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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需要藝術 還是藝術需要老人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人漸老，身體病痛難免多起來，連進食的能力也受人質疑。不少老人出門總帶着小小的

藥盒，裝滿五顏六色的藥物，定時服用；身邊的小童難免好奇，總會問個究竟，而老人家總是以「老人病」為由輕

輕帶開了話題，這是老人家傳統的忌諱，也是怕病情太複雜，要解釋起來也只會令小孩問長問短。傳統的安老服務

，聚焦於照顧老人的身體，年輕人多覺得老人只要身體健康，便能安享晚年。老人家當然也需要休閒娛樂活動，於

是我們向他們提供象棋、報紙??而近年，一些組織希望把藝術帶給老人，點燃老人的創作力。

撰文：何阿嵐、洪昊賢

攝影：梁鵬威、龔嘉盛、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作為一種 抗拒衰老的方法「一夜白頭」常用來形容一個人深受打擊

後突然變老，但現實中，大多數人都是逐漸變老的。衰老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伴隨着身體機能的衰弱、抗

疫能力的減退，病痛隨之趁機而入，有時長期潛伏身上，慢慢消磨人，有時一個重擊將人擊沉。在所謂「老人病」

中，「認知障礙症」是近年其中一種經常在媒體中提及的疾病，而這病症還有諸多分類，在醫學上到現在也還未能

找出病理成因，仍未有藥物可以根治。病人會慢慢失去短期記憶，活動能力亦相對下降，影響自我照顧能力，但也

並非沒有減慢惡化的方法。「藝術治療」近年在香港已於不同社會服務機構、學校或者醫院中應用，除了針對情緒

問題，更有研究指出，以不同「藝術治療」方式可協助「認知障礙症」患者。

從事藝術治療工作十多年的藝術治療師黎家傑指，一般人或會誤解「藝術治療」等如「心理治療」，但兩者間有一

個根本分別：「治療師與患者其實在一個平等的關係上，我們不會對他的創作作出任何判斷。藝術創作是一個表達

自我的方式，這正是認知障礙症患者慢慢失去的能力，我們要幫患者重建這種能力。」藝術治療師要確保服務患者

在安全、非批判性及保密的環境下創作，讓患者盡可能把潛藏的思緒和感情擴闊，並用藝術方式呈現出來。患上認

知障礙症的長者，較容易脾氣暴躁，行為讓人感到異常，對身邊人不信任、易怒、情緒低落??藝術治療真的能幫到

他們嗎？

刺激感官 改善情緒

「試想想，當身邊人經常也不明白你，你又不知道如何表達出來時，情緒又怎可能會好？」在治療過程中，黎家傑

會先了解患者的嚴重程度，請患者與家人一同創作，從中了解他們能否明白在做什麼，能否清晰掌握指示，及後針

對的就是對學習新事物的能力。治療師會觀察患者能否與人相處，是採取合作還是抗拒，最後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情

緒—有時看到他們煩躁，也只不過因為不懂表達、不能講述，就好像嬰兒肚餓時會哭起來那樣。藝術治療不論是用

上音樂、戲劇還是繪畫來進行，都與人的觸感不無關係。

「刺激老友記的感覺，令他們更能意識到眼前事物。」照顧患病的老人常有很強烈的無力感，因老人已不再認知到

他們，就算眼前的人健在，卻猶如面對一個陌生人。「患者只是忘記近來的事，但他們會記起很遠久的事，而家人

也因為忙着照顧，變得身心疲累。」黎家傑說，藝術治療真正改變的可能是患者和家人之間的關係，患者在創作的

過程或許會得到得來不易的滿足感，正是這份快樂改善了兩者之間的關係。「曾遇上一位患者，他已經是中度嚴重

，但因為藝術創作，他沒有發脾氣一星期，原來這份喜悅是可以存放在身體裏，成為一部分。」

黎家傑

註冊藝術治療師、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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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表達藝術治療師和

