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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半年裡，我們的工作既繁重但別具意義，除了繼續為學校、老人院舍及各社福機構提供音樂治

療服務外，本中心總監伍偉文先生接受了多個媒體的專訪（包括 TVB、商業電台及東方新地），讓社會

不同階層均可認識音樂治療。在大學課程中，伍先生繼續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及香

港演藝學院提供音樂治療選修課程，積極為培養專業音樂治療師奠下基礎。 

 

在四月份，由美國音樂治療大師 Dr. Diane Austin 主持的 Vocal Psychotherapy 工作坊已順利完成，約

三十位參加者親身體驗了聲樂的奇妙，而且見證了歌唱的治癒能力，不少參加者更被感動至落淚，部分

有心的學員亦因此而決定踏上音樂治療專業的道路。有見及此，本中心在九月份將舉行「音樂治療──

海外專業進修課程工作坊」，期盼希望成為音樂治療師的人士，能找到合適的專業課程及進修方向。 

伍Sir在Melbourne與兩位北京留澳

音樂治療學生相聚，分享學習心得

。 

英國 K i n g s t o n  U n i v e r s i t y 

職員在香港聚會。（左起）Prof 

Pateman、Ms Busen-Smith、Prof 

Mannings、Alice、Virginia及伍  

Sir 

伍Sir好學不倦，去年在英國劍橋的 

ARU 完成另一個碩士學位。 

伍Sir的學生Joanne(右) 和Cat(左) 

已於今年二月份到澳洲修讀音樂治

療碩士課程。 

英國倫敦 Ray Man 民族樂器店 

文賢慶先生（右二）到訪本中心。 

伍 Sir在放學 ICU中與小朋友分享音

樂治療的好處。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訪問伍Sir製作

錄音節目。 

香港房屋協會職員到本中心訪問伍

Sir。 

上海音樂學院李仲璠老師參觀本中

心及與伍 Sir 交流音樂治療教學心

得。 

伍 Sir參觀倫敦Chelsea and West-

m i n s t e r  H o s p i t a l 

的音樂治療室，並與音樂治療師 

J u l i e t  分 享 治 療 心 得 。 

本地各種不同媒體的藝術治療師於

本中心相聚互相勉勵，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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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復活節，我們邀請到國際知名音樂及聲樂心理治療大師 Dr. Diane Austin親臨香港與一群對音樂治療充滿

興趣的學員分享經驗與心得！在三日的工作坊當中，學員非常投入參與每一個練習，希望從中得到體驗與啟發。

經驗豐富的 Diane，有系統地帶領學員進行一連串的聲樂及肢體活動，讓學員的心理狀態達致最鬆弛，使他們長

期受壓力綑綁的心靡得以打開，透過認識自己的聲音了解內心世界。學員除了理解當中的理論外，還掌握到初

步的聲樂治療技巧，期望日後再能邀請 Diane來港舉行工作坊，讓熱愛音樂治療的人士學習到更多的治療技巧！ 

很新鮮的體驗，目睹用voice也可

以達致醫治效果。能將人的感受

從心裡引導出來導致學懂開始去

愛自己。                              學生 

Learnt a lot about music therapy &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The  first 

time to know the power of using mu-

sic as a device to help people who 

need psychologically healing.  

 
Ms. Lee Music Instructor 

Diane是個啟發力很強的老師，我收獲

最多是在課程中更認識自己。       學
生 

Diane的教學很 experimental。令

人很深刻。希望下次能再有如

此高質素的Workshop !   

何小姐 

唱歌比玩樂器更能直接地表達自己，透

過呼吸、旋律、和聲等，將內心感情赤

裸裸地表現出來。 

容小姐學生 

I was inspired by the true healing power of vocal & 
music. Diane is an excellent trainer who demon-
strates the wonderful use of music & vocal. We 
deeply connected with our true self through music.    

很多觸動到內心感受的活動及遊戲。學的不只

有技巧，還有機會面對自己真實的一面。是這

次工作坊最意想不到亦很有得著的一部份。 

梁小姐老師 

A great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our voice is stunning! I build the 
trust of my own body, including my 
voice, feeling, & emotion. This 
workshop empowers my strength!   

