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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音樂治療應用於早期療育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音樂治療為非侵入

性治療方式，屬於創造性藝術治療的一項，對於孩童來說接受度高。接受音樂治

療時不需要有任何音樂技巧，因為我們的身體就像一個樂器，可以與外界的訊息

進行表達互動，舉凡從呼吸頻率、身體律動、心跳聲、唱歌……都有音樂的元素

在當中。在兒童的音樂治療中，治療師會從這些天生的生理表現上尋找線索，融

入在音樂中來與孩子互動。 進行音樂治療時，常見的治療目標有認知理解、表達

溝通、情緒行為、社交互動、肢體動作五大方向；因此，活動設計就會依照每個

兒童的發展狀態，來訂定治療目標跟設計治療活動。

與孩子的互動過程中，音樂治療師會彈性地使用音樂的元素，像是旋律、節

奏、調性、音高、音色等，並會觀察其所產生的生理和心理的反應，來即時做出

音樂性的回應。音樂治療的活動是很多元化的，像是即興創作、歌曲吟唱、樂器

敲打、音樂律動等。這些治療活動會依治療師所傾向的學派，而會產生不同的解

釋跟帶領，以下稍略簡介治療活動的方式： 

• 即興音樂創作：為了促進兒童的表達能力、自發性、互動玩樂能力，治療師會

使用某些音樂元素來回應，或安靜等待兒童在樂器上的表達，再給予回應，是自

由、非結構的表達方式。

• 童謠歌唱：增進兒童在功能性語言上的發展，像是模仿音高或接唱歌詞。

• 樂器敲奏：提升感官察覺能力，及增進彼此間的互動與連結。

• 身體律動：搭配音樂中的訊息，增進粗大動作跟精細動作上的使用動機。

音樂治療活動的本質是以“個案”為中心，治療師很重視治療過程中的每

個時刻，透過觀察兒童在音樂行為的發展程度，適時調整自己的工作方法及活

動內容，逐步走向個人化的治療目標。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音樂治療有個人治療與團體治療二種方式；一對一的療育方式，治療師針

對的是兒童個人所需要發展的部分來帶領跟設計活動，著重的是個人能力的發

展。兒童團體音樂治療大多是以3-4人左右為主，著重的是整體互動，治療師會

先擬定團體的屬性，找到適合一起參與這個團體的兒童，評估團體成員的共同

目標後，再來設計治療活動; 兒童在與同儕共同參與的音樂情境中，能學習到人

際互動的能力。

音樂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具有一股吸引力，每個人都有對音樂的感知和回

應，大多數的嬰幼兒在成長階段中，對音樂是回應是傾向正向的，例如，為孩

子哼唱搖籃曲、聽到音樂時扭動身體、自己主動地唱出歌曲、生活中的敲敲打

打等。音樂作為治療的媒介，具有隨時啟動、運用的優勢，很容易就融入生活

的情境中，由於3C產品普及，很多人會選擇播放音樂來安定孩子的情緒，但家

長忽略自己就是一個發聲樂器，透過自己的聲音、律動、大小聲控制，即時回

應孩子的情緒或反應，這些都是CD或手機音樂做不到的；家長可以先來了解嬰

幼兒在音樂行為的發展里程碑，開始試著將音樂融入生活情境中，整合研究結

果，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Briggs, 1991; Schwartz, 2008)：

