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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址長沙灣西岸國際大廈商場１樓，

由港鐵站Ａ２出口只需３分鐘到達，

非常方便！ 

接待處與以前的無異，還多了一些

大自然氣息哩! 

音樂治療室內有電子琴及各項樂器，

是進行個別及小組音樂治療的地方。 

等候區擺放著不同玩具、報章雜誌。

供孩子及家長們於等候時消閒。 

音樂治療室的另一邊擺放著音響、

唱片及治療床，是進行音樂心靈導

航的天地。 

圖書閣除了保留各項有關音樂治療的

期刊、書籍、ＣＤ、錄影帶外，還多了

一位成員加盟，他就是小熊維尼！ 

專業音樂治療中心已成立一年多了，回想過往一年，報章、雜誌、電台及電視台的專訪達二十多次，音

樂治療也成功在多間主流幼稚園、主流小學、青少年服務機構及長者服務機構中成功推廣。同時，音樂

治療課程在香港演藝學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及香港工會聯合

會亦多次成功開辦，使音樂治療在本地越趨普及，真的令人鼓舞。 

 

在2009年，我們也有不少的喜訊：首先，本中心由太子搬到長沙灣西岸國際大廈商場一樓的商舖，讓普

羅大眾更容易接觸音樂治療、了解音樂治療的過程及成效和體驗音樂的治癒能力。而本中心總監伍偉文

先生亦成功取得美國 Association for Music and Imagery 的認可，成為華人地區第一位擁有註冊音樂 

心靈導航治療師 (AMI, US) 及註冊音樂治療師 (AMPT, UK) 資格的治療師。伍Sir除了繼續在本地提供音樂 

復康及心理治療服務外，並已獲邀於本年中到北京為國內的音樂治療界培訓專才。下半年的重點將集中

在出版工作上，準備為華人音樂治療準備撰寫兩本工具書，希望更多有心的同工能以音樂幫助身邊的人，

使更多人得到音樂的滋潤，提升生活質素，並能充滿自信地面對人生，請各界同工留意本中心網頁上的

最新消息。 

雜誌架擺放著有關育兒、健

康、 潮流、 音樂、藝術等雜

誌，家長觀察小孩子上課之

餘，也可以汲取不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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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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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半年，伍Sir積極推廣音樂治療，並與業界的音樂治療師及學生緊密聯繫，以提升香港音樂治療的發

展。曾到訪本中心的包括英國Kingston University音樂系高級講師 Maria Busen-Smith， 

澳洲University of Melbourne音樂治療系系主任Prof. Denise Grocke，美國New York University 

分析性音樂治療師 Benedikte Scheiby，台灣音樂治療師蔡安悌小姐，還有台灣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音樂治療系的盧亭舒同學；另一方面，伍 Sir 於香港推廣音樂治療亦不遺餘力，除了接受各大小傳媒 

訪問外，還與不同的社福機構、企業及大專院校合作 (有關合作機構及傳媒名單請參閱第7頁)，舉辦了不 

同的音樂治療講座、工作坊、培訓及課程，令更多人能夠接觸音樂治療及獲得音樂所帶來的好處。 

Maria Busen-Smith 到訪本中心 香港電台 訪問 新城電台 訪問 

香港中文大學護理系講座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樂學、樂助」計劃 HSBC 家庭同樂日 (澳門) 

救世軍白普理慈愛長者之家義工服務 BBCare 家長講座 

基督教服務處TOP 第一屆 GIM 課程 本中心 第二屆 GIM 課程 HKAPA EXCEL 第三屆 GIM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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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GIM導師及新一屆治療師 



在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 月， 我參加了由大埔區議會社會服務委員會關懷社群工作小組主辦， 基督

教香港信義會太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協辦的「伴我啟航──樂韻童心輔導計劃」，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

