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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音樂和人生的關係是什麼？大概有三個層

面，第一是休閒消遣和娛樂，其次是心靈感受、藝

術和學問，以及身心復健與治療。 
事實上自古以來，音樂早就被人類用來治療疾

病了，祇是在近五十年前，逐漸形成一種專業和學

問，不但有各種實証研究，也有各次專科的音樂治

療師；而這些治療的原理和實際，也可以為一般人

所用來做各種身心的治療和復健。 

音樂用於肢體復健 

音樂治療最廣泛用在肢體是幫助復健[1]，任

何方式的玩音樂，都是一種大腦與肢體協調的動

作。這也是目前用來做老化病人肢體復健，或任何

病變產生後遺症之後的職能治療所依據的原理。藉

由大腦的訊息傳出傳入、神經反射的動作、生理回

饋的運作，會使出現障礙的器官發揮最好的功能，

並藉著持續而又協調的運動，不斷刺激新的細胞產

生替代的功能，不但使殘疾的器官不再惡化，有時

甚至出現不可思議的復原。所以我們建議中老年之

後，最好能學一樣樂器或養成每天固定時間玩音樂

的計畫。有人發現巴金森氏病人每天在撥弦的時

候，他就不會忍不住地顫抖；而在大聲歡唱之後，

經常性的胃痛或心悸也一陣子不見了。在台灣本土

的研究發現，讓老人在睡前聽音樂，不但幫助了他

們的失眠，更有意義地改善了他們睡眠的品質。最

近文獻上也報告，中老年人每天固定彈奏樂器可以

預防阿茲海默症的發生，所以與其一個人踽踽而

行、驀然蒼老，還不如讓音樂相伴，讓自己老當益

壯！ 

音樂用於抗老化 

其實對健康的中老年人而言抗老化更是音樂

重要的功能，在 2003 年 7 月 21 日的時代雜誌提

到，現代人平均壽命延長，特別是在亞洲幾個最長

壽的人口區，在訪問這些區域長壽而又健康的老

人，所得到的養生秘訣包括我們常聽到的：清淡食

物、經常運動、充分休息、沒有煩惱….等等。而

其中有一位琉球的九十歲老婦人說：我覺得最好的

方法是不要把事情想的那麼嚴重，每天高聲唱歌，

玩自己的音樂。的確，音樂是一個人保有健康的良

方，為什麼呢？就像這位老壽星的經驗一樣，讓身

心回歸自然，既有正常的生理功能，又沒有現代人

的壓力和愁苦。就拿我們現代抗老化的觀念來說，

要跨越衰老這個門檻，一般人要克服的包括，各個

器官的不靈光、荷爾蒙的低落、精神上的迷思、伴

侶的疏遠以及社交生活的退休….等等。這些人生

的障礙，以音樂的妙用，可以簡簡單單做大幅的改

善。當今社會荷爾蒙的抗老化旋風已成為一種趨

勢，從健康食品、胎盤素、生長激素、DHEA 到男

女荷爾蒙的補充療法，成為許多中老年人的依賴；

當長期使用的副作用報告逐一出現之後，更讓他們

對荷爾蒙又愛又恨。隨著人類的老化荷爾蒙低下，

已經是醫學上能偵測出的一種共識，然而我們也必

須瞭解，所謂更年期症狀是一種身心症候群，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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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有些人即使荷爾蒙濃度很低，可是並沒有明顯