專業輔導員協會的副

院士，現任European Graduate School 表達藝術治療碩士班講師及實習和論文督導，有超過20 年結合創意工業、

藝術、藝術教育、治療的經驗；在加拿大、柬埔寨、香港及中國運用表達藝術治療模式服務兒童、青少年、長者及

精神復康人士。

藝術走入長者屋

藝術對於老人，當然不止於治療。走入大埔運頭塘邨一間公屋單位，大約十多位老人家正埋頭在畫紙上創作。有的

可能是根據手掌上的紋理，讓各種色彩斑斕的線條在紙上相會；又或臨摹一個切開了的西瓜，一黑一白代表了西瓜

肉裏的種子，像極孩童的畫風，但用色極為大膽。從這些作品中，不難看出畫者的個性，喜歡藝術的麗華婆婆就畫

出了上述的西瓜；鳳瓊婆婆喜歡藍色，用起心愛的顏色時也是非常豪爽；而好動的春蘭婆婆，在畫畫時反而展現文

靜的一面，她所畫的竹枝恬靜迷人。每一位長者繪製的作品，絕不如她們所說的一點也不懂畫畫。

「和她們相處一年有多了，到現在還在說『哎喲！婆婆唔識呀，你嚟幫我啦！』其實她們是對我撒嬌。」策劃「我

住晒」項目的梁皓然笑着說。從去年7 月至今，每個星期六上午，梁皓然帶領一群義工和一班老街坊，在這間不足

500 呎的單位內，進行他們的藝術創作。這群老人家因長者屋計劃而搬到運頭塘邨，大多獨居生活，有一些老街坊

一住就超過20 年，雖然得到政府的住屋津貼，但生活並不稱得上寫意。除了處理公函時需要駐村的舍監幫助，這些

老人多數能在起居飲食上料理自己的生活，他們也喜歡到老人中心玩樂，但「我住晒」藝術計劃，才真正讓文化藝

術與他們連結起來，讓他們參與創作。因這個計劃而被老人視如親孫的梁皓然說：「在藝術系學習時，慢慢發現自

己最感興趣的，還是一些能夠與人面對面接觸的藝術方式，其實整個計劃背後沒有什麼大理由，與他們一起相處已

經令人很快樂，這是相當重要的事，而且在他們身上學習到太多事了。」透過這個計劃，梁皓然了解眼前這班老人

家即將面對同一個問題，長者屋政策原意是惠及一些積蓄不多但具有獨立自理能力的老人家，將他們分配到不同的

公屋內生活，不被社區孤立，但政府在2006 年取消了該計劃，更一直沒有對這群住戶作出任何承諾，連帶計劃所安

排的舍監服務也會停止運作。

就以運頭塘邨為例，舍監服務合約將會於一年半後到期，而這班老人家也會因為應付不到公屋租金，只好搬到其他

地方，在現時租金昂貴的情況下，可以想像到他們往後的生活環境。在運頭塘邨，大多老人已經70 多歲，甚至有一

位過百歲的女士曾經在這裏生活，而大部分參與「我住晒」計劃的老人，也從政策開始起已經住在這裏，晚年也以

此安居。

錢能解決的和不能解決的

「很多老人家離開了熟識的地方後不久就離世，對他們來說，要認識新環境，對身體和精神的負擔都很大。」每當

說起身邊那一群老鄰居，梁皓然便不期然會笑起來，惟有在這一刻流露出一絲的不安感—現實情況令人擔心，合約

到期後，這群老人家又何去何從？梁皓然想出其中一個方法，將過去一班公公婆婆的作品製成商品。「這些錢最後

也會用在他們身上，為他們添置日常用品。」他說曾有一次，想答謝這群老人而自掏荷包買了一點小禮物，誰知老

人都生氣上來，指摘他毋須浪費多餘金錢。他們說，有人陪同他們一起玩樂就已經足夠了。這令他意識到，老人們

真正的需要並非單純的金錢協助。不過，就在去年聖誕時，梁皓然就將其中一位婆婆的畫作賣出，並將收入放在當

日的聖誕大餐裏。「是的，這群老人也需要社會的一些協助，但絕非無能為力去生活。他們知道自己的創作能夠成

為一些收入時，也樂見如此，無需社會更多的協助。」對他而言，將老人家的創作製成商品，是想更多人關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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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現在也有針對長者住屋的政策，但看來也只是針對更富裕的老人家，那麼，沒有太多經濟能力的又怎麼辦

