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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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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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Sir與信義會合作無間，「美樂滌

心靈」是近年來的主要活動之一。  
在信義會「美樂滌心靈」分享會中，

社工們投入參與，體驗音樂治療活

動，刺激非常。  

心光恩望學校結業禮表演，同學

們在伍 Sir 的指導下發揮音樂

才華，最後順利完成表演。 

伍 Sir於仁愛堂彭鴻彰長者鄰舍

中心舉行「與眾同樂」音樂減壓

同樂日，長者們又玩又唱，心情

馬上變得輕鬆愉快。  

澳門少年警訊特別邀請伍 Sir到澳門

介紹音樂治療，讓會員體驗其中的治

療活動 。  

在過去的大半年裡，最令我們印象難忘的有幾件事：首先就是到心光恩望學校提供服務。由於學生們

都有視障及加上某一種特殊需要，所以在設計及帶領活動時要特別注意他們的需要。最具挑戰性就是協助

語文老師上中文課，由於每一班學生的能力都不一樣，所以我們要特別配合課文，創作了約 50 首歌曲幫

助他們學習，學生們反應很好，每星期都期待著伍 Sir 及恩恩姐姐拿著樂器與他們一起上語文課。（詳細

資料刊於第三及第四頁） 

此外，我們在專業培訓課程上也不斷精益求精，除了繼續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演藝進修學院、

工聯會及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TOP 專業培訓中心合作舉辦音樂治療工作坊外，在今年暑假，我們更舉行了

兩次音樂心靈導航（GIM）體驗及應用工作坊，參加者不但體驗到 GIM 的治癒能力，更對 GIM 的應用深

感興趣，相信他們對未來要開辦的 GIM 專業治療師課程必定會密切注視。 

我們在今年一口氣邀請了兩位世界知名的音樂治療大師 Dr. Clive Robbins 及 Prof. Joseph Moreno 

來港舉行工作坊，參加者有幸在大師身上學習，相信已有不少寶貴的收穫。在 2011 年，我們更準備邀請

來自美國的音樂及聲樂心理治療大師 Dr. Diane Austin 來港舉行三天的工作坊， 期盼在未來的活動中與

你碰面，一同分享音樂治療的知識與心得。 

伍 Sir於香港風濕病協會舉行之

講座中講解怎樣用音樂紓緩痛

症，並邀請現場聽眾一起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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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月   第 七 期 

世界盃熱也吹到音樂治療中心， 

i-cable 體育台訪問伍Sir有關音樂 

怎樣幫助運動員減壓。 

澳洲墨爾本大學兼任講師暨音

樂治療師 Dr. Lucy O'Grady 

到訪本中心，與伍 Sir交流治療

心得。 

Dr. Diane Austin 之音樂治療工作坊介紹請參閱第6頁，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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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 great exposure in Music Therapy. Wai Man Is a well-organized 
worker and the program is fruitful.  Before applying any skills in my 
workplace, I am first being healed.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 

Miss. Hung 

本身已經立志要成為一個音樂

治療師, 經過這個工作坊, 我

對音樂治療有更多認識, 亦令

我決心更堅定! 

容小姐學生 

第一次接觸音樂治療這門專業，教授講解清晰、生動，令我可

用另一角度探索音樂治療，對於是門外漢的我獲益不淺。 

劉小姐社工 

難得於短短三日裡體驗到不同

的藝術元素的手法，是很好的

刺激，讓我有新發現。 

葉小姐社工 

Great and could really touch life.   

