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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音樂治療中心成立了約四個月， 在三位註冊音樂治療師及其他同工的努力下， 客戶已經由特殊需要小
朋友擴展到患上情緒病、抑鬱症、工作壓力及失戀的青少年與成年人士， 而且不少的學校也邀請我們到校內為一
些資優學生、 情緒及行為問題學生開設音樂治療小組， 同時，有多間學校及青少年中心亦邀請本中心到校內舉
行音樂治療同工培訓工作坊，讓更多老師及社工認識音樂的力量。 
 
  專業音樂治療中心的成立也引起傳媒及社會的關注，在短短的三個月裡，我們已經接受了六間報社、三間電
視台及兩本雜誌社的訪問，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希望把「音樂能提升身心健康」的訊息向社會大眾分享，讓繁忙的
都市人可以藉著美妙的樂韻，使心靈得以鬆綁。 
 
  此外，專業音樂治療中心也成為了本地及海外音樂治療師的交流平台，在這幾個月來， 分別來自澳洲、美國、
台灣及本地多位音樂治療師曾到訪本中心，舉行及參與音樂治療交流活動，一方面，我們可以團結一群本地的音
樂治療師，另一方面，專業的交流可提升本地音樂治療師的質素，讓更多市民獲得更優質的音樂治療服務。 
 
  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會緊守崗位，繼續為不同需要的人士提供專業服務，同時，我們將會為香港的音樂治
療服務開創更多新領域，不管在新理念、新技巧、新音樂風格、新服務對象或新合作形式上，我們都會努力鑽研，
讓音樂治療繼續在香港成長，成為更多港人的祝福。 
 

註冊音樂治療師伍偉文先生(Raymond) 

總監的話 

was very impressed to see the professional setup of the centre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 rooms for individual music 
therapy sessions –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Mr. Ng having thought about giving good facilities for training with 
one way screen and video cameras, so that a music therapy student can watch from the outside or so that the stu-
dent intern can receive qualified music therapy supervision based upon high quality documentation. 
 
                     I know how hard it is to be a pioneer as I have been myself - I started an academic music therapy program at 
Aalborg University in Denmark in 1980 and it is still existing and has just had its’ 25 years celebration.  It is a 
Bachelor, Masters and Doctoral program in music therapy and it took a lot to build that up from the ground.  But it is 
really worth it – and I started as Mr. Ng with a private practice centre in 1980 at the same time as I started building 
up the academic program.  Somebody has to do the hard work in the beginning.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different music therapists are united rather than isolating themselves.  Hong Kong is to me a great example of how a 
music therapy community is building itself up professionall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 and continue the great 
work.    

Benedikte B. Scheiby, MMA, MMEd., CMT, DPMT, LCATBenedikte B. Scheiby, MMA, MMEd., CMT, DPMT, LCATBenedikte B. Scheiby, MMA, MMEd., CMT, DPMT, LCATBenedikte B. Scheiby, MMA, MMEd., CMT, DPMT, L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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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十多位註冊音樂治療師， 有些治療師喜歡在家中提供音樂治療服務， 有些治療師或會帶
著樂器到不同的機構服務，然而，我選擇成立一個音樂治療中心。 音樂治療──在香港仍是一個新
興的服務行業，成立一個治療中心，一方面固然是投資，另一方面，我更希望把音樂治療向港人推
介，讓不同需要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專業音樂治療的服務，並藉音樂提升身心健康，締造和諧生活。 

                   It was a great honor to be invited by Mr. Raymond Ng to his music therapy centre to give a 3-hour 
workshop on Analytical Music Therapy (Priestley method) in January 2008.  I met for the first time Mr. 
Ng in 2006 when I, invited by music therapist Ms. Yasmin Lee, was teaching, training and lecturing 
about music therapy in Hong Ko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at time I encouraged the Hong Kong music therapists to start music therapy programs at 
hospitals and institutions and to create their own clinics, which exactly is what Mr. Ng has done.  I  

海外來鴻 



中心活動中心活動中心活動中心活動    音樂治療小組音樂治療小組音樂治療小組音樂治療小組    外展培訓課程及工作坊外展培訓課程及工作坊外展培訓課程及工作坊外展培訓課程及工作坊    

進修講座： 

澳洲之音樂治療課程   

中華基督教會 

協和小學上午校 

浸信會培理學校教師培訓 

中心開幕暨記者招待會 協恩小學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教師培訓 

音樂治療師工作坊: 

分析性音樂治療   

協康會海富早期教育

及訓練中心 

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同工培訓 

澳洲音樂治療師  

Katrina McFerran 

與Jacinta Calabro 到訪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聖道學校 

香港演藝學院 演藝進修學院 

——音樂治療活動錦囊 

長者音樂活動帶領技巧課程 匡智松嶺第三校 英國京士頓大學音樂系校友會

——音樂治療體驗工作坊 

台灣音樂治療師蔡安悌小姐

到訪 

香港西區扶輪社 

匡智晨輝學校 

 