一、0-9個月

3個多月的時候，聽到安靜的音樂會冷靜 (特別是高音）;在6個多月的嬰兒

聽到音樂時會移動他們的身體。

二、 9-18個月

嬰幼兒會找到聲音的來源。使用身體的某個部位，像是拍手、踏腳來回應

音樂；可以分辨出熟悉的音樂，嘗試發出類似的聲音。

三、1歲半到3歲

在歌唱上開始唱出可辨認的音高跟旋律輪廓，開始嘗試大量的歌唱；會跟

著音樂互動跟回應節奏。

四、 3-6歲

會自己歌唱，像是短、重複性的歌曲、自己編創的歌詞；會使用視覺提示

去組織節奏性活動。

每個人對於音樂的經驗，時常觸動自身生命中的某些面向，有的是情感、

有的是動作、有的是自我察覺等。在早療的路途上，兒童常常因為發展上的緩

慢跟障礙，跟外界互動及回應相對地變少，藉由探索音樂的過程中，兒童找到

一席位置，並透過非語言的表達方式來呈現內心的需求跟發展狀態，讓外界聽

到他的聲音，進而了解他、與他互動，這對成長的旅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轉

捩點。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一、建立睡前儀式感—搖籃曲

睡眠對於孩子來說很重要，建議家長們可以使用輕鬆的歌唱跟輕拍身體來

安撫兒童入睡，這可以當作是從白天的動態模式轉換至放鬆模式一個儀式，促

進副交感神經的運作，來轉換至休息的模式。早年的正向親子依附經驗會成為

一個安全的基礎，這段每天睡前的固定儀式，在往後遇到挫折時，將會帶來較

良好的情緒調節能力跟復原力。

二、 模仿歌唱—回聲歌唱

想像著兩個人在山谷當中的回聲對唱，模仿歌曲當中的字、音高、節拍、

旋律輪廓。當兒童有回聲模仿歌唱能力後，在社會溝通上，不論是與人的對話

能力、回應的能力也會逐漸地培養出來。若家中的孩子已有發出詞彙的能力，

家長可使用熟悉的童謠跟兒童進行『一來一往』如對話般的歌唱，以「兩隻老

虎」這首童謠為例--

家長唱 : 兩隻老虎    v.s.  兒童模仿接唱：兩隻老虎

家長唱 : 跑得快      v.s.  兒童模仿接唱：跑得快               （以下以此類推） 

還未能夠發出詞彙的孩子，也有簡單版的變化玩法，家長可將歌詞轉換成

像是ㄅㄚ跟ㄇㄚ這樣的雙唇音，當旋律一連續，就能出現疊音的效果，藉此讓

孩子模仿發聲與學習語言。互動的時候還可以邊唱邊拍膝蓋或拍手，一字拍一

下，增加節奏感及注意力；互動時依照兒童的回應來調整歌唱提示速度，當孩

子模仿歌唱穩定後，可延伸至自行創作歌唱對話，對理解能力提升也很有幫助; 

選曲以簡單熟悉旋律為主。

三、 使用節奏跟音高來增進聽覺、視覺及認知能力

生活中有很多的東西都可以做成有節奏跟音高的樂器。例如：收集奶粉空

罐、裝食品的桶子或紙箱，用手或棒子敲擊，除了可以玩節奏，不同的空間發

出的共振或音高也會有差異；在每個物品用色筆標註上顏色，家長可以用說的

或唱的方式給指令，像是“請你敲敲紅色的”或 “請你敲綠色跟橘色”，讓孩

子在活動的過程中，可以提升聽覺注意與認知能力；熟悉顏色與位置後，家長

依”紅-黃-綠-紫”打出順序讓孩子模仿打出，稍後再加上循環的節奏，如”快-

快-快-慢” 來打，孩子就可以跟隨玩上好久，較幼小的孩子，家長可以帶著敲

打來感受與經驗，是非常好玩的居家活動。

常見問與答
Q：要怎麼樣才知道治療是否有效 ? 怎樣才不用再進行治療?

首先，應對療育目標是否有達成，來做指標性的判別，畢竟每個孩子的發

展與回應狀態是不同的。一般來說，在音樂治療裡，若設定的目標為「增進發

聲能力」，例如能在歌唱中模仿音高跟字音，那當兒童在3個月後可以模仿並且

回應，這樣的目標就已達成。當兒童能將在音樂治療情境中有所成長的行為，

也能運用在一般情境中（像是家中跟學校），逐漸呈現些微或是明顯的改善，

代表這個治療是有效的。一般來說，每3-6個月治療師會跟家長討論及修正階段

性的目標; 然而，是否要再進行治療，需要的是多方面評估跟溝通，其中考量的

因素也包括孩童上課狀況、發展狀態、經濟考量等。

Q：當兒童有情緒或抗拒怎麼辦?

首先要先釐清兒童情緒或抗拒的原因，大致分為以下原因：

一、焦慮感––陌生環境與人：

若兒童的情緒或抗拒，是對新環境及治療師不熟悉而產生的，那麼在治療

前期，需要一些轉換的時間來協助他們建立安全感；遇到這種狀況，音樂治療

師傾向用較緩和的方式來度過這個時期，像是家長前期陪同及參與課程，共同

討論及觀察兒童的焦慮程度以適時調整內容，也能減低孩子對治療的不安感。

若兒童獨自參與療育的過程中，有產生太強烈的焦慮感時，也需考量到是否早

年有壓倒性感受，致使導致其心理上的影響。 

二、高敏感情緒孩童：

若情緒議題跟抗拒本身就是兒童主要的議題，那麼在治療室中這些情緒跟

混亂行為的呈現，本身就具有極大的意義。治療是一連串環環相扣的過程，當

兒童的情緒或行為混亂，是被允許在音樂治療室中自由流動而不被阻斷，兒童

的聲音透過音樂表達跟被回應，甚至透過安靜等待的時刻，情緒得以宣洩或表

達出來。家長平時與孩子相處時，也請給予孩童時間表達情緒，當內心的需求

被允許安全表達、被聆聽、被理解、重新建構，才有可能帶來改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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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唱 : 兩隻老虎    v.s.  兒童模仿接唱：兩隻老虎

家長唱 : 跑得快      v.s.  兒童模仿接唱：跑得快               （以下以此類推） 

還未能夠發出詞彙的孩子，也有簡單版的變化玩法，家長可將歌詞轉換成

像是ㄅㄚ跟ㄇㄚ這樣的雙唇音，當旋律一連續，就能出現疊音的效果，藉此讓

孩子模仿發聲與學習語言。互動的時候還可以邊唱邊拍膝蓋或拍手，一字拍一

下，增加節奏感及注意力；互動時依照兒童的回應來調整歌唱提示速度，當孩

子模仿歌唱穩定後，可延伸至自行創作歌唱對話，對理解能力提升也很有幫助; 