 
Candace Teacher 

Diane  is  profes-
sional.  What  she 
delivered was more 
than I expected...We 
experienced  power 
of voices!   

Ms. Lam Music Therapist 

讓每個同學有個別分享及

體驗，實在難得! 

葉小姐老師 



 

 
The author & workshop trainer, Dr. Diane Austin, is a music psychotherapist in private practice with 
offices in Manhattan and Sag Harbor, New York. Dr. Austin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Music 
Psychotherapy Center, where she offers advanced training for music therapists. She is also is a senior 
faculty member in the graduate music therapy program at New York University. 

The book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Vocal Psychotherapy: Songs of the Self’ explains the 

foundations of vocal psychotherapy and goes on to explore its usage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the various techniques involved. It integrates important concepts from depth psychology such 

as regression, re-enactment and working with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with the 

practice of vocal music therapy. Drawing on over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the author uses 

case studies to illustrate specific vocal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improvisation techniques such 

as vocal holding, free associative singing and psycho-dramatic singing which will be essential 

reading for music and creative arts therapists. 

It was my first time teaching in Hong Kong and I was excited and curious to see how my 

model of music therapy would be received, especially by a group that included non- music 

therapists. I was delighted by and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participants in my Vocal Psycho-

therapy workshop. They were willing to take many risks and were brave and creative when 

using their voices and sharing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I felt very welcomed by Wai Man, 

Kar Kei and everyone involved.  I had a wonderfu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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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學員參加了三月份之GIM工作坊，

相信已有不少體會與得著！ 

2010 Kingston University Level 1 EPS 

Lecturers and Students. 

演藝進修學院—音樂治療活動錦囊之部 

份學生完成課程後合照留念。   

伍Sir獲澳門商業管理教育中心邀請向心

理學證書課程學員教授音樂治療的基本

概念。 

伍Sir向另一屆香港大學社工系學生介紹

音樂治療，讓這一批未來社工認識音樂

治療對社會大眾的好處！  

2011年工聯會之音樂治療基礎工作坊學

員在完成音樂想像後分享感受。 

香港大學社工系學生正體驗音樂治療的

活動。 

伍Sir在銀屑護關會週年大會上向病友介

紹音樂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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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 1 月至 3 月，我獲香港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社工蕭姑娘邀請，舉行「懷緬之路」與「記憶及導向」

長者音樂治療小組，在開始之前，我已感到這次活動特別艱巨，因為每一節的活動主題及細節早已定下來，我必須

配合他們的主題及長者的能力加插音樂治療的元素。 

 

在第一節及第二節小組時，我細心留意長者與同工的互動，了解院舍活動小組的習慣，我漸漸加入音樂治療的元素，

在「現實導向」中，我大膽地把日期即興創作了「日期歌」，把長者之家的地址及名稱譜上曲調，讓長者在毫無壓

力下進行「音樂現實導向」，當我看到連體弱的長者都能開口時，心裡既興奮又感動。 

 

後來，我按照活動的主題，其中包括「過新年」、「元宵節」、「回鄉探親」、「兒時遊戲」、「我的寶貝」．．．

創作了 12 首全新的歌曲。一般治療師或許認為患有腦退化症（老人癡呆症）的長者只能唱懷舊歌曲，不一定對新曲

提起興趣；然而，16 位長者非常喜歡這些歌曲，而且非常投入參與，而其中的秘訣是：每一首歌曲都可加入長者的

個人元素，例如姓名、家鄉地、喜歡的食物、自己擁有的寶貝．．．當長者唱出這些歌曲時，就是唱出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經歷．．．試問活在安老院內那年近過百的長者，有誰願意為他們度身創作歌曲呢？音樂

治療師就肩負起這個使命，為長者獻出僅有的音樂才能。 

 