活動， 主要是幫助一些過度活躍及專注力較弱的兒童在音樂活動中學習專注、 彼此尊重和體驗團隊合作

精神。我在活動中擔任導師，在短短的六小時裡，向一群已擁有一定音樂造詣的年青導航員介紹了音樂

治療的原理及一些音樂活動帶領技巧，然後再指導他們的調節音樂活動計劃，便由導航員帶領學員進行

音樂活動。在八次的音樂活動中，一群學員與導航員均獲得正面而深刻的經驗： 

 
學員一：我學會了尊重和專心，我喜歡這個活動，因我 Happy。 

學員二：遊戲好玩、刺激、有樂趣性〃〃〃打鼓可以釋放力量。 

學員三：我體會了團隊精神。 

導航員一：這個活動讓我了解到更多音樂的功用，想不到音樂也可以讓小朋友表達自己，讓小

朋友學習互相合作，守規矩，學習跟指示活動，也讓我明白過度活躍的小朋友原來

也有靜的一面，也可以專心學習。 

導航員二：原來面對小孩子，用音樂的方法去與他們溝通及遊玩，比起用言語有效得多。 

導航員三：音樂是一種既吸引小朋友，又比較容易打破隔膜的工具，透過樂器的運用能了解小

朋友的個性特點。   

 

雖然我參與的部分不多，但看見參加者分享的感受，心裡很激動，因為

他們已經體會到音樂的力量，並在音樂中成長與進步，期盼在日後的活

動中，我能貢獻更多，讓音樂治療的種子可散播在更多年青人身上。  

 

伍偉文：註冊音樂治療師（APMT, UK） 

社交 

情緒 表達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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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 
SEN 

過往，音樂治療似乎是特殊需要人士的專利，但隨著音樂治療的發展及多位治療師回港投入服務後，

音樂治療的服務對象已伸展至主流學校的學生，多間幼稚園已舉辦了教師培訓工作坊，其中包括浸信

會培理學校、靈糧堂幼稚園、浸信會翠林幼稚園及救世軍白田幼兒園暨育嬰園，讓老師把音樂治療的

元素滲透在日常的課堂中，幫助幼兒健康地成長。 

 

此外，多間主流小學亦開辦音樂治療小組，其中包括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天主教領島

學校、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及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而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亦將於三月

份開始音樂治療小組。小組由專業音樂治療師設計及帶領活動，幫助學生舒緩情緒、改善社交及提升

自信。參與的同學完全不會覺得是參與治療或輔導的課程，而是正在參加一項有趣的音樂活動，並在

愉快的氣氛下吸收正面的訊息，繼而改善情緒及行為；相信在新學年的開始，將會有更多主流學校舉

辦音樂治療小組，讓學生體驗音樂治療的樂趣。 



 

認知 情緒 社交 

能力感 

伍偉文：註冊音樂治療師（APMT, UK）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鄭傍卿護

理安老苑的樂齡女童軍經過一

連串的訓練，於表演當日顯得

相當神氣，集歡樂與活力於一

身！ 

成功感 

近年來，音樂治療在長者的服務中推廣得很熾熱，多個長者服務機構都獲得不同的資助購買樂器、開

設音樂治療小組及進行員工培訓等，使過千名長者受惠，其中包括：聖雅各福群會及浸會愛群服務處

之「音樂治療小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之一年計劃「樂學、樂助」、兩年計劃「美樂軒」、「美樂

耆絃」、三年計劃「生命花園」、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鄭傍卿護理安老苑之「快樂蒲公英」，還有香

港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之「耆樂創藝展心聲」等大型計劃；此外，東華三院安老服務部、香港盲人

輔導會及保良局共二百多位同工進行了音樂治療基礎培訓課程，本人有幸參與其中，把長者音樂治療

的心得向同工們分享，並讓長者們藉音樂吐出心中的鬱結，藉歌詞重拾人生的鼓勵，積極地向燦爛的

人生道路邁進。 

 

在今年二月份，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就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獲得「利希慎基金」撥款，

聘請了黃婉真小姐成為香港安老服務機構中第一位專職音樂治療師，在信義會沙田區多間長者服務中

心服務，期盼有更多安老服務機構能引入音樂治療，讓更多長者藉歌聲抒發內心情緒，感受音樂帶給

他們的無限支持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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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喬小朋友（3 歲 2 個月）     參加形式：個別音樂治療      已參加時間：半年 

由喬喬於兩歲被評估為懷疑自閉症傾向時，作為家長的我當然緊張，不斷積極四出找方法幫助喬喬，於 08 年 8

月在互聯網上認識專業音樂治療中心。 開始時只抱著一試無妨的心態讓喬喬參加個別音樂治療， 可惜，他進入治

療室更嚎啕大哭，半堂也不歇息，但我深知不能心軟，一定要讓他克服與母親分離的恐懼，約四、五堂後，喬喬

便適應了。 

 

