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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城市一隅，歲月總如歌！

根乃生命之源，牢牢抓緊地土。
堆疊的磚塊雖然阻隔了根，但在磚塊上生活的他們，在年
年月月之間，營營役役之中，生生不息。
他們的身體最終被時間雕刻出，一輪又一輪的音軌，是歌
，也是他們的故事。

不加鎖舞踊館藝術家及雕塑藝術家林嵐帶領二十多位北角
老友記，參加為期九個月的「身體年輪」工作坊及裝置藝
術工作坊，由身體出發，探索感官，發掘身體律動的可能
；並以自身故事創作木雕作品，分享歲月絮語。

「路過北角」X「#非關舞蹈」公眾參與計劃：
身體年輪 — 《歲月絮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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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歲月／
你怎樣看歲月呢？

我曾看過一個故事，是有關住在原始森林中的部落，他們
生活在沒有時間概念的日子裏，只靠白天和黑夜來分辨，
安排生活作息。
新生命誕生後也沒有好像我們一樣，以年份去計算歲數，
卻有另一種更有感覺的方式去記錄歲月……當一個孩子誕
生後，族人就會找一棵樹，在樹身鑿一個小洞，之後讓樹
木繼續生長，等孩子成長至生命不同階段時，族人又會在
這棵樹做相同的動作，直到這個生命完結。隨後，族人就
會把那棵與生命連結起來的樹砍下來，看著樹上的樹輪來
計算生命，同時回看那些樹輪上留下的印記，流傳他／她
的歲月事跡。

概念、創作、音樂剪輯及工作坊導師—王榮祿



／有關絮隅／
記得半年前，在第一節工作坊的尾聲，我邀請了長者嘗試
在自己起居生活中，錄下一些吸引他們的環境聲音，一些
可能因這個「功課」而喚起他們注意的日常聲音。這也是
一個我嘗試與他們連結的方法。
之後，我再次邀請他們在北角一帶，尋找一段聽到的環境
聲音，並錄下來。當我聆聽所收集的錄音時，裏面有日常
的交通、小孩的嬉笑、新／舊鐵閘聲、狗吠、電台廣播、
蟲鳴、市場吵雜聲等等……內容非常豐富。
隨著聲音的播放，我除了想像當下的現場環境外，更幻想
他們在錄製時的行動，身體可能要停駐，姿勢或狀態亦可
能使現場的途人覺得訝異（其實那也沒什麼，古怪只是相
對那些不做這些事情的人罷了）。這些聲音都是生活在城
市中的細碎日常，或許它們沒有任何史詩宏偉的印記，但
一經我們經提取和編織，展開的正是城市一隅的風情。

／歲月絮隅／
在城市的一隅中，歲月總如歌！
是歌，也是他們的故事。

透過十二節的工作坊，認識了十九位已有七、八十年生活
經歷的生命，我相信那是一個緣份的開始。當大家圍坐一
圈時，從他們身上，我肯定都有滔滔不盡的故事可以訴說
。有人愛說但有人卻不，有人需要語言，有人需要的卻是
行動；有人需要冒險，有人可能只想跟隨，有人需要鼓勵
，有人卻需要受一些刺激。

在認識他們之前，我在想：「如何讓他們也認識我？」並
不是認識我的年齡、工作、家庭背景等等，而是認識一個
人的內在。我不想因為他們是長者而表現出那種「關心」
，也不想把「關心」變成有區別心。我相信大家的生命，
都是在這城中隨時間而累積的，眾人對我說過的，在二十
年後，也許能變成我生命故事的一部分。所以，這十二節
工作坊並不只是特意為他們設計的身體課，更像是為彼此
鋪設溝通的橋樑，用藝術來打破我們身體和年齡的桎梏，
讓大家的心還能夠去想像，讓「希望」置放在身體的某處
，無懼歲月的流轉勢態的變幻。