在 12 節的治療小組過後，我發現組員除了在認知上有不同的進步，在會話表現、目光反應、集中力度、表情狀態、

參加意願、歌唱能力、樂器及節奏能力上均有正面的改善。除了我本人見證了長者的進步，多位一起參與的同工也

為他們那喜出望外的表現而感到驚喜，我已經把十多首歌曲錄製成 CD 給院舍同工內部使用，期盼長者的歡樂能藉著

音樂得以延續，生命因音樂而變得更豐盛。 

長者與音樂互動配合，

使長者表現出歡樂及精

神的樣子，整個小組氣

氛十分濃烈．．．加入

音樂元素進行小組，可

讓長者在生活上更添樂

趣。──黃姑娘 

音樂能融入其他各類治療元素如懷

緬、記憶導向、幫助長者增強專注

力及記憶力，從而達到小組目標．

．．音樂不但可以幫助長者享受小

組活動，更可協助他們保持身心功

能壯健，一舉數得！──朱姑娘  

起初本著一顆熱熾的心與不同的治療機

構聯絡，但大部份答案都是令人失望，

直到聯絡到伍先生，就令這計劃起了曙

光．．．音樂原來對腦退化症的長者起

了很大的「化學作用」．．．伍先生，

實在感謝你這幾個月的努力，Than
ks！

── 蕭姑娘 

是次小組配合不同主題，加入音樂元

素，讓長者重拾記憶，分享過往生活

，無論在氣氛、院友參與程度，跟以

往截然不同〃〃〃因院友積極參與，

開心投入活動〃〃〃鼓勵我們更用心

，更誠心協助院友。──林姑娘 

通過這三個月的音樂治療，

使同工深切體會到音樂元素

可以讓長者保持或減慢退化

，讓長者保持一定的生活質

素。──董姑娘 

原來在小組中加入音樂元素，

可以令沉悶的氣氛熱鬧起來，

整個過程都在愉快輕鬆的環境

下進行，各組員由開初到現在

，都改變了不少。──關姑娘 

沒
想
到
同
一
個
主
題
的
小
組
加

入
了
音
樂
元
素
後
能
令
長
者
有

截
然
不
同
的
反
應
與
效
果
．
．

．
更
難
得
曾
見
到
較
弱
的
組
員

也
可
以
哼
出
一
句
句
的
歌
詞
來

．
．
．
音
樂
確
有
神
奇
的
治
療

功
能
！
─
─
霍
姑
娘
 

組員的表現令人感到鼓舞，是
次的活動有這麼理想的成效，

全賴伍先生的帶領，有著他專
業的意見和音樂治療的技巧，

達致今日的成果。──區姑娘 

在這三個月的音樂治療小組中〃〃〃組員投入

活動，我看到長者的笑容多了、自信心增強了

、氣氛更加活躍了，懂得用唱歌表達〃〃〃在

輕鬆的環境下幫助長者訓練記憶及懷緬往事，

更能帶出明顯的治療作用。──楊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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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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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課程 主辦機構  查詢及報名 

5/5 – 9/5（二至六）  全日 第十三屆世界音樂治療會議（首爾）  世界音樂治療聯盟  http://www.musictherapy2011.org  

12/7 – 4/8（二、四）  7:30pm – 9:30pm  音樂治療活動錦囊  演藝進修學院  2584 8721  

13/7 – 3/8（三）  7:30pm – 9:30pm  音樂心靈導航體驗工作坊  演藝進修學院  2584 8721  

18/7 – 2/8 

（一、二、四、五）  
全日 音樂治療基礎證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2975 5696  

2/9 – 15/12（四、五）   7:30pm – 10:00pm  音樂治療基礎證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2975 5696  

16/7（六）  7:00pm – 10:00pm  音樂治療基礎工作坊  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  2712 9165  

3/9 – 24/9（六）   4:00pm – 10:00pm   音樂治療：音樂心靈導航初體驗  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  2712 9165  