選曲以簡單熟悉旋律為主。

三、 使用節奏跟音高來增進聽覺、視覺及認知能力

生活中有很多的東西都可以做成有節奏跟音高的樂器。例如：收集奶粉空

罐、裝食品的桶子或紙箱，用手或棒子敲擊，除了可以玩節奏，不同的空間發

出的共振或音高也會有差異；在每個物品用色筆標註上顏色，家長可以用說的

或唱的方式給指令，像是“請你敲敲紅色的”或 “請你敲綠色跟橘色”，讓孩

子在活動的過程中，可以提升聽覺注意與認知能力；熟悉顏色與位置後，家長

依”紅-黃-綠-紫”打出順序讓孩子模仿打出，稍後再加上循環的節奏，如”快-

快-快-慢” 來打，孩子就可以跟隨玩上好久，較幼小的孩子，家長可以帶著敲

打來感受與經驗，是非常好玩的居家活動。

常見問與答
Q：要怎麼樣才知道治療是否有效 ? 怎樣才不用再進行治療?

首先，應對療育目標是否有達成，來做指標性的判別，畢竟每個孩子的發

展與回應狀態是不同的。一般來說，在音樂治療裡，若設定的目標為「增進發

聲能力」，例如能在歌唱中模仿音高跟字音，那當兒童在3個月後可以模仿並且

回應，這樣的目標就已達成。當兒童能將在音樂治療情境中有所成長的行為，

也能運用在一般情境中（像是家中跟學校），逐漸呈現些微或是明顯的改善，

代表這個治療是有效的。一般來說，每3-6個月治療師會跟家長討論及修正階段

性的目標; 然而，是否要再進行治療，需要的是多方面評估跟溝通，其中考量的

因素也包括孩童上課狀況、發展狀態、經濟考量等。

Q：當兒童有情緒或抗拒怎麼辦?

首先要先釐清兒童情緒或抗拒的原因，大致分為以下原因：

一、焦慮感––陌生環境與人：

若兒童的情緒或抗拒，是對新環境及治療師不熟悉而產生的，那麼在治療

前期，需要一些轉換的時間來協助他們建立安全感；遇到這種狀況，音樂治療

師傾向用較緩和的方式來度過這個時期，像是家長前期陪同及參與課程，共同

討論及觀察兒童的焦慮程度以適時調整內容，也能減低孩子對治療的不安感。

若兒童獨自參與療育的過程中，有產生太強烈的焦慮感時，也需考量到是否早

年有壓倒性感受，致使導致其心理上的影響。 

二、高敏感情緒孩童：

若情緒議題跟抗拒本身就是兒童主要的議題，那麼在治療室中這些情緒跟

混亂行為的呈現，本身就具有極大的意義。治療是一連串環環相扣的過程，當

兒童的情緒或行為混亂，是被允許在音樂治療室中自由流動而不被阻斷，兒童

的聲音透過音樂表達跟被回應，甚至透過安靜等待的時刻，情緒得以宣洩或表

達出來。家長平時與孩子相處時，也請給予孩童時間表達情緒，當內心的需求

被允許安全表達、被聆聽、被理解、重新建構，才有可能帶來改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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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音樂治療應用於早期療育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音樂治療為非侵入

性治療方式，屬於創造性藝術治療的一項，對於孩童來說接受度高。接受音樂治

療時不需要有任何音樂技巧，因為我們的身體就像一個樂器，可以與外界的訊息

進行表達互動，舉凡從呼吸頻率、身體律動、心跳聲、唱歌……都有音樂的元素

在當中。在兒童的音樂治療中，治療師會從這些天生的生理表現上尋找線索，融

入在音樂中來與孩子互動。 進行音樂治療時，常見的治療目標有認知理解、表達

溝通、情緒行為、社交互動、肢體動作五大方向；因此，活動設計就會依照每個

兒童的發展狀態，來訂定治療目標跟設計治療活動。

與孩子的互動過程中，音樂治療師會彈性地使用音樂的元素，像是旋律、節

奏、調性、音高、音色等，並會觀察其所產生的生理和心理的反應，來即時做出

音樂性的回應。音樂治療的活動是很多元化的，像是即興創作、歌曲吟唱、樂器

敲打、音樂律動等。這些治療活動會依治療師所傾向的學派，而會產生不同的解

釋跟帶領，以下稍略簡介治療活動的方式： 

• 即興音樂創作：為了促進兒童的表達能力、自發性、互動玩樂能力，治療師會

使用某些音樂元素來回應，或安靜等待兒童在樂器上的表達，再給予回應，是自

由、非結構的表達方式。

• 童謠歌唱：增進兒童在功能性語言上的發展，像是模仿音高或接唱歌詞。

• 樂器敲奏：提升感官察覺能力，及增進彼此間的互動與連結。

• 身體律動：搭配音樂中的訊息，增進粗大動作跟精細動作上的使用動機。

音樂治療活動的本質是以“個案”為中心，治療師很重視治療過程中的每

個時刻，透過觀察兒童在音樂行為的發展程度，適時調整自己的工作方法及活

動內容，逐步走向個人化的治療目標。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音樂治療有個人治療與團體治療二種方式；一對一的療育方式，治療師針