香港大學社工系課程： 

音樂及藝術治療 

  

中心開幕剪綵儀式，多謝各界友好親臨支持！ 

澳洲墨爾本大學音樂治療系教授 Dr. Denise 

Grocke為一眾有興趣到澳洲進修音樂治療的朋

友介紹不同學校的課程，講座完後更有不少參

加者留步作進一步了解哩！ 

紐約大學音樂治療系講師 Benedikte Scheiby 

與本港音樂治療師進行分析性音樂治療工作

坊，大家都很投入啊！ 

澳洲音樂治療師 Katrina 與 Jacinta 參觀 

本中心，大家一起交流心得。 

協和小學的同學於參與音樂治療小組後的結業

禮上分享了自己在情緒、社交及自信心方面的

改善，在場的家長們欣喜萬分！ 

台灣音樂治療師蔡安悌小姐到訪本中心，並

邀請伍偉文先生到台灣教授音樂治療。 

浸信會培理學校的教師完成了 6 次的培訓，看她

們的笑容就知道這２年的學習實在獲益良多！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４間分校的教師一起

學習音樂輔導，提升了教學與輔導的技

巧，也增加了同工互動及了解之機會。 

社福機構的同工們一起參與「長者音樂活動帶

領技巧」課程，希望能將音樂治療的理念帶到

平日的活動中。 

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同工培訓日，

正體驗社交音樂治療活動，多開心。 

香港大學社工系學生到本中心上課，由伍偉文先

生與馮豔芬小姐分別講授音樂治療與藝術治療。 

由2007年12月成立至今，本中心已舉辦了不同形式的活動、治療小組及工作坊。現刊登部份活動照片與大家分享！ 



可以見到小朋友有進步的地方。

例如：社交方面及情緒方面的改

變，自己覺得很高興，有機會去

見證小朋友的進步。 

－浸信會培理學校李老師 

奇妙！奇妙真奇妙！音樂是有

力量改善的。極品！甜品！  

－浸信會培理學校謝主任 

我的兒子(4 歲 8 個月)參加了個別音樂治療

後，在表達意願和需要方面有漸漸的改善，

例如：能準確地跟朋友作簡單的回答，並在

人多的場合開始注意到別人跟他說話。看到

他能在自主和輕鬆的環境中玩樂器，覺得他

那時刻是特別開心的。                   －岑太 

小朋友隨著音樂有更多創意和

想像。  

－浸信會培理學校麥主任 

音樂輔導教師培訓工作坊能啟發

教師設計更多活動，去增進幼兒

之間的社交。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詠詩老師 

幼兒在過程中能有情緒的發

洩及增加自信的機會。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孫老師 

我的兒子(4歲5個月)以前經常發出

沒有意義的聲音而且種類很少，參

加了10節的個別音樂治療後，在

言語、人際關係方面有明顯的改善

，例如：叫媽媽、對英文字母有興

趣及發出數個音，也比以前較少沉

醉在自己的世界。          －鄧太 

培訓工作坊讓我接觸如何從音樂帶出

個人的學習，從音樂了解對方的情感/

喜好/心情；每人對音樂有著不同而獨

特的感覺，應用於小朋友身上，他們

的表達會更直接，老師從中亦能幫助

他們。     －浸信會培理學校李老師 

我的女兒(3 歲 11 個月)以前

只說詞語，參加了半年的個別

音樂治療後，在言語發展方面

有明顯的改善，例如：她已可

以運用句子說話；在其他方面

如自理、學習進度也較從前進

步得快。                  －馬太 



   作為一位專業的音樂治療師，經常被人問道：「聽哪一張 CD可以減壓？」我每次都覺得很難回答，因為選擇

音樂很主觀，我欣賞的音樂不等於別人也欣賞，所以我不太願意作直接的介紹。 

 

  直到 2007年初，我在台灣偶然發現了一套名為「健康之音」的 CD後，我可以放心向客戶及朋友推介了。「健

康之音」乃方山唱片公司製作及發行，共有三張 CD (1. 自然無壓力、2. 自然入好眠、3. 自然集中力)，它結合了加

拿大著名的醫學博士李巴坦 (Dr. Lee R. Bartel, Ph.D.)、自然錄音大師丹吉布森 (Dan Gibson)， 以及音樂名師大

衛布德史崔(David Bradstreet)，將醫學理念融入於大自然音樂當中，提供一個最便捷有效的自然健康養生方案。 

伍偉文伍偉文伍偉文伍偉文：：：：英國註冊音樂治療師英國註冊音樂治療師英國註冊音樂治療師英國註冊音樂治療師、、、、香港音樂治療協會主席香港音樂治療協會主席香港音樂治療協會主席香港音樂治療協會主席    

