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香港的註冊音樂治療師已超過60位，約有半數都是本人曾經教導過的學生，很高興他們已

經完成了海外的專業培訓課程，成為註冊音樂治療師，並開始在香港提供服務，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在2014年，除了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外，香港浸會大學也開設了「音樂治療選修科」給音

樂系學生修讀，第一個課程已吸引了將近三十位學生選修，他們不但具備了豐富的音樂知識與技能，不

少學生還具有成為音樂治療師的條件，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部分的學生也許成為本地優秀的音樂治療師。 

在最近幾個月（一月至五月），又是報考海外專業音樂治療師課程的季節，今年的報考者多以英國大學為目

標，也許他們對「心理動力學式音樂治療」比較喜歡，再加上英國的學費也比較便宜，如有興趣了解更多音樂治

療進修途徑，歡迎參加本中心即將舉辦之「音樂治療──海外專業進修課程介紹工作坊」。 

藉音樂提升身心健康 締造和諧生活 

2015 年 3 月  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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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贈閱 

伍偉文：註冊音樂治療師 (BAMT & HCPC, UK)、註冊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 (FAMI, US) 



世界各地的音樂治療師以不同形式分享自己

對音樂治療的研究、體驗、心得見解，互相

討論、學習，共同為音樂治療努力，很教人

鼓舞。參與這次會議令我發現到音樂治療的

多樣及潛能，總結一星期的旅程：新鮮、充

實，絕對開闊了我的視野。                   

陳穎怡（音樂系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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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Ceremony. Dr. Ruth Bright receives the  
Lifetime Membership Award. 

The US presenter shares about music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ain. 

The US presenter introduces lyric 
analysis interventions in psychiatric 

music therapy. 

Opening Ceremony -  
Music Performance. 

Professor Denise Grocke introduces 
Guided Imagery and Music (GIM)  

to the audience. 

Closing Ceremony -  
New Chairperson of WFMT  
Dr. Amy Clements-Cortes. 

Hong Kong students Kanice Kwan & 
Emily Yeung explain the poster  

to the participants. 

Mr. Ng's Presentation about  
Chinese Music and GIM. 

Mr. Ng's Poster Presentation. 

Mr. Ng's Presentation about his  
PhD Research Project. 

伍偉文：註冊音樂治療師（BAMT & HCPC, UK）、註冊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FAMI, US） 

作為一個學生，參加一個世界性的音樂治療會議，是一件

暨興奮又擔憂的事，興奮的是可以見識到現今在世界各地

所採用的音樂治療方法、理論及知識等；但又擔心自己不

明白當中的內容，錯失了解更多的機會。幸好在過程中，

所有講者都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講解，大會又舉行不同的工

作坊，讓我了解音樂治療不同的理論與技巧。 

朱芷慧（音樂系學生） 

會議匯聚世界各地的音樂治療學者、治療師和學生，集思廣益，一同探討音樂治療的不同領域及

發展方向、彼此交流、一同分享經驗。此行不但讓我擴闊視野，也啟發了自己在專業上的追求。 

陳思穎（音樂治療助理） 

2014 年 7 月 7 日至 12 日是全球音樂治療界的盛事──第十四屆世界音樂治療會議，這次大會在奧地利的克雷姆斯舉行，會議由世

界音樂治療聯盟主辦，而大部分的活動均在奧地利應用科技大學舉行。參加者來自 45 個國家及地區，共有接近一千位音樂治療師及學

者參與，大會安排了 4 個大型演講、207 個專題報告、45 個工作坊、26 個圓桌會議、121 個海報展覽及 6 個民族文化活動，內容非常豐

富。 

在會議的第一天，世界音樂治療聯盟頒發了多個獎項給多位對音樂治療有貢獻的人士，其中包括：獲頒終身成就獎的 Dr. Ruth 

Bright、研究及特別計劃獎的 Dr. Jayne Standley、臨床貢獻獎的 Dr. Amelia Oldfield、專業服務獎的 Dr. Petra Kernne、音樂治療推廣獎的