對的是兒童個人所需要發展的部分來帶領跟設計活動，著重的是個人能力的發

展。兒童團體音樂治療大多是以3-4人左右為主，著重的是整體互動，治療師會

先擬定團體的屬性，找到適合一起參與這個團體的兒童，評估團體成員的共同

目標後，再來設計治療活動; 兒童在與同儕共同參與的音樂情境中，能學習到人

際互動的能力。

音樂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具有一股吸引力，每個人都有對音樂的感知和回

應，大多數的嬰幼兒在成長階段中，對音樂是回應是傾向正向的，例如，為孩

子哼唱搖籃曲、聽到音樂時扭動身體、自己主動地唱出歌曲、生活中的敲敲打

打等。音樂作為治療的媒介，具有隨時啟動、運用的優勢，很容易就融入生活

的情境中，由於3C產品普及，很多人會選擇播放音樂來安定孩子的情緒，但家

長忽略自己就是一個發聲樂器，透過自己的聲音、律動、大小聲控制，即時回

應孩子的情緒或反應，這些都是CD或手機音樂做不到的；家長可以先來了解嬰

幼兒在音樂行為的發展里程碑，開始試著將音樂融入生活情境中，整合研究結

果，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Briggs, 1991; Schwartz, 2008)：

一、0-9個月

3個多月的時候，聽到安靜的音樂會冷靜 (特別是高音）;在6個多月的嬰兒

聽到音樂時會移動他們的身體。

二、 9-18個月

嬰幼兒會找到聲音的來源。使用身體的某個部位，像是拍手、踏腳來回應

音樂；可以分辨出熟悉的音樂，嘗試發出類似的聲音。

三、1歲半到3歲

在歌唱上開始唱出可辨認的音高跟旋律輪廓，開始嘗試大量的歌唱；會跟

著音樂互動跟回應節奏。

四、 3-6歲

會自己歌唱，像是短、重複性的歌曲、自己編創的歌詞；會使用視覺提示

去組織節奏性活動。

每個人對於音樂的經驗，時常觸動自身生命中的某些面向，有的是情感、

有的是動作、有的是自我察覺等。在早療的路途上，兒童常常因為發展上的緩

慢跟障礙，跟外界互動及回應相對地變少，藉由探索音樂的過程中，兒童找到

一席位置，並透過非語言的表達方式來呈現內心的需求跟發展狀態，讓外界聽

到他的聲音，進而了解他、與他互動，這對成長的旅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轉

捩點。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一、建立睡前儀式感—搖籃曲

睡眠對於孩子來說很重要，建議家長們可以使用輕鬆的歌唱跟輕拍身體來

安撫兒童入睡，這可以當作是從白天的動態模式轉換至放鬆模式一個儀式，促

進副交感神經的運作，來轉換至休息的模式。早年的正向親子依附經驗會成為

一個安全的基礎，這段每天睡前的固定儀式，在往後遇到挫折時，將會帶來較

良好的情緒調節能力跟復原力。

二、 模仿歌唱—回聲歌唱

想像著兩個人在山谷當中的回聲對唱，模仿歌曲當中的字、音高、節拍、

旋律輪廓。當兒童有回聲模仿歌唱能力後，在社會溝通上，不論是與人的對話

能力、回應的能力也會逐漸地培養出來。若家中的孩子已有發出詞彙的能力，

家長可使用熟悉的童謠跟兒童進行『一來一往』如對話般的歌唱，以「兩隻老

虎」這首童謠為例--

家長唱 : 兩隻老虎    v.s.  兒童模仿接唱：兩隻老虎

家長唱 : 跑得快      v.s.  兒童模仿接唱：跑得快               （以下以此類推） 

還未能夠發出詞彙的孩子，也有簡單版的變化玩法，家長可將歌詞轉換成

像是ㄅㄚ跟ㄇㄚ這樣的雙唇音，當旋律一連續，就能出現疊音的效果，藉此讓

孩子模仿發聲與學習語言。互動的時候還可以邊唱邊拍膝蓋或拍手，一字拍一

下，增加節奏感及注意力；互動時依照兒童的回應來調整歌唱提示速度，當孩

子模仿歌唱穩定後，可延伸至自行創作歌唱對話，對理解能力提升也很有幫助; 

選曲以簡單熟悉旋律為主。

三、 使用節奏跟音高來增進聽覺、視覺及認知能力

生活中有很多的東西都可以做成有節奏跟音高的樂器。例如：收集奶粉空

罐、裝食品的桶子或紙箱，用手或棒子敲擊，除了可以玩節奏，不同的空間發

出的共振或音高也會有差異；在每個物品用色筆標註上顏色，家長可以用說的

或唱的方式給指令，像是“請你敲敲紅色的”或 “請你敲綠色跟橘色”，讓孩

子在活動的過程中，可以提升聽覺注意與認知能力；熟悉顏色與位置後，家長

依”紅-黃-綠-紫”打出順序讓孩子模仿打出，稍後再加上循環的節奏，如”快-

快-快-慢” 來打，孩子就可以跟隨玩上好久，較幼小的孩子，家長可以帶著敲

打來感受與經驗，是非常好玩的居家活動。

常見問與答
Q：要怎麼樣才知道治療是否有效 ? 怎樣才不用再進行治療?