在半年的音樂治療中， 我發現喬喬在很多方面也漸漸地進步與成長。 首先， 就是獨立性：以前他一定要我留在

他身旁，又常常扭著要抱，一分開便感到不安及馬上痛哭，甚至在音樂治療時也要貼著伍 Sir 身邊坐；但現在他

已經獨立了很多，與我短暫分離參加活動已沒有從前的不安，對陌生的小朋友也願意多接觸了。 

 

在性格方面：原本他是很固執的， 所有事情都要按著他的心意而行，偶爾不如意便會發脾氣；但現在他漸漸明白

什麼可以做，遇到不能做的事情，也不會執著，很快便接受勸諫。在專注力方面：也比以前改善了很多，特別在

眼神接觸，已經比以前持久多了，有時候喬喬凝視著我，就好像用他精靈的眼睛與我溝通，看著他的眼睛，我心

裡真感到安慰，再加上喬喬的發音一天天的進步，能說出單字與詞語的數量也日漸增加，有時候更在沒有心理準

備下說出一些詞語，令我興奮萬分。 

 

由去年開始，我也同時讓喬喬參與其他機構的言語治療、感統訓練等等， 但相比之下，喬喬特別喜歡參加音樂治

療，我想，可能是音樂治療的形式給予喬喬很大的自由度及空間去發揮及表達， 使他感到十分有趣，所以他每一

次都能開心地參與。 在所有訓練中，伍 Sir 是可以令喬喬專心上堂及聽從指令的治療師，所以，每天出門的時候，

喬喬總是拉著我往伍 Sir 的音樂治療中心的方向走，真氣壞人！ 

 

眼見他的進步， 不想他就這樣停下來， 所以我會繼續讓他參與音樂治療，讓音樂幫助他表達自我、 改善與人相

處的技巧、提升溝通及表達動機。我非常感謝伍 Sir，並且經常與我討論幫助喬喬成長的辦法，在此，我衷心希

望有更多的小朋友愛音樂，並在音樂中不斷進步與成長。 

喬喬媽媽 

仰臨小朋友（４歲６個月）    參加形式：小組音樂治療     已參加時間：４個月 

仰臨是一個四歲半的孩子，智力與肢體發展均很正常，他就是個性比較內向，面對陌生人總是低頭不語，甚至於

害怕得躲在我背後。雖然我曾嘗試讓他多參加不同類型的遊戲小組（Playgroup），希望有所改善，但他在小

組中不是哭鬧著不進課室，就是坐在課室一角獨自玩耍。之後，有朋友建議讓小孩提早上學，情況會有所改善，

於是我即管一試，可是情況未見理想，老師與我見面時也表示仰臨個性較靜，雖然老師已用了很多方法幫助他融

入其他小朋友中，但都是徒勞無功。 

 

後來，我讓仰臨參加音樂治療中心的小組。最初，我也沒有期盼有甚麼改善，只抱著一試無妨的心態，出乎意料

的是仰臨向我表示在眾多遊戲小組中，最喜歡到伍 Sir 那裡，而一個多月後，仰臨也開始變得大膽，甚至主動問

一些陌生人問題，如：「你住在那兒？」「你將要往那裡？」並且主動向別人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我喜歡吃

蘋果」、「我早上去了甚麼地方」等，連仰臨在校的老師也說他大有進步，因老師在課堂發問時，他也有多次主

動舉手回答，而且嘗試與其他同學一起玩耍；此外，仰臨以往見到妹妹手上的玩具時只會去搶奪，而現在的仰臨

還懂得利用從小組學習到技巧對妹妹有禮貌地說：「唔該〃〃〃交換〃〃〃」因此，兩兄妹的關係變得更融洽呢！ 

 

三個月的音樂小組課程雖已完結，現在，仰臨還不時唱著在小組所學到的歌曲：「音樂時間已過去，大家歸家去，

期望下次再相聚，衷心祝福你，拜拜，拜拜，拜拜〃〃〃」眼見仰臨的進步，心裡真的很安慰，真想不到音樂治

療對仰臨有如此正面的幫助，在這裡再一次感謝伍 Sir。 

仰臨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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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十月的一天， 我與幾位朋友吃完飯後一同到我的音樂治療中心參觀，在談論到聆聽音樂的感受