能夠看見老友記身體上的轉變讓我感到滿足。
從他們身上，我感受到一種與別不同的活力。
在短短的日子裹彼此建立了一種微妙的連繫。

創作及工作坊導師　李振宇



這個計劃在疫症來勢洶洶之時開展。
起初我們只能在線上見面，已經感覺這班老友記十分精靈
，而且對自己很有要求。
當帶著木磚和他們見面時，感謝他們願意打開身、心、和
我們走了這一趟旅程……
我特別喜歡看專注的他們，沉穩而安靜；同時，他們的身
體又告訴我們許多。

創作及工作坊導師　張嘉怡



林嵐，雕塑及混合媒介藝術家，精於創作大型跨媒介場地
特定雕塑裝置，常運用閒置物料，以非述事、對話形式的
裝置，探討本地歴史、文化與社會時事，反思公共藝術、
傳統工藝的失傳和復興，人與物的循環創作等議題，為城
中的小人物寫下大時代的注腳。

雕塑藝術家及裝置藝術工作坊導師　林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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綵排那一場，結尾響起的《四季》，晃出了我心酸的淚水
，但也搖出了滿滿的感恩與喜悅！

《四季》改編自台灣的《雨夜花》，述說一個受苦受難的
女人，猶如經歷過風吹雨打的花枝，飽受摧殘但依然堅忍
挺立，教人情何以堪！來自台灣的我感同身受，心中有些
激動。我熬出五味人生，也順從歲月的鞭策來到此時此刻
，一次偶然重遇，令我殊感欣慰！

「路過北角」——很吸引人的概念，讓人很想去探個究竟
：現代舞加上一班長者會有甚麼樣的火花？歷經九個月之
後明白了。那不只是表面上的舞動，而是用那平凡的身軀
展露各自不同的歷練和個性。各有經歷的一群長者共襄容
和，建立歲月不易但仍精彩。我們從未相識但卻能相伴，
互相學習合作無間，完成這非常有意思的活動，實在使人
感動。

在此多謝社區的促動、香港藝術中心的支持、不加鎖舞踊
館及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的配合，以及各方對長者的關愛
。感謝各位導師用心的指導，楊姑娘及義工姐姐們的貼心
照料。諸位對我們有無比的耐心及愛心，麗華感覺溫暖又
幸福，慶幸能夠參與，非常感激！更期待有「長駐北角」
的出現。

莊麗華



舞蹈，聲音及木塊令我感受到我與繁忙都市的一體。

李艷霞



參加為期九個月的「身體年輪」工作坊過程是好享受好開
心！期望不加鎖舞踊館的一眾藝術家能繼續為我們老友記
譜出不一樣的生命之歌舞。

楊慧



「路過北角」這個名字十分吸引。因為我從小在北角長大
，婚後娘家仍然在北角，所以對北角有很深厚的感情。有
幸能參加「路過北角」這個活動，令我可以有多種不同的
方式去運動身體，實在十分有趣。其中，導師和工作人員
的熱誠，愛心和耐性，令我很感動。而我們一班長者亦在
不知不覺間建立了一份感情。在是次演出後，計劃將會結
束，突然間感到依依不捨。
在此，祝願各位導師、工作人員、學員身體健康，生活愉
快！

蔣華英



當初我參加這計劃時，並不知道原來是一個公開表演及長
壽節目（計劃長達9個月）。當我知道後，覺得好榮幸，因
為年纪大了還可以有貢獻，所以很自豪及有滿足感，還可
以結識一班年紀相近的朋友，感到非常欣慰。
最難得是認識三位導師，他們真的付出了極多的心思來指
導我們這班老人家，還有長者中心的楊姑娘的悉心照顧及
跟進，很感激及欣賞你們的付出。最後，亦要多謝各個參
與這次活動的機構，希望將來可以繼續舉辦類似節目，以
延續今次的活動。

吳婉琼



大家好！我是陳碧輝，今年七十五歲，今次參加「#非關舞蹈」：身體年輪
—《歲月絮隅》表演，於北角，歲月如歌！勾起的回憶，景象如畫。
 〈獨坐〉
心情平靜，想到三十歲我帶了兩個兒子來北角電氣道，和先生租了一間房
住下來。
〈十字路口〉
兩個兒子長大要上小學，每天清晨在電氣道H.K.Bank十字路口，孩子要沿
電氣道向東走，到北角西邨—渣華道官立小學（現址為北角邨）；我轉左
向海邊走，向海景工業大廈打工 (原稱屈臣氏／工業大廈)，傍晚再到七姊妹
道再做晚班兼職；先生轉右，走過油街到英皇道乘巴士到上環返工。