Social Worker 

Very fruitful and informative. 
Student 

音樂治療小字典 

音樂心理劇是由 Prof. Joseph Moreno 創立，是

將音樂即興創作、音樂想像及其他音樂治療技術與

傳統的心理劇相結合的一種綜合治療方法。 

     

音樂心理劇不同於一般的戲劇演出，而是將心理

動力學、人本主義和相關心理學原理與治療技術綜

合運用在團體、個體治療中，形成一套有獨特的治

療過程與要素的“心靈演出”的治療方法。 

     

在音樂心理劇中，音樂成為了熱身及情緒表達的

主要途徑，無論參與者是否有音樂基礎，都能運用

樂器，並能受到音樂的感染，使心理劇的體驗更加

豐富和立體，人際互動和交流更加深入。 所以音

樂心理劇適宜所有人，並有非常顯著的效果。 

三天的工作坊由來自美國的音樂心理治療大師 Prof. Joseph Moreno 講授，內容相當豐富，給我們示範了怎樣 

運用音樂於不同的層面，從而幫助心理、生理、靈性的改善。參加者透過這個工作坊，不但對音樂治療有較

全面的認識，更藉著投入參與，把心中的情感表達出來，幫助他們的個人成長，的確是上了寶貴的一課。 

以下是工作坊部份照片及學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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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a real please to present a three-day music therapy workshop in Hong Kong, July 16th-18th, 2010, 

in the Professional Music Therapy Centre directed by Wai Man Ng. 

This was a particularly rewarding workshop experience. In contrast with work I have done in mainland 

China, where I have always needed to work with translators, the Hong Kong participants wer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English. This enabled me to have a far more direct and spontaneous contact with the group members. 

We had many memorable moment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workshop. Some highlights included very suc-

cessful and dynamic work with music and psychodrama, a demonstration session on music therapy and pain 

management that realized immediate pain reduction for one group member, and spirited singing and playing in 

a session on music therapy and the blues. 

The group also explored music therapy applications in music and imagery, music and art therapy, music and 

dance therapy, music improvisation as a projective technique in individual and group psychotherapy, music 

therapy applications with developmentally disabled children and more. The group members were sensitive, cu-

rious, eager to learn and highly creative in their participation. 

I am grateful to have had the chance to work with Wai Man and hope to have a continu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Professional Music Therapy Centre. 

Professor Joseph Moreno 

在 2009 -2010 年度，心光恩望學校邀請了伍 Sir 註校協助推行由公益金贊助的「視障、智障兼多種弱能之音樂教育資源中心

計劃」，除了為有情緒及社交困難的學生提供音樂治療服務外，更協助語文科及音樂科的教學，將音樂元素加入傳統的課

堂當中，使教學相長。在九個月的努力後，學生們的專注力、學習動機及成果均得以提升，而教師們的教學也變得更靈活

及生動。計劃隨著學年完結亦相繼結束，我們收集了老師的意見及特意訪問了張月媚校長，了解他們對計劃的感想。  

音樂對視障學生確實有很大的幫助，尤其在情緒、

學習、社交方面，是次一連串及有系統的活動，可

印證音樂治療的效果。在教學上亦有它的功用，我

也會在教學中引入唱歌的元素，以引發學生的學習

興趣。 

萬麗好主任 

音樂治療師伍 Sir 認識弱能學生的特徵、能力、情緒及行

為表現，因而能因應他們個別差異編訂合適的治療方案

及與語文科協作教學內容，同學在多方面均有改善，例如

在情緒、課堂專注力及學習能力都有提升。 

Helena LI 老師 

歌曲動聽、易上口，鼓勵了學生發聲，連日常少發

聲的學生都能朗朗上口。上課氣氛熱鬧，學生易投

入。特別是學生休息時在禮堂進行午間音樂小組

時，即時把與學生有關的歌詞配入歌曲內，使他們

更顯投入及主動。 

歐麥妍老師 

活動生動，增加學習氣氛，音樂悅耳，適合我們視障及智

障的學生，令他們的學習動機增強。 

Wong Wai Hing 主任 

學生能投入參與，享受音樂的樂趣。音樂活動能配合課堂

教學，增加氣氛，令課堂順暢。同工亦能互相協作，投入

參與，並能跟上歌曲，配合課堂/課文的內容和活動！ 

潘主任 



張校長，可否先分享一下 貴校這個計劃的理念？  

這個計劃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幫助本校的視障及智障學生，改善專注力及穩定情緒，因為