時，其中一位朋友──愛鈿提出了疑問：「最近，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聆聽一首琵琶樂曲『琵琶吟』時，

總是想哭？甚至有幾次已經哭了出來，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幾位朋友馬上以不同的角度嘗試解釋，

有的提出可能是琵琶的音色所致，有的歸咎於作曲家的創作手法．．．然而我們最終也沒有結論。 

 

我猜愛鈿必定帶著 MP3 在身上，我馬上請她播放這首樂曲，讓大家一起聆聽及感受這首樂曲。在開始

播放時，愛鈿沒有什麼異樣，我立即請她閉上眼睛聯想，我問愛鈿：「現在是誰在彈琵琶？」她說：「是

我！」我接著問：「你正在什麼場合彈琵琶？」她答道：「在爸爸的喪禮上！」愛鈿立時哭起來，朋友

們趕快給她遞上紙巾，我繼續問她：「你希望傳遞什麼訊息給爸爸呢？」愛鈿回應：「我很想念他！」

我再問：「他是否收到你的訊息？」她回答：「已經收到了，他並且叫我不要哭，要堅強一點！」約 4

分鐘的音樂就在此時結束了，當愛鈿張開眼睛後，她頓時明白一切。因為愛鈿的爸爸在年初去世，愛鈿

非常想念爸爸，但因工作忙碌而沒有找到合適的渠道抒發這一股思念之情，在不知不覺間，愛鈿把情懷

寄託於音樂中，然而她並不了解箇中原因，但透過幾分鐘的音樂聯想，終於真相大白了。三個月過後，

我再一次與愛鈿吃飯，我發覺她比從前容光煥發， 說起話來也輕鬆多了， 我再問她有關「琵琶吟的經

歷」時，她坦然告訴我：「我後來再聽『琵琶吟』時，心情很舒暢，因為這首音樂幫助我抒發出心底的

鬱結與思念爸爸的心情，我會繼續喜歡這首樂曲，因為它代表了我對爸爸的愛與尊敬。」 

 

當我們對某一首樂曲特別鍾情時，或許我們已經把一些內心的渴望寄情於音樂中，只要透過一些音樂心

靈導航的治療步驟，藏在心底的訊息便會浮現出來，也許，你與愛鈿一樣，有一首「獨特的心靈樂章」，

當你嘗試了解背後的原因後，或許你將會有更大的發現呢！ 

伍偉文：註冊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AMI,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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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希望修讀音樂治療，成為一位專業的音樂治療師，可惜香港仍然沒有專業的訓練課程，有意投身

音樂治療行業的朋友必須到海外進修，其中較熱門的國家包括英國、美國及澳洲；近年來，北京、四川

及台灣也開始提供專業課程，選擇比從前就更多了。 

 

有很多朋友決定到哪一個國家進修時，都會考慮哪一間大學比較有名氣？學費多少？生活指數如何？有

沒有親人在該國家？我同意以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考慮，然而，絕大部分的申請者都不曉得一個影響深遠

的因素，就是「音樂治療的學派」。原來音樂治療共有十多個學派，不同的國家或大學都會以不同的心

理學理論作為音樂治療的基礎，其中包括「心理動力學派音樂治療」、「行為學派音樂治療」、「人民

學派音樂治療」、「表達式音樂治療」、「分析性音樂治療」．．．雖然各學派均以音樂作為治療工具，

但理念可以非常不同，甚至在某一些原則或觀點上出現分歧。 

 

因此，我建議有意到海外進修音樂治療的朋友必須先了解不同學派的特點，是否與自己的性格及理念相

同，然後再決定到哪一間大學進修，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可以先參加一些本地的短期課程或向有經驗的

音樂治療師查詢，這樣，在進修進修音樂治療時必能事半功倍、得心應手。 

 

蘋果日報 (09/02/09, 10/06/08) 

星島日報 (09/10/08, 23/01/08) 

明報 (10/07/08, 06/01/08) 

文匯報 (19/02/08) 

經濟日報 (14/01/08) 

大公報 (06/01/08) 

成報 (06/01/08) 

 

 

Muse Magazine (09/2008) 

Zi Magazine (07/2008) 

Baby Magazine (05/2008) 

明報周刊 (19/04/08) 

 

 

香港電台 (20/09/08, 06/07/08) 