Dr. Sumathy Sundar 及頒發獎學金予 6 位正在不同國家進修音樂治療的學生。 

由於這次會議是在歐洲舉行，所以中國的參加者比較少，但很值得高興，約有 16 位來自香港的音樂治療師、音樂治療學生及有志

成為音樂治療師的大學音樂系學生參加這一次的會議，相信每一位的參加者均有不少的收穫。 

在會議的第二天，我發表了一個專題報告，主題為：《中國音樂與陰陽理論於音樂心靈導航中的結合》，不少國外的音樂治療師及

學者對中國音樂及中國哲學均有濃厚的興趣，有幾位參加者在專題報告完畢後仍繼續發問及討論，這真是一個國際交流的好機會。此

外，在會議中還有不少有趣的主題，讓我得到很大的啟發與學習，
有幸地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治療學生及音樂治療師，與他們

交流音樂治療的知識和發展，還可以得知各地最新的學術研究及發

展趨勢，對於還是「治療師學徒」的我來說，這一次音樂治療學術

會議實乃一個不可多得的世界盛事！ 

楊文婷（音樂治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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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 Man Ng: Registered Music Therapist (BAMT & HCPC, UK), Registered GIM Therapist (FAMI, US) 

The most globally celebrated event of the music therapy profession – The 14
th 

World Congress of Music Therapy was 

held from 7
th 

to 12
th
 July, 2014 in Krems, Austria. Hosted by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Music Therapy (WFMT), the congress 

was mainly held at IMC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Krems. There were over 1,000 music therapists, scholars and stu-

dents taking part in the world congress which included 4 spotlight sessions, 207 presentations, 45 workshops, 26 roundta-

bles, 121 poster presentations and 6 cultural program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ongress, awards were presented by the WFMT to those who had made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music therapy profession including Dr. Ruth Bright (Lifetime Membership Award), Dr. Jayne Standley (Research and 

Special Projects Award), Dr. Amelia Oldfield (Clinical Impact Award), Dr. Petra Kernne (Service Award) and Dr. Sumathy 

Sundar (Advocate of Music Therapy Award). Student scholarships were also presented to 6 students who were pursuing mu-

sic therap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s this year’s congress was held in Europe, there were fewer Chinese participants. Nonetheless, there were around 16 

participants from Hong Kong who were music therapists, music therapy students and undergraduate music students aspiring 

to become music therapists. I believe that the congress had definitely been a fruitful event for every one of us.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congress, I presented my research entitle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usic and Yin-Yang Princi-

ple in Guided Imagery and Music”. There were a number of foreign music therapists and scholars who were deeply intrigued 

by Chinese music and Chinese philosophies. Some participants even stayed behind the presentation for further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s. That was indeed a great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ideas and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I had also come 

across a lot of inspiring topics which had enriched my profession. I anticipat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participants from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joining the upcoming World Congress in 2017, striving togeth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ther-

apy service in the Chinese regions. 

Closing Ceremony -  
Music Performance. 

The 14th World Congress of Music Therapy The 14th World Congress of Music Therapy The 14th World Congress of Music Therapy (Krems, Austria)(Krems, Austria)(Krems, Austria)   

The Regional Flag of Hong Kong  
on the stage of  the World Congress of 

Music Therapy. 

All Hong Kong participants  
have dinner together. 

Cultural Activity - Drum Circle. Cultural Music Performance in the  
dining area. 

Mr. Ng and three Taiwanese  
music therapists. 

A group of CUHK & HKBU  
music students. 

A group of Hong Kong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music therapy in the UK. 

Group photo of Hong Kong participants  
on the last day.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variety in the 

approaches of music therapy. Despite all the 

differences, over 1000 music therap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passionately work in 

this field and strive to make the profession 

more  established,  widely-known  and  ac-

cepted.  Wherever  we  come  from  and 

whichever language we speak, we attempt 

to make music become more accessible 

and beneficial to human life!  