首先，應對療育目標是否有達成，來做指標性的判別，畢竟每個孩子的發

展與回應狀態是不同的。一般來說，在音樂治療裡，若設定的目標為「增進發

聲能力」，例如能在歌唱中模仿音高跟字音，那當兒童在3個月後可以模仿並且

回應，這樣的目標就已達成。當兒童能將在音樂治療情境中有所成長的行為，

也能運用在一般情境中（像是家中跟學校），逐漸呈現些微或是明顯的改善，

代表這個治療是有效的。一般來說，每3-6個月治療師會跟家長討論及修正階段

性的目標; 然而，是否要再進行治療，需要的是多方面評估跟溝通，其中考量的

因素也包括孩童上課狀況、發展狀態、經濟考量等。

Q：當兒童有情緒或抗拒怎麼辦?

首先要先釐清兒童情緒或抗拒的原因，大致分為以下原因：

一、焦慮感––陌生環境與人：

若兒童的情緒或抗拒，是對新環境及治療師不熟悉而產生的，那麼在治療

前期，需要一些轉換的時間來協助他們建立安全感；遇到這種狀況，音樂治療

師傾向用較緩和的方式來度過這個時期，像是家長前期陪同及參與課程，共同

討論及觀察兒童的焦慮程度以適時調整內容，也能減低孩子對治療的不安感。

若兒童獨自參與療育的過程中，有產生太強烈的焦慮感時，也需考量到是否早

年有壓倒性感受，致使導致其心理上的影響。 

二、高敏感情緒孩童：

若情緒議題跟抗拒本身就是兒童主要的議題，那麼在治療室中這些情緒跟

混亂行為的呈現，本身就具有極大的意義。治療是一連串環環相扣的過程，當

兒童的情緒或行為混亂，是被允許在音樂治療室中自由流動而不被阻斷，兒童

的聲音透過音樂表達跟被回應，甚至透過安靜等待的時刻，情緒得以宣洩或表

達出來。家長平時與孩子相處時，也請給予孩童時間表達情緒，當內心的需求

被允許安全表達、被聆聽、被理解、重新建構，才有可能帶來改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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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音樂治療應用於早期療育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音樂治療為非侵入

性治療方式，屬於創造性藝術治療的一項，對於孩童來說接受度高。接受音樂治

療時不需要有任何音樂技巧，因為我們的身體就像一個樂器，可以與外界的訊息

進行表達互動，舉凡從呼吸頻率、身體律動、心跳聲、唱歌……都有音樂的元素

在當中。在兒童的音樂治療中，治療師會從這些天生的生理表現上尋找線索，融

入在音樂中來與孩子互動。 進行音樂治療時，常見的治療目標有認知理解、表達

溝通、情緒行為、社交互動、肢體動作五大方向；因此，活動設計就會依照每個

兒童的發展狀態，來訂定治療目標跟設計治療活動。

與孩子的互動過程中，音樂治療師會彈性地使用音樂的元素，像是旋律、節

奏、調性、音高、音色等，並會觀察其所產生的生理和心理的反應，來即時做出

音樂性的回應。音樂治療的活動是很多元化的，像是即興創作、歌曲吟唱、樂器

敲打、音樂律動等。這些治療活動會依治療師所傾向的學派，而會產生不同的解

釋跟帶領，以下稍略簡介治療活動的方式： 

• 即興音樂創作：為了促進兒童的表達能力、自發性、互動玩樂能力，治療師會

使用某些音樂元素來回應，或安靜等待兒童在樂器上的表達，再給予回應，是自

由、非結構的表達方式。

• 童謠歌唱：增進兒童在功能性語言上的發展，像是模仿音高或接唱歌詞。

• 樂器敲奏：提升感官察覺能力，及增進彼此間的互動與連結。

• 身體律動：搭配音樂中的訊息，增進粗大動作跟精細動作上的使用動機。

音樂治療活動的本質是以“個案”為中心，治療師很重視治療過程中的每

個時刻，透過觀察兒童在音樂行為的發展程度，適時調整自己的工作方法及活

動內容，逐步走向個人化的治療目標。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音樂治療有個人治療與團體治療二種方式；一對一的療育方式，治療師針

對的是兒童個人所需要發展的部分來帶領跟設計活動，著重的是個人能力的發

展。兒童團體音樂治療大多是以3-4人左右為主，著重的是整體互動，治療師會

先擬定團體的屬性，找到適合一起參與這個團體的兒童，評估團體成員的共同

目標後，再來設計治療活動; 兒童在與同儕共同參與的音樂情境中，能學習到人

際互動的能力。

音樂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具有一股吸引力，每個人都有對音樂的感知和回

應，大多數的嬰幼兒在成長階段中，對音樂是回應是傾向正向的，例如，為孩

子哼唱搖籃曲、聽到音樂時扭動身體、自己主動地唱出歌曲、生活中的敲敲打

打等。音樂作為治療的媒介，具有隨時啟動、運用的優勢，很容易就融入生活

的情境中，由於3C產品普及，很多人會選擇播放音樂來安定孩子的情緒，但家

長忽略自己就是一個發聲樂器，透過自己的聲音、律動、大小聲控制，即時回

應孩子的情緒或反應，這些都是CD或手機音樂做不到的；家長可以先來了解嬰

幼兒在音樂行為的發展里程碑，開始試著將音樂融入生活情境中，整合研究結

果，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Briggs, 1991; Schwartz, 2008)：