4/9（日）  2:30pm – 5:30pm  音樂治療──海外專業進修課程工作坊  本中心  請瀏覽本中心網頁或致電3175 8591查詢  

8/10（六） 

9/10（日） 

23/10（日）  

5:00pm – 10:00pm 

2:00pm – 10:00pm 

2:00pm – 6:00pm  

音樂心靈導航體驗及應用工作坊  本中心  請瀏覽本中心網頁或致電3175 8591查詢  

16/12（五）  2:30pm – 4:30pm  音樂治療個案及學術研究分享  本中心  請瀏覽本中心網頁或致電3175 8591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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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月份，《東方新地》記者曾小姐到本中心進行訪問，希望了解音樂治療如何幫助一般港孩解決情

緒及行為問題，當專坊在四月五日（695期）刊登後，我馬上接到不少家長的電話查詢，有些家長更立即

帶同子女到本中心開始音樂治療，此時，我才知道港孩出現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嚴重性。 

 

我發現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兩歲至八歲多，沒有明顯的特殊需要，也沒有接受過專業評估，而他們出現的問題常為「愛

發脾氣」、「忐忑不安」、「做事欠缺動機」、「愛做話事小霸王」及「怕事愛哭」等。 

 

在音樂治療中，一般孩子都不會感到是參與治療或訓練，他們只會覺得是參加一個有趣的音樂遊戲，我根據孩子的音

樂表現（例如：高低起伏與快慢強弱）深入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及心理需要，然後以音樂的回應（例如：彈琴、唱歌

或敲打樂器）協助孩子表達自己及改進行為。 

 

子成（化名）是一位六歲多的小孩，他經常發脾氣，而且不懂得控制情緒，所以媽媽帶他來尋求協助。在第一節治療

時，子成要求打鼓，而 4個鼓似乎也不足夠，我更把其他樂器加進，在結束時他興奮地說：「我打了 15件樂器！」由

於子成內存不少的能量需要表現出來，當他找到不正確的表達方式時便會發脾氣，而音樂治療一方面幫助他發洩情緒，

另一方面幫助他把內存的能量化為「愛護家人」、「照顧弟妹」〃〃〃在三個月後，家長看見子成最近的進步，心裡

充滿說不出的喜悅，期盼更多孩子像子成一樣：因音樂變得健康快樂。（如有興趣重溫有關專訪，請瀏覽本中心網頁。） 



Shop 109, 1/F, West Coast International Buil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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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後請與他人分享，讓音樂治療的美與善廣傳～  

 優惠級 Economy Class 

Lots of music learners expect to be music therapists as their future goal. However, people in general, do not notice that there is 

a wide variety of approaches in music therapy, for instance, Psychodynamic Music Therapy, Behavioral Music Therapy, Creative 

Music Therapy and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Music) and so forth.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regis-

tration between UK, USA and AU? How is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therapy programme in China? In enrolling university program, 

what preparation needs to make? What is the prospect of being a music therapist? 

 Mr. Ng Wai Man, the Director of Professional Music Therapy Centre, is a UK Registered Music Therapist (APMT & HPC) and a US 

Registered Guided Imagery and Music Therapist (AMI). Besides, he has taught many local music therapy courses at The Univer-

sity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Meanwhile, different 

overseas universities always invited Mr. Ng to teach music therapy courses or supervise the student’s placement. As a conse-

quence, he ha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in programme and institutions of distinctive countries. 

 In the workshop, not only Mr. Ng will provide information of further study in music therapy, but also let the participants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methods of various approaches. It is believed that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becoming music therapists could 

find an institution which would suit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personal beliefs so as to make their studies more effective and fruitful. 

音樂治療──海外專業進修課程工作坊  
Music Therapy – Workshop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Overseas  

Date   4th September 2011 (Sunday)   Fee  $450  

Time  2:30pm – 5:30pm  Venue  Professional Music Therapy Centre  

Enrolment  Please contact Ms. Mak to leave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send the cheque to PMTC 
Payable to ‘Professional Music Therapy Centre (HK) Co. Ltd.  

Remarks  This activity is suitable for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studying music therapy in overseas. 
This activity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歡迎有志成為音樂治療師的朋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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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