Monica Subiantoro (Music Therapist) 

I had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Congress of Music Ther-

apy. I was fascinated by the diversity of studies and applications in 

music therapy. From the continuous studies by the music therapists 

over the years, many findings and therapeutic approaches were de-

veloped scientifically. I gained a lot of inspi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from the current music therapy researches.  

Cloris Wong (Music Student) 

The experience of attending the World Congress of Music 

Therapy has by no means enriched my horizon and knowl-

edge. The pre-conference seminar provided me the op-

portunity to meet, learn and exchange ideas with music 

therapists and related workers all over the world. Mean-

while, I was able to observe how foreign music therapists 

conducted research with respect to their culture.  

Hugo Wong (Music Student) 



伍偉文：註冊音樂治療師（BAMT & HCPC, UK）、註冊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FAMI, US） 

音樂治療給抑鬱症及焦慮症患者的啟示（個案分享）音樂治療給抑鬱症及焦慮症患者的啟示（個案分享）音樂治療給抑鬱症及焦慮症患者的啟示（個案分享）   
The Inspiration of Music Therapy for People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ase Sharing)The Inspiration of Music Therapy for People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ase Sharing)The Inspiration of Music Therapy for People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ase Sharing)   

Cognitive Approach of Music Therapy Group for Elderly with DementiaCognitive Approach of Music Therapy Group for Elderly with DementiaCognitive Approach of Music Therapy Group for Elderly with Dementia   
伍偉文：註冊音樂治療師（BAMT & HCPC, UK）、註冊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FAMI,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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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主流學校、特殊學校、大專院校、特殊幼兒中心、青少年中心、特殊人士宿舍、老人院舍、社福機構及各自助組織 

與本中心合作舉行音樂治療輔導小組及員工培訓工作坊。  

伍偉文：註冊音樂治療師（BAMT & HCPC, UK）、註冊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FAMI, US） 

日期 時間 課程 適合人士 主辦機構 查詢及報名 

14 / 4 至 9 / 6（逢星期二） 7:30pm – 9:30pm 
音樂治療證書課程 

（共 8 節） 

各界人士 

（參加者不需懂得彈奏樂器或樂理） 
演藝進修學院 2584 8721 

28 / 4 至 30 / 6（逢星期二） 5:00pm – 5:45pm 
音樂治療成長小組 

（共 10 節） 

具特殊需要之幼兒及兒童 

（參加者家長必須入會成為 

協康會海富家長資源中心會員） 

協康會 

海富家長資源中心 
2777 5588 

春季：30 / 5（六） 

暑期： 11 / 7（六） 

夏季：12 / 9（六） 

7:00pm – 10:00pm 
音樂治療基礎工作坊 

（共 3 小時） 

各界人士 

（參加者不需懂得彈奏樂器或樂理） 
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 2712 9165 