一、0-9個月

3個多月的時候，聽到安靜的音樂會冷靜 (特別是高音）;在6個多月的嬰兒

聽到音樂時會移動他們的身體。

二、 9-18個月

嬰幼兒會找到聲音的來源。使用身體的某個部位，像是拍手、踏腳來回應

音樂；可以分辨出熟悉的音樂，嘗試發出類似的聲音。

三、1歲半到3歲

在歌唱上開始唱出可辨認的音高跟旋律輪廓，開始嘗試大量的歌唱；會跟

著音樂互動跟回應節奏。

四、 3-6歲

會自己歌唱，像是短、重複性的歌曲、自己編創的歌詞；會使用視覺提示

去組織節奏性活動。

每個人對於音樂的經驗，時常觸動自身生命中的某些面向，有的是情感、

有的是動作、有的是自我察覺等。在早療的路途上，兒童常常因為發展上的緩

慢跟障礙，跟外界互動及回應相對地變少，藉由探索音樂的過程中，兒童找到

一席位置，並透過非語言的表達方式來呈現內心的需求跟發展狀態，讓外界聽

到他的聲音，進而了解他、與他互動，這對成長的旅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轉

捩點。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一、建立睡前儀式感—搖籃曲

睡眠對於孩子來說很重要，建議家長們可以使用輕鬆的歌唱跟輕拍身體來

安撫兒童入睡，這可以當作是從白天的動態模式轉換至放鬆模式一個儀式，促

進副交感神經的運作，來轉換至休息的模式。早年的正向親子依附經驗會成為

一個安全的基礎，這段每天睡前的固定儀式，在往後遇到挫折時，將會帶來較

良好的情緒調節能力跟復原力。

二、 模仿歌唱—回聲歌唱

想像著兩個人在山谷當中的回聲對唱，模仿歌曲當中的字、音高、節拍、

旋律輪廓。當兒童有回聲模仿歌唱能力後，在社會溝通上，不論是與人的對話

能力、回應的能力也會逐漸地培養出來。若家中的孩子已有發出詞彙的能力，

家長可使用熟悉的童謠跟兒童進行『一來一往』如對話般的歌唱，以「兩隻老

虎」這首童謠為例--

家長唱 : 兩隻老虎    v.s.  兒童模仿接唱：兩隻老虎

家長唱 : 跑得快      v.s.  兒童模仿接唱：跑得快               （以下以此類推） 

還未能夠發出詞彙的孩子，也有簡單版的變化玩法，家長可將歌詞轉換成

像是ㄅㄚ跟ㄇㄚ這樣的雙唇音，當旋律一連續，就能出現疊音的效果，藉此讓

孩子模仿發聲與學習語言。互動的時候還可以邊唱邊拍膝蓋或拍手，一字拍一

下，增加節奏感及注意力；互動時依照兒童的回應來調整歌唱提示速度，當孩

子模仿歌唱穩定後，可延伸至自行創作歌唱對話，對理解能力提升也很有幫助; 

選曲以簡單熟悉旋律為主。

三、 使用節奏跟音高來增進聽覺、視覺及認知能力

生活中有很多的東西都可以做成有節奏跟音高的樂器。例如：收集奶粉空

罐、裝食品的桶子或紙箱，用手或棒子敲擊，除了可以玩節奏，不同的空間發

出的共振或音高也會有差異；在每個物品用色筆標註上顏色，家長可以用說的

或唱的方式給指令，像是“請你敲敲紅色的”或 “請你敲綠色跟橘色”，讓孩

子在活動的過程中，可以提升聽覺注意與認知能力；熟悉顏色與位置後，家長

依”紅-黃-綠-紫”打出順序讓孩子模仿打出，稍後再加上循環的節奏，如”快-

快-快-慢” 來打，孩子就可以跟隨玩上好久，較幼小的孩子，家長可以帶著敲

打來感受與經驗，是非常好玩的居家活動。

常見問與答
Q：要怎麼樣才知道治療是否有效 ? 怎樣才不用再進行治療?

首先，應對療育目標是否有達成，來做指標性的判別，畢竟每個孩子的發

展與回應狀態是不同的。一般來說，在音樂治療裡，若設定的目標為「增進發

聲能力」，例如能在歌唱中模仿音高跟字音，那當兒童在3個月後可以模仿並且

回應，這樣的目標就已達成。當兒童能將在音樂治療情境中有所成長的行為，

也能運用在一般情境中（像是家中跟學校），逐漸呈現些微或是明顯的改善，

代表這個治療是有效的。一般來說，每3-6個月治療師會跟家長討論及修正階段

性的目標; 然而，是否要再進行治療，需要的是多方面評估跟溝通，其中考量的

因素也包括孩童上課狀況、發展狀態、經濟考量等。

Q：當兒童有情緒或抗拒怎麼辦?