？如果政府真的要趕走他們，到時我也要走上街抗爭。」

梁皓然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

藝術系碩士研究課

程，亦是「我住晒」計劃的主理人，通過

藝術介入香港的安老政

策問題。

藝術也是老人的權利

2 0 1 3 年，俞若玫成立的「銀青乒乓」社區藝術組織，以建立銀髮與年輕人的溝通平台，強化銀髮的主體為目的

，希望實現Creative Aging。俞若玫形容「相識不算久、作為藝術計劃卻已經很長」，計劃執行了接近3 年，她坦

言遇到了樽頸。除了資金問題，她認為「銀青」仍未能很好地向外傳播信息，而她亦不能一直持續服務同一群長者

：「不只是一個文娛活動，而是覺得他們有資格去參與和分享文化資源。」回想當初，觸動她組織「銀青」是源於

老人與藝術的二元對立。「當初在牛棚做一個很大型的展覽，對面有很多公公婆婆行來行去卻不入來。有時好趕急

去一些很高級的展覽，又見好多公公婆婆行來行去，落差很大。我想，那些老人家好像更重要一點，於是就想做些

跟社區有關的，開始了十三街的計劃。」俞若玫說，「銀青」跟社區中心最大的分別是她不想量化，也沒有企圖

，不會強迫老人家要做什麼：「非常自由，有些來了之後走了，後來又回來。」「銀青」的核心成員現在有十多個

，每個星期都在土瓜灣的電影文化中心舉行小活動，偶爾會有比較大型的活動。最初之所以聚集到一批長者，是因

為她像社工一樣逐個上門和長者聊天，她形容是「傻更更」才這樣做。

不只是畫畫

「銀青乒乓」寓意銀髮老人與年輕人像打乒乓一樣—雙向、平等，有來有往且輕鬆平等。俞若玫經常邀請年輕人參

與活動，讓他們與老人互相了解，她認為這種跨年紀的火花很重要。

「銀青」的活動與一般社區中心的活動不同，除了自由以外，亦希望以多元的工作坊和藝術活動，為銀髮提供新鮮

的藝術經驗和創作活力，不再是一般的長者活動。

從創辦至今，俞若玫邀請了十數位藝術家任導師，舉辦了畫班、自由舞班、鼓班、木藝工作坊，以及一些多媒體的

活動。其中「穿上會發光的回憶」是青年藝術協會委約的項目，亦是賽馬會藝術雙年展的作品之一，由中學生與長

者互相分享故事，再與時裝設計師合作，為一眾銀髮度身訂製發光衣服，讓他們發光發亮。俞若玫希望藉着這些衣

服，讓街坊看到他們發光發亮的能量。

在「落牙」藝術計劃中，7 組銀髮與七組藝術家配對相處，創作關於「落牙」的題材。俞若玫認為，與老人家相處

，對藝術家的震撼其實很大，「會因此想起自己創作的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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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應被重視

配對有成功溝通的，也有沒那麼成功的，除了性格使然，隔閡卻是一早預見。「我預料會有這樣的一個部分。」俞

坦言，「其實也不止是我在做，大家都清楚這類計劃不會一次過有成績，整個社會也是。但對老人家應該重視起來

，成為一個氣候。」除了創作班，俞亦策劃了幾次參觀畫展的活動，包括參觀Art Basel、油街實現和其他的藝術展

覽。她指出其實更多地考慮到觀眾層面：「他們參觀展覽未必真的能得到什麼，只是我覺得有需要讓公眾知道，長

者也可以出入很多文化場所，不一定是文青才能出入。也因此我要跟很多不同機構溝通，讓他們知道老人家也可以

參與這些活動，高級畫廊也可以有他們的身影。」

俞若玫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

士，曾在不同媒體工作，先後任職記者、

編輯、公關宣傳、 創作

總監、專欄作家等等，現為獨立創作人及在不同院校當兼職講師。曾出版四本短篇小說集及一本訪問集，也曾策劃

及執行大型文化活動及藝術展覽，如牛棚書展、筆可能文學營等，於2013年起在土瓜灣展開社群藝術計劃「銀青乒

乓」，希望打開銀髮創造力，建立跨對話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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