音樂減壓活動建議音樂減壓活動建議音樂減壓活動建議音樂減壓活動建議－－－－－－－－自然樂聲之旅自然樂聲之旅自然樂聲之旅自然樂聲之旅：：：：    

《《《《健康之音健康之音健康之音健康之音》》》》3CD 套裝套裝套裝套裝    

左至右: 自然集中力、自然入好眠、自然無壓力 

製作及發行：方山唱片公司 

  我個人試聽了「健康之音」後， 發現三個樂章均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旋律精心創作旋律精心創作旋律精心創作旋律精心創作，能自然流暢地展示個人情感； 

二、聲音和諧優美聲音和諧優美聲音和諧優美聲音和諧優美，能幫助個人心境平和； 

三、節拍與主題互相呼應節拍與主題互相呼應節拍與主題互相呼應節拍與主題互相呼應，能在不同的狀態中感染聽眾； 

四、背景充滿大自然氣息背景充滿大自然氣息背景充滿大自然氣息背景充滿大自然氣息，能讓聽眾遠離煩囂； 

五、錄音效果完美錄音效果完美錄音效果完美錄音效果完美，能把音樂與大自然結合得天衣無縫。 

 
   

如欲親身感受「健康之音」的自然與和諧，可親到「專業音樂治療中心」

免費試聽或致電 (852) 3175 8591查詢選購。 

1    

 

2        

3        

 

4        

5        

6        

7        

8        

浪聲鼓 雨聲棒 

選擇一個安靜的環境， 舒適地坐在椅子上， 並

播放健康之音的「自然無壓力」； 

 準備一個浪聲鼓或雨聲棒在身旁； 

 閉上眼睛， 深呼吸三至五次，並提醒自己每深

呼吸一次就越輕鬆； 

 拿起身旁的浪聲鼓或雨聲棒，隨意輕搖； 

讓海浪聲或雨滴聲帶領我們進行音樂之旅； 

 好好的享受旅程； 

約 10 至 15 分鐘後漸漸停下來； 

張開眼睛，站起來深呼吸及伸伸懶腰，回味旅

程中那種輕鬆的感覺。 



  在 2007 年 11 月底，我從澳
洲回到香港，剛巧專業音樂治療中
心正在成立中，伍先生予以機會邀
請我為中心處理部分個案，我馬上
接受了邀請，成為中心的專業音樂
治療師。 
   
  我第一次服務的地方是一間特殊學校，帶領一
群發展障礙的學生進行音樂治療小組。在活動初
期，因為部分同學的語言和認知能力較弱，所以難
以投入小組活動，但經過約三星期的適應期後，我
發現同學們的專注力、記憶力和社交能力都有不同
程度的改善，參與的老師對同學的進步都感到很欣
慰；此外，即興音樂演奏也提升了他們的表達能力
和創造力，而小組的凝聚力也漸漸浮現出來，他們
喜愛參加音樂治療小組，同學們的進步的確印證了
音樂的滲透力和影響力。 
   
  我為他們的成長而感到歡欣，希望音樂治療繼
續成為他們成長中的支持與鼓勵。 
 

    

譚筱華 (Francesca) 

註冊音樂治療師  

  2005 年， 我毅然辭了教職去當音樂治
療師，現在回想，委實有點衝動…  
 
  幾年後的今天，當我在治療過程中，看見
一張張滿足的笑臉，我相信，當天這個 「衝
動」的確是做對了。  
 

  記得當自己還是個實習治療師的時候， 我在身心皆累
透的狀態下帶領著音樂治療小組，無情的上天讓我遇上了
幾個拿著樂器不斷亂搖亂敲的「小魔怪」，幾經辛苦，終於
完成了該節活動，我舒了一口氣同時，誠心祈求「小魔怪」
能於下一節來臨前自動變身成為「小乖乖」。  
 
  回到香港，我也遇到不少的「小魔怪」，幸好，隨著經
驗的增長, 我更懂得運用音樂治療師擁有的那根「魔法棒」
——音樂，把「小魔怪」在快樂的環境中變成了「小乖乖」，
當我看到他們漸漸「變身」時，心裡真的充滿喜悅。 
 
   在音樂治療中，我最愛看孩子們的笑臉，不論是「小
魔怪」或「小乖乖」，我相信那個笑容皆是天真和由衷的。
這個由心而發的笑容，就是我最大的原動力與滿足感。 
   
我笑了，因為我的孩子們笑。 

趙芷欣 (Jeanne) 
註冊音樂治療師  

治療師語 

  還記得認識伍 Sir 是兩年多前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音樂治療證書課程，全靠這個課程，打開