首先要先釐清兒童情緒或抗拒的原因，大致分為以下原因：

一、焦慮感––陌生環境與人：

若兒童的情緒或抗拒，是對新環境及治療師不熟悉而產生的，那麼在治療

前期，需要一些轉換的時間來協助他們建立安全感；遇到這種狀況，音樂治療

師傾向用較緩和的方式來度過這個時期，像是家長前期陪同及參與課程，共同

討論及觀察兒童的焦慮程度以適時調整內容，也能減低孩子對治療的不安感。

若兒童獨自參與療育的過程中，有產生太強烈的焦慮感時，也需考量到是否早

年有壓倒性感受，致使導致其心理上的影響。 

二、高敏感情緒孩童：

若情緒議題跟抗拒本身就是兒童主要的議題，那麼在治療室中這些情緒跟

混亂行為的呈現，本身就具有極大的意義。治療是一連串環環相扣的過程，當

兒童的情緒或行為混亂，是被允許在音樂治療室中自由流動而不被阻斷，兒童

的聲音透過音樂表達跟被回應，甚至透過安靜等待的時刻，情緒得以宣洩或表

達出來。家長平時與孩子相處時，也請給予孩童時間表達情緒，當內心的需求

被允許安全表達、被聆聽、被理解、重新建構，才有可能帶來改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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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音樂治療應用於早期療育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音樂治療為非侵入

性治療方式，屬於創造性藝術治療的一項，對於孩童來說接受度高。接受音樂治

療時不需要有任何音樂技巧，因為我們的身體就像一個樂器，可以與外界的訊息

進行表達互動，舉凡從呼吸頻率、身體律動、心跳聲、唱歌……都有音樂的元素

在當中。在兒童的音樂治療中，治療師會從這些天生的生理表現上尋找線索，融

入在音樂中來與孩子互動。 進行音樂治療時，常見的治療目標有認知理解、表達

溝通、情緒行為、社交互動、肢體動作五大方向；因此，活動設計就會依照每個

兒童的發展狀態，來訂定治療目標跟設計治療活動。

與孩子的互動過程中，音樂治療師會彈性地使用音樂的元素，像是旋律、節

奏、調性、音高、音色等，並會觀察其所產生的生理和心理的反應，來即時做出

音樂性的回應。音樂治療的活動是很多元化的，像是即興創作、歌曲吟唱、樂器

敲打、音樂律動等。這些治療活動會依治療師所傾向的學派，而會產生不同的解

釋跟帶領，以下稍略簡介治療活動的方式： 

• 即興音樂創作：為了促進兒童的表達能力、自發性、互動玩樂能力，治療師會

使用某些音樂元素來回應，或安靜等待兒童在樂器上的表達，再給予回應，是自

由、非結構的表達方式。

• 童謠歌唱：增進兒童在功能性語言上的發展，像是模仿音高或接唱歌詞。

• 樂器敲奏：提升感官察覺能力，及增進彼此間的互動與連結。

• 身體律動：搭配音樂中的訊息，增進粗大動作跟精細動作上的使用動機。

音樂治療活動的本質是以“個案”為中心，治療師很重視治療過程中的每

個時刻，透過觀察兒童在音樂行為的發展程度，適時調整自己的工作方法及活

動內容，逐步走向個人化的治療目標。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音樂治療有個人治療與團體治療二種方式；一對一的療育方式，治療師針

對的是兒童個人所需要發展的部分來帶領跟設計活動，著重的是個人能力的發

展。兒童團體音樂治療大多是以3-4人左右為主，著重的是整體互動，治療師會

先擬定團體的屬性，找到適合一起參與這個團體的兒童，評估團體成員的共同

目標後，再來設計治療活動; 兒童在與同儕共同參與的音樂情境中，能學習到人

際互動的能力。

音樂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具有一股吸引力，每個人都有對音樂的感知和回

應，大多數的嬰幼兒在成長階段中，對音樂是回應是傾向正向的，例如，為孩

子哼唱搖籃曲、聽到音樂時扭動身體、自己主動地唱出歌曲、生活中的敲敲打

打等。音樂作為治療的媒介，具有隨時啟動、運用的優勢，很容易就融入生活

的情境中，由於3C產品普及，很多人會選擇播放音樂來安定孩子的情緒，但家

長忽略自己就是一個發聲樂器，透過自己的聲音、律動、大小聲控制，即時回

應孩子的情緒或反應，這些都是CD或手機音樂做不到的；家長可以先來了解嬰

幼兒在音樂行為的發展里程碑，開始試著將音樂融入生活情境中，整合研究結

果，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Briggs, 1991; Schwartz, 2008)：