他們看不見，以致安全感較低，學習也較被動，以及不懂表達及溝通，我們希望把音樂

引進他們日常生活流程及課堂中，使他們的溝通能夠提升。 

 

為何會選擇音樂而不是其他藝術元素？ 

不選擇藝術元素的原因是視障學生對音樂的敏感度及興趣比其他藝術元素會較大，他們聽到音樂時會很開心，所以

應以音樂為先。 

 

對於今年度音樂治療師進入了中文堂及音樂堂協助教學，您認為對學生學習及老師教學等有什麼轉變？  

我相信一定有幫助，始終學習語文比較沉悶，加入了音樂的元素，透過歌曲學習，學生的興趣就提高了。學生的專

注力也改善了，由不能坐定定到後來可以乖乖地上課！另一方面，老師的創意也提高了，經過與音樂治療師的合作，

在過程中看到治療師因應課文而創作歌曲，帶動學生愉快學習，讓他們更體會怎樣令課堂內容變得更豐富，因此，

無論對老師的教學技巧與學生的學習都有裨益。 

 

有什麼意想不到的收穫？ 

真的意想不到，不少老師也嘗試創作簡單的歌曲，引入課堂中。 

 

另外，對於有參與個別音樂治療的學生，您認為他們在情緒、行為或其他方面有什麼明顯的轉變呢？ 

經過音樂治療後，他們在情緒上出現很大的改善，一些不理想的行為也減少了，有些學生更懂得與別人溝通。例如

其中一位同學從前遇到不喜歡的事情就會蹲下發脾氣，但現在蹲下的次數減少了很多。另外有一位新生從前非常好

動活躍，他現在已懂得聽指令，情緒也穩定下來，在長達兩個小時的典禮中，他只是跳過一次而已，這是一個十分

大的進步，家長和老師都看見他的情緒穩定後，學習變得更容易了。還有一位同學從前不懂得溝通，但他現在能回

應老師，情緒好轉了，在課堂上也比從前專心。這些同學著實是進步了！ 

 

您認為音樂治療師與 貴校的合作如何？ 

老師們都表達與音樂治療師伍 Sir 和助手恩恩姐姐合作很愉快，你們非常主動，可以讓學生享受音樂及更投入學習。

另一方面，老師可以學到很多，而伍 Sir 更激發起音樂老師的一些創新意念。 

 

回顧全年的活動，是否已達到計劃的預期目標嗎？ 

我們的預期的目標已經達到，就是將音樂帶到課堂中，使學生更有興趣學習。 

 

您認為音樂治療值得在特殊教育中推行嗎？ 

一定是值得的！因為真的見到學生的情緒、行為、學習動機都有改善，對學習成效及社交溝通的技能都有很大的幫

助。對於沒有言語能力及智障的孩子，音樂成為了他們與人溝通、表達自己、引起學習好奇心及對外界的關注的渠

道。 

 

政府和教育局應如何推動音樂治療，使成效更理想？ 

最理想當然是政府可以撥出資源，在學校裡聘請音樂治療師，我們明白資源短缺，未必能在短期做到，但這是我們

的長遠方向，我希望所有特殊學校都有一個音樂治療師，尤其是視障學校。 

 

您對音樂治療在校內延續抱著什麼理想？ 

對於視障的學生，音樂氣氛是很重要，音樂文化需要延續，我們很希望能夠繼續進行午間音樂小組，在來年，必須

依賴本校音樂科老師的協助，嘗試在不同的科目中加入音樂的元素，幫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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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9th European Guided Imagery and Music Conference was held in the 

Villa de Laguardia Hotel, Spain from 13th to 16th September 2010.  There were 

over 80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European countries including Austria, Bul-

garia, Denmark, England, Finland, Germany, Hungary, Ireland, Italia, Norway, 

Spain, and Sweden.  Apart from these countries, some participants came all the 

way from South Africa,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Korea and Hong Kong . 