新城電台 (21&28/8/08) 

 

 

TVB Pearl  (01/04/08) 

傳媒訪問 ( 刊出/播放日期 ) 

雜誌 

電台 

電視台 

報章 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明愛樂謙展能中心明愛樂敬宿舍 

青山醫院 

兒童成長及發展中心 

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協康會早期訓練中心 

匡智會 

港澳信義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屯門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香港黏多醣症暨罕有遺傳病互助小組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鄭傍卿護理安老苑 

寶馬會耆智園 

竹園區神召會  

保良局  

救世軍白普理慈愛長者之家 

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  

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東華三院南區服務單位 

東華三院沙田區專業服務團隊 

東華三院方肈彜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方王換娣安老院  

明愛樂勤學校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匡智松嶺第三校  

禮賢會恩慈學校  

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天主教領島學校  

寶覺小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浸信會培理幼稚園  

翠林邨浸信會幼稚園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  

 

 

香港工會聯合會業餘進修中心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香港理工大學  

越己堂  

 

  

香港匯豐銀行  

溢達集團  

社福機構 特殊學校  

學校  

教育機構   

企業 

伍偉文：註冊音樂治療師（APMT,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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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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及服務內容 節數 對象 人數 

4月 

22日 

家長講座：音樂治療於兒童發展障礙之應用 
小孩子能夠快樂健康地成長是每位家長的心願，當孩子於成長過程中出現了發展障礙，孩子便出現內向、不喜歡與

人玩耍、與其他朋友相處不和諧、遇到挫折時不懂處理負面情緒、專注力不足及語言發展緩慢等問題，這都叫家長

感到擔心。究竟，可以做什麼幫助小朋友呢？ 

音樂治療已被證實能幫助發展障礙的兒童改善以上問題，到底當中是什麼原理，又是否適合您的小朋友參加？讓專

業音樂治療師告訴您吧！ 

1 

發展障礙

兒童之家

長 

20 

4月 

29日 

講座：音樂心靈導航＊ 
「音樂心靈導航」是本港最新的音樂治療形式，本講座將解構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怎樣透過特定的音樂程式及藝術

媒體，幫助一些情緒或感情受困者脫離逆境，使受助者在過程中了解自我、提升心理素質及確立人生目標。 

１ 
有興趣的

朋友 
20 

待定 
課程：音樂心靈導航１－體驗工作坊＊ 
學員將體驗整個 GIM 過程，並一嘗成為「治療師」及「受助者」的滋味，每一位學員能認識此獨特的減壓方法，

更可成為日後提升身心健康的「自療」活動之一。 

６ 
有興趣的

朋友 
８ 

待定 
課程：音樂心靈導航２－應用工作坊＊ 
學員將認識 GIM 每一個步驟的技巧，了解兩個 GIM 的音樂程式，並在工作中應用此技巧，能以音樂助己助人，為

身邊的朋友及工作上的服務對象抒解身心壓力。 

６ 
有興趣的

朋友 
８ 

個別

預約 

個別音樂治療 
音樂治療是一種以音樂為主的治療活動，在歐美國家，音樂治療已被認定對自閉症及特殊需要的兒童有一定的幫

助，尤其對改善他們的語言、肌能、社交及情緒等方面均有正面的效果。音樂治療是透過各種形式之音樂活動 (例

如：音樂故事、音樂即興、角色扮演、音樂遊戲)，幫助小孩子改善情緒、加強社交溝通及提升自信，讓他們健康

快樂地成長。 

發展障礙

兒童 
個人 

按 
情 
況 
而 
定 

個別

預約 

音樂心靈導航 
本港最新的音樂治療形式，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透過特定的音樂程式及藝術媒體，幫助一些情緒或感情受困者脫離

逆境，使受助者在過程中了解自我、提升心理素質及確立人生目標。 

有興趣的

朋友 
個人 

按 
情 
況 
而 
定 

所有音樂心靈導航之講座及課程均由本港唯一擁有音樂心靈導航治療師及音樂治療師註冊資格的伍偉文先生講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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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年代中創立的音樂治療形式，由伍偉文先生於 2008 年引入本港，成為港人洗滌心靈的音樂治療形式。 

＊ 

～閱後請與他人分享，讓音樂治療的美與善廣傳～  

mailto:info@mtpro.com.hk
http://www.mtpr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