一、0-9個月

3個多月的時候，聽到安靜的音樂會冷靜 (特別是高音）;在6個多月的嬰兒

聽到音樂時會移動他們的身體。

二、 9-18個月

嬰幼兒會找到聲音的來源。使用身體的某個部位，像是拍手、踏腳來回應

音樂；可以分辨出熟悉的音樂，嘗試發出類似的聲音。

三、1歲半到3歲

在歌唱上開始唱出可辨認的音高跟旋律輪廓，開始嘗試大量的歌唱；會跟

著音樂互動跟回應節奏。

四、 3-6歲

會自己歌唱，像是短、重複性的歌曲、自己編創的歌詞；會使用視覺提示

去組織節奏性活動。

每個人對於音樂的經驗，時常觸動自身生命中的某些面向，有的是情感、

有的是動作、有的是自我察覺等。在早療的路途上，兒童常常因為發展上的緩

慢跟障礙，跟外界互動及回應相對地變少，藉由探索音樂的過程中，兒童找到

一席位置，並透過非語言的表達方式來呈現內心的需求跟發展狀態，讓外界聽

到他的聲音，進而了解他、與他互動，這對成長的旅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轉

捩點。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一、建立睡前儀式感—搖籃曲

睡眠對於孩子來說很重要，建議家長們可以使用輕鬆的歌唱跟輕拍身體來

安撫兒童入睡，這可以當作是從白天的動態模式轉換至放鬆模式一個儀式，促

進副交感神經的運作，來轉換至休息的模式。早年的正向親子依附經驗會成為

一個安全的基礎，這段每天睡前的固定儀式，在往後遇到挫折時，將會帶來較

良好的情緒調節能力跟復原力。

二、 模仿歌唱—回聲歌唱

想像著兩個人在山谷當中的回聲對唱，模仿歌曲當中的字、音高、節拍、

旋律輪廓。當兒童有回聲模仿歌唱能力後，在社會溝通上，不論是與人的對話

能力、回應的能力也會逐漸地培養出來。若家中的孩子已有發出詞彙的能力，

家長可使用熟悉的童謠跟兒童進行『一來一往』如對話般的歌唱，以「兩隻老

虎」這首童謠為例--

家長唱 : 兩隻老虎    v.s.  兒童模仿接唱：兩隻老虎

家長唱 : 跑得快      v.s.  兒童模仿接唱：跑得快               （以下以此類推） 

還未能夠發出詞彙的孩子，也有簡單版的變化玩法，家長可將歌詞轉換成

像是ㄅㄚ跟ㄇㄚ這樣的雙唇音，當旋律一連續，就能出現疊音的效果，藉此讓

孩子模仿發聲與學習語言。互動的時候還可以邊唱邊拍膝蓋或拍手，一字拍一

下，增加節奏感及注意力；互動時依照兒童的回應來調整歌唱提示速度，當孩

子模仿歌唱穩定後，可延伸至自行創作歌唱對話，對理解能力提升也很有幫助; 

選曲以簡單熟悉旋律為主。

三、 使用節奏跟音高來增進聽覺、視覺及認知能力

生活中有很多的東西都可以做成有節奏跟音高的樂器。例如：收集奶粉空

罐、裝食品的桶子或紙箱，用手或棒子敲擊，除了可以玩節奏，不同的空間發

出的共振或音高也會有差異；在每個物品用色筆標註上顏色，家長可以用說的

或唱的方式給指令，像是“請你敲敲紅色的”或 “請你敲綠色跟橘色”，讓孩

子在活動的過程中，可以提升聽覺注意與認知能力；熟悉顏色與位置後，家長

依”紅-黃-綠-紫”打出順序讓孩子模仿打出，稍後再加上循環的節奏，如”快-

快-快-慢” 來打，孩子就可以跟隨玩上好久，較幼小的孩子，家長可以帶著敲

打來感受與經驗，是非常好玩的居家活動。

常見問與答
Q：要怎麼樣才知道治療是否有效 ? 怎樣才不用再進行治療?

首先，應對療育目標是否有達成，來做指標性的判別，畢竟每個孩子的發

展與回應狀態是不同的。一般來說，在音樂治療裡，若設定的目標為「增進發

聲能力」，例如能在歌唱中模仿音高跟字音，那當兒童在3個月後可以模仿並且

回應，這樣的目標就已達成。當兒童能將在音樂治療情境中有所成長的行為，

也能運用在一般情境中（像是家中跟學校），逐漸呈現些微或是明顯的改善，

代表這個治療是有效的。一般來說，每3-6個月治療師會跟家長討論及修正階段

性的目標; 然而，是否要再進行治療，需要的是多方面評估跟溝通，其中考量的

因素也包括孩童上課狀況、發展狀態、經濟考量等。

Q：當兒童有情緒或抗拒怎麼辦?

首先要先釐清兒童情緒或抗拒的原因，大致分為以下原因：

一、焦慮感––陌生環境與人：

若兒童的情緒或抗拒，是對新環境及治療師不熟悉而產生的，那麼在治療

前期，需要一些轉換的時間來協助他們建立安全感；遇到這種狀況，音樂治療

師傾向用較緩和的方式來度過這個時期，像是家長前期陪同及參與課程，共同

討論及觀察兒童的焦慮程度以適時調整內容，也能減低孩子對治療的不安感。

若兒童獨自參與療育的過程中，有產生太強烈的焦慮感時，也需考量到是否早

年有壓倒性感受，致使導致其心理上的影響。 

二、高敏感情緒孩童：

若情緒議題跟抗拒本身就是兒童主要的議題，那麼在治療室中這些情緒跟

混亂行為的呈現，本身就具有極大的意義。治療是一連串環環相扣的過程，當

兒童的情緒或行為混亂，是被允許在音樂治療室中自由流動而不被阻斷，兒童

的聲音透過音樂表達跟被回應，甚至透過安靜等待的時刻，情緒得以宣洩或表

達出來。家長平時與孩子相處時，也請給予孩童時間表達情緒，當內心的需求

被允許安全表達、被聆聽、被理解、重新建構，才有可能帶來改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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