 

 The conference was substantial in content including 4 keynote speeches, 2 

roundtables, 16 papers, 12 workshops and 3 poster presentations.  I was very 

proud to be a representative for the Chinese region.  I facilitated a workshop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usic in a GIM Music Program "Harvest"'  in the 

conference.  The participants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music and the 

Chinese GIM music program.  Some people, who did not join the workshop but 

they heard about the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participants, also asked me for 

the music CD and description after the workshop.  At the end, over 30 CDs were 

distributed. 

 

I made a lot of friends and experts in the conference.  Although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could no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we had a very sincere communi-

cation full of appreciation and encouragement.  In brief, it was a successful 

conference in terms of accommodation, arrangement, atmosphere, contents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European GIM confer-

ence in Sweden in 2012. 

Wai Man NG: Registered GIM Therapist (AMI, US) 

日期 時間 課程 主辦機構  查詢及報名 

13/11 (六)   7:00pm - 10:00pm  音樂治療基礎工作坊 工聯會 2712 9165 

14/11 - 19/12 (日)  10:00am - 12:30pm  音樂治療：音樂心靈導航初體驗 工聯會 2712 9165 

20/11 (六)  7:30pm - 9:00pm  免費家長講座: 

音樂治療於兒童發展障礙之應用  

本中心 電郵姓名及聯絡方法，註明

課程 (info@mtpro.com.hk) 

3/3 - 30/6/11 (三、四)  7:00pm- 10:00pm   音樂治療基礎證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2975 5696  

2011年初  週末全日 (另加實習)  音樂治療深造文憑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2975 5696  

14/2 – 4/4 (一) 7:30pm - 9:30pm  音樂治療活動錦囊  演藝進修學院  2584 8721  

9/5 – 30/5/11 (一)  7:30pm - 10:00pm   音樂心靈導航體驗工作坊  演藝進修學院  2584 8721  

Opening Ceremony 

Keynote Speaker Prof. Denise Grocke 

Mr. Ng's Presentation 

Mr. Ng's Poster Presentation 

Dr. Helen Bonny's Son Erich Bonny New Fellows Ceremony New Fellow  Camino Grou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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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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4月22-24日 (星期五至日, 復活節公眾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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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3000 (11月30日前報名$2200; 1月31日前報名$2600)  

地點 九龍長沙灣元州街290-296號西岸國際大廈7樓  

備註 
適合特殊教育工作者、心理治療師及音樂治療愛好者參加。名額有限，欲免向隅，報名從速。  

詳情請瀏覽本中心網頁及下載報名表。 

～閱後請與他人分享，讓音樂治療的美與善廣傳～  

This workshop is open to anyone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voice and one’s 

personal power. We will experience the use of breath, tone, songs and vocal improvisation through 

exercises and activities and learn some of the ways in which voicework can facilitate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by enabling clients to gain access to their spontaneous, authentic selves. Through audiotaped 

case examples from my work in private practice with adults I will illustrate how singing can be used in 

various stages of the healing process to foster trust and safety within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to 

provide a creative space for clients to access, express and gain insight into their feelings, and to pro-

vide a bridge for feelings, images and memories from the unconscious to reach consciousness.  I will 

demonstrate vocal interventions that can help clients recover and relate to dissociated or unknown 

aspects of their personalities so that they can gradually be integrated through music and verbal proc-

essing, resulting in a more complete, cohesive sense of self and identity. Many of these interventions 

can be adapted for use with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d other modalities.  

 優惠級 Economy Class 

Dr. Diane Austin DA, LCAT, ACMT 

從事音樂心理治療已超過20年，現為

美國紐約大學音樂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又督導創意藝術治療師，更在其主理的

音樂心理治療中心提供兩年制的聲樂心

理治療證書課程。她於美國及國際間廣

泛地講授音樂及聲樂心理治療，融入深

度心理學、創傷治療及心理戲劇的理論

及元素。她的工作已出版於不同的期刊

及書籍並被翻譯成日文、韓文、希臘文

及葡萄牙文。新著作《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Vocal  Psychotherapy: 

Songs of the Self》已經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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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