了我對音樂治療的興趣之門。當我認識越深，興趣就越大，越希望成為一位音樂治療師。課程完結後，

我積極參與伍 Sir舉辦的義工活動，希望可以學以致用，並且有機會接觸一些特殊需要的人士，實在獲

益良多！自此之後，希望於此專業上進修的想法都沒有止息過，只可惜香港還沒有認可的專業課程，而

自己亦希望到海外進修前多累積一點有關的經驗，於是當伍 Sir告訴我，他要成立一間音樂治療中心，

並邀請我到中心作第一位員工時，我欣然答應了。 

 

  新工作對我來說實在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因為我可以近距離接觸音樂治療。日常工作除了行政及處理文書

工作外，伍 Sir 也給我很大發揮的空間，例如：統籌活動、聯絡傳媒、安排訪問、創作宣傳刊物等；另外，當一些

學校舉行音樂治療小組時，我也有機會協助伍 Sir，從中偷師！ 

 

  此外，我還負責教導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彈鋼琴，對於我來說，實在是一個挑戰，但看著小朋友在音樂中找到快

樂，看見他們漸漸進步，我感到非常滿足！ 

 

  伍 Sir 是我遇著最有人情味的老闆，也是我的良師，當我遇到一些人生問題或情緒問題時，他都很樂意聆聽，

並引導我思考，助我解決困難。在這裡工作，最大的感受是，我們都是一家人。與幾位音樂治療師合作有很多不同

的體會，大家彼此關心，雖然會有意見不合的時候，但很快就會和平地解決，不久又再有說有笑，一起合奏彈琴。

在這個 1200多呎的工作環境上班，不得不承認有第二個家的感覺呢！ 

巫恩恩 (Joanne) 

活動統籌主任        

中心新人類中心新人類中心新人類中心新人類    

TVB訪問及拍攝有關利用音樂治療減壓之專題 籌備了很久的開幕日，最終都順利舉行，yeah! Baby Magazine到本中心訪問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活動及服務內容活動及服務內容活動及服務內容活動及服務內容    節數節數節數節數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即日開始 個別音樂治療 每期4節 發展障礙之兒童 個別預約 

即日開始 小組音樂治療 每期10節 發展障礙之兒童 5 

即日開始 音樂心靈導航 按情況而定 成年人、工作人士、家長 個別預約 

5-7月 兒童音樂情緒輔導小組 10 5-12歲之兒童 5 

16/04 「音樂心靈導航」講座  1 成年人、工作人士、家長 20 

5月 音樂義工隊－東華三院方肇彝長者鄰舍中心 6 已接受訓的音樂義工 10 

6月 音樂治療與兒童發展講座  1 家長及有興趣的朋友 20 

7-8月 「鼓樂CEO」訓練課程 8 5-12歲之兒童 12 

7-8月 暑期音樂治療特訓 12 發展障礙之兒童 個別預約 

*另*另*另*另有有有有社福機構同工培訓社福機構同工培訓社福機構同工培訓社福機構同工培訓、、、、教師減壓工作坊教師減壓工作坊教師減壓工作坊教師減壓工作坊、、、、幼稚園老師音樂培訓幼稚園老師音樂培訓幼稚園老師音樂培訓幼稚園老師音樂培訓工作坊及各類註校工作坊及各類註校工作坊及各類註校工作坊及各類註校音樂治療音樂治療音樂治療音樂治療及情緒輔導及情緒輔導及情緒輔導及情緒輔導小組小組小組小組，，，，歡迎查詢歡迎查詢歡迎查詢歡迎查詢。*。*。*。*    

香港九龍彌敦道 761 號太子~藍馬之城 21 樓 B 室   
Tel: (852)-3175-8591  Fax: (852)-3175-8592  Email: 
info@mtpro.com.hk   Website: www.mtpro.com.hk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    

4-6月 音樂治療於特殊教育及復康工作上的應用 英國京士頓大學音樂系香港校友會 (KUMA) 

7-8月 藝展心窗——集體鼓樂展才華 香港小童群益會 

7-8月 音樂治療活動錦囊 香港演藝學院演藝進修學院 (HKAPA EXCEL) 

7-8月 音樂治療基礎證書課程 (十天)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KU SPACE) 

7-8月 「交」響「情」人奏鳴曲—音樂成長小組 基督教協基會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8-9月 音樂心靈導航工作坊 香港演藝學院演藝進修學院 (HKAPA EXCEL) 

8-10月 音樂治療於心理治療及個人成長中的應用 英國京士頓大學音樂系香港校友會 (KUMA) 

9-12月 音樂治療應用活動 (初級證書課程) 香港青年協會持續進修中心 (青協) 

7-8月 鼓樂CEO 基督教協基會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本中心活動本中心活動本中心活動本中心活動    

與其他機構合作之課程與其他機構合作之課程與其他機構合作之課程與其他機構合作之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