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藉音樂提升身心健康 締造和諧生活藉音樂提升身心健康 締造和諧生活藉音樂提升身心健康 締造和諧生活藉音樂提升身心健康 締造和諧生活    

2 0 0 8 年 8 月   第 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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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B, 21/F, Prince Edward ~ The Lamma City, 761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訴心事家庭》網上節目重溫:  香港電台第一台 2008年7月6 日 

http://www.rthk.org.hk/rthk/radio1/familyaffairs/20080706.html 

  專業音樂治療中心剛成立了八個月，在多位員工的努力下，社會大眾對音樂治療的認識確實比以前更深入，參
加音樂治療的人士也從特殊需要人士走向一般的社會大眾。在七月份，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主持人—鄧靄霖小姐邀
請我出席其直播節目 *《訴心事家庭》。在節目中，我向聽眾朋友分享音樂治療在不同範疇的應用，而在節目結束後，
有不少家長來電查詢，並帶同子女參與有關的音樂治療活動，希望藉此令其言語發展遲緩問題的小朋友得到協助。 

 
  對家長來說，子女接近兩歲還沒有說出單字或詞語時，就非常著急，在家中更以各式各樣的方法強迫子女說話，
有時候，這些方法並不一定管用，相反可能會造成反效果，更會影響雙方的情緒及親子關係，令子女更害怕說話，

這可算是得不償失了。然而，在音樂治療中，我使用多種的方法幫助小朋友漸漸增強語言能力，其中包括： 
（一）與小朋友以不同的樂器建立友誼，讓他們重新體驗溝通的樂趣； 
（二）以音樂活動引起他們以聲音及語言溝通的動機； 
（三）幫助他們做好講說話的預備動作； 
（四）以特別的樂器誘發他們發音； 
（五）加插有趣的音樂活動幫助他們練習語言。 

 
  經過約三至九個月的音樂治療過程，眼見多位小朋友從沉默無聲至能言善語，家長們不但放下心頭大石，親子

關係更跨進了一大步，我心裡為此而感到無限的欣慰。 

註冊音樂治療師伍偉文先生 (伍 Sir) 

伍Sir於禮賢會恩慈學校的家長日與家長分

享自助音樂減壓法。 

協恩小學的同學在參與音樂治療小組，音樂

治療師伍Sir設計不同活動，幫助她們提升

自我形象、與他人合作及表達自己！ 

音樂義工隊到東華三院方肇彜彜彜彜長者鄰舍中心

與長者唱唱歌、跳跳舞，老友記玩得不亦樂

乎！ 

英國京士頓大學音樂系香港校友會音樂治療

體驗工作坊，參加者一起體驗音樂治療的樂

趣! 

香港電台第一台「訴心事家庭」邀請伍Sir於

節目講解音樂治療怎樣幫助兒童言語發展及

音樂減壓法。 

伍 Sir 與 20多位家長、 幼師和社工講解音

樂治療於兒童發展障礙之應用，當晚參加者

都很踴躍發問有關處理小朋友不同的特殊

情況。 



左: 

世界音樂治療協會主席Gabriela 

Wagner 與伍Sir。 

 

右: 

「他鄉遇故知」，能於異地的音

樂治療界中遇見華人，伍Sir特

別興奮，（左二至右）：北京的

高天先生、台灣的李志真博士及

居於阿根廷的林怡君小姐。 

 

下: 閉幕禮之精彩表演! 

在七月底，我出席了由世界音樂治療協會 (World Federation of Music Therapy) 於阿根廷首都
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第十二屆世界音樂治療會議」，這個會議是音樂治療界的盛事，每三年舉行
一次，這次會議共有三十五個國家及地區的代表出席，我代表香港出席會議，並以「音樂治療幫助資
優兒童提升個人質素與改善社交關係」為題，發表專題講座，吸引了多國學者對音樂治療及資優兒童

的關注。在這次盛會中，我巧遇北京及台灣的代表，更遇上阿根廷唯一一位華裔音樂治療師，在異國
能以中文與他們作專業的交流，心情特別興奮。 

 
回到香港，我仍要為港人提供優質的音樂治療服務，並繼續在大學教授不同的音樂治療課程。在

未來的幾個月，我將會為多個社福機構及學校提供員工培訓工作坊，並為多間學校及長者機構提供音
樂治療服務，與此同時，我還肩負起「香港音樂治療協會」及「世界華人音樂治療師協會」主席的重
任，在香港及華人地區推廣音樂治療，我衷心希望音樂能幫助更多人提升身心健康，讓生活更和諧美
好。 

伍 Sir 

左:  

是次會議之場地:布宜諾斯艾利

斯大學。 

 

右: 