14 / 7 至 21 / 8 

（逢星期二、五） 

A ： 2pm – 2:50pm 

B ： 3pm – 3:50pm 

C ： 4pm – 4:50pm 

暑期音樂治療特訓小組 

（共 12 節） 

具特殊需要之幼兒及兒童 

（參加者家長必須入會成為 

協康會海富家長資源中心會員） 

協康會 

海富家長資源中心 
2777 5588 

30 / 8（星期日） 2:00pm – 6:00pm 
音樂治療──海外專業進修 

課程介紹工作坊（共 4 小時） 

希望到海外進修 

成為專業音樂治療師的朋友 
本中心 3175 8591 

9 月至 10 月份 6:30pm – 8:15pm 音樂治療入門（共 4 節） 
各界人士 

（參加者不需懂得彈奏樂器或樂理） 

香港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 
2975 5738 

6 / 10 至 7 / 10  會議前工作坊 

8 / 10 至 10 / 10  正式會議 

9:30am – 5:30pm 

晚上另安排 

其他文化或藝術活動 

第十一屆國際表達藝術治療協會 

國際會議（共 5 天） 

對表達藝術治療有興趣的人士及專業的

治療師（參加者需按程度與興趣自行選

擇會議講題及工作坊主題） 

國際表達藝術治療協會

及藝術在醫院 

http://www.ieata.org 

2824 5320 

10 月至 12 月（日期待定） 7:30pm – 9:30pm 
音樂治療證書課程 

（共 8 節） 

各界人士 

（參加者不需懂得彈奏樂器或樂理） 
演藝進修學院 2584 8721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6 月 

部分週末密集式上課、

而一般實習多安排於 

星期六早上及平日晚上 

音樂治療深造文憑 

（共 1.5 年） 

社工、音樂老師、鋼琴老師、心理 

輔導員及各界人士（參加者需擁有學

位、具五級鋼琴及基本吉他彈唱水平） 

香港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 
2975 5738 

2016 年 4 月至 6 月 

逢星期三、四 

逢星期六 

  

7:30pm – 10:00pm 

6:00pm – 10:00pm 

音樂治療基礎證書 

（共 60 小時） 

社工、老師、各界人士 

（參加者需具五級鋼琴水平） 

香港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 
2975 5738 

音樂治療──輔助讀寫困難的學生重新掌握學習技巧音樂治療──輔助讀寫困難的學生重新掌握學習技巧音樂治療──輔助讀寫困難的學生重新掌握學習技巧   
Music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Dyslexia to ReMusic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Dyslexia to ReMusic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Dyslexia to Re---master Learning Skillsmaster Learning Skillsmaster Learning Skills   



Shop 109, 1/F, West Coast International Building,  
290-296 Un Chau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K    
Tel: (852) -3175-8591  Fax: (852) -3175-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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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後請與他人分享，讓音樂治療的美與善廣傳～  

音樂治療──海外專業進修課程介紹工作坊 

日 期  2015 年 8 月 30 日 （星期日 ) 時 間  2:00pm – 6:00pm  

地 點  專業音樂治療中心  費 用  $800 

報 名  

請以電郵形式把姓名、電話及電郵地址發到本中心， 

然後於一星期內把支票寄到本中心作實。  

【支票抬頭：專業音樂治療中心（香港）有限公司】 

備 註  
本工作坊適合有志成為音樂治療師的朋友 

或其家長參加。 

伍偉文：註冊音樂治療師 (BAMT & HCPC, UK)、註冊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 (FAMI, US) 

很多學習音樂的朋友都以成為「音樂治療師」作為理想，但一般人都不知道音樂治療共有十多個不同的學派，其

中主要有 Psychodynamic Music Therapy、Behavioural Music Therapy、Creative Music Therapy 及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Music)．．．而英國、美國及澳洲的學制及註冊制度有什麼不同？國內的音樂治療課

程發展至怎樣的階段？報考大學課程時需要如何準備？成為音樂治療師後在香港的工作前景又如何？ 

本中心總監伍偉文先生是英國註冊音樂治療師（BAMT & HCPC）及美國註冊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FAMI），於

本地教授多個音樂治療課程，其中包括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及香港演藝學院。伍先生每

年均參與世界性之音樂治療會議， 向海外專家發表論文及研究心得，而國內外之大學及社福機構也曾邀請伍先生

教授音樂治療課程或督導學員進行實習，因此對不同國家的課程內容及學制有深入的認識。 

在工作坊裡，伍先生除了提供音樂治療專業進修的資訊外，還會以個案及活動形式讓參加者體驗不同學派的音樂治療方

法，協助想成為音樂治療師的朋友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學派及大學課程，讓學習更具成效，前景更向光明。 

Music Therapy Music Therapy Music Therapy ———   Introductory Workshop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OverseasIntroductory Workshop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OverseasIntroductory Workshop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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