapy, as it is too often perceived, music therapy is really a basic approach to psychotherapy 

that, in its primal forms, has been and continues to be practiced globally in many cultures. 
 

The workshop will continue with an emphasis on experiential work in a variety of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music psychotherapy. The work in music and psychodrama is a special and dynamic area in 

which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explore personal issues through drama that is integrated with improvised 

music utilizing such techniques as musical warm-up, doubling, modeling, mirroring and more.         

Prof. Joseph Moreno 是美國 Maryville University 音樂治療系榮譽教授，Moreno Institute for the Creative Arts Therapies 總監，他富創作性及突破性將音樂

與心理劇帶入小組治療的手法更被國際公認。其著作"Acting Your Inner Music: Music Therapy and Psychodrama" 更已翻譯成中文《音樂治療及心理劇－演出

你內心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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