伍Sir在會議中發表演說，題目

為「音樂治療幫助資優兒童提升

個人質素與改善社交關係」，吸

引了各國學者對音樂治療及資優

兒童之關注。 



記: 參加音樂治療前，廸生有哪方面出現了問題？ 

劉: 廸生 5歲時得知有過動症，當有不開心或遇到挫敗時，他不懂得恰當地表達自

己的感受，也不會用正確的方式表達，反而是發脾氣、用力擲物件、傢俱，甚

至砰門去發洩；性格也比較自我中心，不理會別人感受；處理事情時也不會細

心去思考與組織，對不喜歡做的事情也會選擇逃避，例如只做功課的開首和結

尾就算，中間全部不做。  
 

記: 在沒有參加音樂治療前，有沒有嘗試過其他治療方法？ 

劉: 當知道此情況時，有參加過醫院裡的社交治療，但上了兩至三次之後覺得與小

組內的小朋友程度不同，以致效果不太理想。另外，也有參加行為治療，效果

不錯，但因為是幼稚園附屬的機構開辦，所以升上小學後，功課更為繁忙，便

沒有再參加了。 

 

記: 你怎樣得知音樂治療？為何會為廸生選擇參加音樂治療？ 參加了音樂治療多久？ 

劉: 於不同的親子雜誌、書籍等也有聽聞過音樂治療。有一次於保良局的會員通訊中得知有音樂治療

小組，想讓他試一試，便報名參加了。由 2007年 11月開始已有半年，共上了 20節。 

 

記: 參加音樂治療後，他有什麼改變？這個課程怎樣幫助他？ 

劉: 參加音樂治療後，他確實有很多方面都有很大進步。正如我開始時說，他以前不懂表達自己，現

在他已懂得將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告訴我，不會再亂發脾氣。以前用力擲物件、砰門等行為已經沒

有了；處理問題時也懂得主動與別人商量及溝通，照顧到別人感受；另外，我發覺他的思考與組

織能力也進步了，放學後主動做功課，有測驗考試時會懂得自我安排溫習時間。有時，他更會反

過來提醒我要做的事哩！ 

 

記: 現在的他的確進步了很多！那麼在完成今次療程後，如果他繼續參加音樂治療，你希望他在哪方

面改善呢？ 

劉: 其實現在的他已經很好了，看見他有那麼大的進步，我已經很滿足、很高興！ 

 

記: 作為家長，你有什麼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劉: 我覺得最緊要是了解不同的方法，在當中找出最適合的幫助孩子！ 

 

記: 劉太，謝謝你接受今次的訪問，並與我們分享了音樂治療怎樣幫助廸生這個

寶貴的經驗。我們都祝願廸生繼續健康快樂地成長！ 

看見自己的孩子能健康成長是每位家長的心願，也是令家長們最欣喜的事情。音樂治療幫助了不少孩子在音樂

中健康快樂地成長。今次很榮幸能邀請到劉太來分享她的兒子劉廸生在音樂治療中的成長歷程。 

記記記記：：：：本刊記者本刊記者本刊記者本刊記者                                                                                                                                            劉劉劉劉：：：：劉太劉太劉太劉太    

【【【【音樂治療師 伍 音樂治療師 伍 音樂治療師 伍 音樂治療師 伍 Sir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最初，廸生不太合作、不合群，也不願意參與，但在過程中我發現他

非常有創意，我讓他在音樂中發揮創意及能力，他漸漸可以與其他小

朋友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感受，更給組員主動設計及帶領活動。 

眼見廸生的成長，我心裡非常感動，希望廸生繼續進步，將來成為社

會棟樑。同時，希望有更多小朋友在音樂治療中成長與進步！ 



*另有社福機構同工培訓、教師減壓工作坊、幼稚園老師音樂培訓工作坊及各類註校音樂治療及情緒輔導小組，歡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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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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心靈導航 (GIM) 按情況而定 成年人(情緒及心理需要) 個別預約 

8-9月 音樂義工: 救世軍白普理慈愛長者之家 6 音樂義工隊 9 

9-10月 講座:「音樂心靈導航」於身心減壓中的應用 6 有興趣的朋友 6-8 

9-12月 音樂治療成長小組 16 3-6歲之特殊需要兒童 每組5人 

9月24日 音樂治療家長講座  1 發展障礙兒童之家長 20 

10月8日 音樂心靈導航講座 1 有興趣的朋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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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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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5日 「Melody產前產後放鬆法」講座  BBcare 康妍專業護理中心 

9月12日 「Do Re Mi啟導幼兒言語的發展」講座  BBcare 康妍專業護理中心 

10-12月 音樂治療活動錦囊 香港演藝學院演藝進修學院 (HKAPA EXCEL) 

10-12月 音樂心靈導航工作坊 香港演藝學院演藝進修學院 (HKAPA EXCEL) 

10-12月 音樂治療成長小組 協康會(海富)家長資源中心 

11月-1月 音樂治療基礎工作坊 香港工會聯合會 業餘進修中心 

11月-1月 音樂治療減壓工作坊 香港工會聯合會 業餘進修中心 

11月-1月 表達式音樂治療初階 香港工會聯合會 業餘進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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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