的症狀；反過來說再未老先衰的人，荷爾蒙經常都

還是正常的。另外一個觀念要告訴中老年人，荷爾

蒙本來就由人體內分泌系統自然產生，所以當它低

落的時候，理論上講不應該由外來的補充而是要去

做內在的刺激。音樂可以做這種內在的刺激嗎？如

果一個人受音樂感動夠深，經由情感的帶動，醫學

上可以證明血清中許多荷爾蒙的指數會改變。 

音樂用於殘障和智障 

音樂治療目前已成了殘障、智障者特殊教育的

課程了，因為從音樂的欣賞、學習、演奏讓他們心

靈平穩，精力發洩，而且音樂促進學習的能力、音

樂開啟溝通的智能，經常還以音樂智能來評估治

療，所以不僅在特殊教育需要音樂；職能治療師在

做多重障礙病案治療時，音樂更是相當重要的工

具。自閉症、唐氏症等病人經常有意想不到的音樂

天才，就是告訴我們，大腦中可能有特別的一扇

窗，這扇窗對音樂特別敏感，當然可用來讓我們和

他們交通。 

音樂用於止痛和降低焦慮 

在醫院中，音樂可用來轉移病人的注意，因此

可以鎮痛、減少焦慮。對於局部麻醉的病人，對於

畏懼看牙的小孩，對於受傷驚恐的患者，都可以考

慮用音樂來幫助醫生進行治療。我們曾經對震波碎

石的病人[2]、呼吸治療要拔管的病人[5]做音樂療

效的研究，以心率變異性來測焦慮指數，發現聽音

樂的病人要比對照組能放鬆、解除焦慮，在統計上

有意義；這可以廣泛運用到醫院各個角落的檢查、

治療甚至讓家屬也降低焦躁。 

音樂用於昏迷的病人 

音樂也能使昏迷的病人有醒過來的機會[3]，
事實上很多昏迷的人還聽得到聲音，這從全身麻醉

給藥後，病人有一段時間可應答而知。如果用病人

喜歡的音樂或聲音去刺激，可以觀察到各種生命現

象的變化；如果今後我們對所有昏迷病人做聽覺測

試，包括功能性核磁共振的篩檢，也許部分可以試

著用音樂治療來喚醒。 

音樂用於增強免疫和癌症治療 

音樂可以增強免疫，在以往許多研究中可以看

出聽音樂後血中免疫物質的上生；所以音樂經常用

於癌症治療中心，在進行癌症的各種治療中增強病

人的忍受力，和治療的意願。也有在病人治療中的

恢復期，讓病人有增強免疫力的自我療法。此外，

癌症病房有音樂治療的設計可增進病人生活的情

趣和職能復健；最普遍的還是對癌症末期病人的安

寧療法，安寧療法中用病人一生中喜歡的音樂讓他

再享受一回，或是以互動式的音樂療法帶動病人的

情緒，都有相當積極的意義。 

音樂用於生活中的降壓 

對一般人而言，最實在的是用音樂來減壓

[4]，怎麼去做呢？有四種方法最為可行：1.培養新

的音樂嗜好。2.在音樂中練習放鬆像冥想、瑜珈、

氣功、催眠都有異曲同工之妙。3.在音樂中尋求安

慰和支持—靜態的、動態的、互動的，在音樂中達

忘憂忘我的目的。4.參加音樂的團體，尤其是孤單

的中老年人，保持健康的狀態，專家們經常建議不

要讓自己停下來。不管是退休也好、體力衰退也

好，總是要讓自己在經常性的活動中保持一定的人

生熱忱，更要緊的是維持在社會群居生活中的一種

滿足，是現代養生長壽之道。那麼音樂也是一種媒

介，用音樂介入的團體活動，可以理解它所具有的

凝聚力，不管是用來交朋友、做慈善的服務，更進

而激發團體的士氣。參加社區的合唱團、組音樂欣

賞的同好會、或家庭樂隊、定期觀摩表演都是讓自

己和大家 high 起來的良方，因為音樂可以代替各

種的語言，用最經濟的模式，使每個人的身心健康

有最大的裨益。 

結 語 

從事醫療工作的人，往往會在精密的儀器、數

字中迷失診療的方向；其實我們的對象是人而不是

病，什麼才是病人最想馬上得到的裨益？那就是即

刻緩解他的愁苦、給他最大的安慰，而用最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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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取得的工具、最直接而又溫馨的非語言溝通—

音樂是美好的選擇，它將在醫學人文、醫療品質需

求增加的未來被更廣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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