香港人生活在一座富裕城市，幾乎是從早到晚，不是工作，就是在路途上
匆忙。

〈水泥〉
八十年代，孩子長大，我們在新都城大廈買房。

人生不同階段，人人有各自的追求，會遇到不少挑戰。

〈無縫接軌〉
在狂風暴雨的海浪中，大家團結一心攜手同行。
〈原地，移動太極手〉
太極健康操，防跌，強健身體，增強平衡力和肌力。
〈單腳踩磚，連結；平衡＋雙手向天〉
心中喜樂，面帶笑容，小小的愛，聚集在一起成為大大的愛。

我們十九位表演者，平日忙著照顧孩子和家人，卻很少被人注意到，其實
自己也想被關顧。今天，我們要多點關顧自己，和感謝照顧我們的人。
感謝香港藝術中心的支持、不加鎖舞踊館的舞蹈藝術家祿Sir及團隊的創作
和指導、楊樹章長者中心楊姑娘、後台、攝影師、化妝師等等的付出。

陳碧輝



很榮幸能夠參與是次計劃演出！感謝不加鎖舞踊館的藝術
家及香港藝術中心和雕塑家聯共同帶領為期九個月的「身
體年輪」計劃，藉此知悉如何運用肢體，將一塊木磚演變
成多樣化的藝術創作，令人大開眼界！同時，能令學員的
控制力，集中力和平衡力得以提昇。
我代表每位同學，衷心感謝不加鎖舞踊館的藝術總監王榮
祿先生用心編排的作品。除了多謝三位導師悉心和耐心指
導綵排，更多謝各位幕後工作人員。

區少玲



「路過北角」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使我很感動。自從
退休八年來，從未這樣的開心過，認識了一班老友記，手
拉手的剎那間，十分感動、暖心、感恩。感謝各位導師的
指導，楊姑娘的貼心照料及關心，更期待有「長駐北角」
再出現。

陳美華



很開心這次能參與這個工作坊，「路過北角」、「#非關舞
蹈」、「身體年輪」這些概念對我來說十分陌生，但卻令
我很好奇，想知個究竟。九個月前，疫情仍然嚴峻的時候
，長者中心楊姑娘教懂我用Zoom，認識了各位導師和老友
記。隨後，每週一次的工作坊讓我學習了不同的動作，慢
慢知道這個活動到底是甚麼一回事，所以我很感謝導師曉
我做不同的動作去完成舞蹈，運用了腦袋以及身體，對長
者來說十分有益。
另外，雕塑工作坊對我來說也是十分特別的，可以從中發
掘自己的創意，每位長者都很有心思地去完成，是一個十
分好的體驗。
這個工作坊即將完結，期望日後會有同類型的活動讓我們
參與。在此，想再次多謝所有勞苦功高的導師、攝影師、
工作人員及楊姑娘，大家對我們都非常好，悉心照顧我們
，令我們能開心地度過這九個月，真的十分感謝。
另外還有一點想提及到的是這次的表演並不是個人的演出
，而是團體合作的成果，所以我覺得老友記在這裡都充分
發揮了團結精神，真的非常高興可以認識大家。

葉燕兒



我是玉蘭，很榮幸今次有機會能夠參與不加鎖舞踊館「身
體年輪」——《歲月絮隅》表演。綵排完結後，有觀眾問
我對演出的感受，剛開始時是有點迷惘的。因為，起初是
一組組去學習動作，未必能夠馬上看見當中的連貫性。但
到綵排時，我才開始感受到過去的人生經歷重疊於動作當
中。就如我們剛出社會工作時，我們的步伐變得急促；直
到我們現在都退休了，步伐才逐漸放慢。另外，我們拿在
手中的磚塊就好比生活中的重擔及責任，在我們身邊接連
出現，而我們亦不斷地把它們交接，放下。整個表演使我
回溯並感受人生的各段歲月，經過導師的指導，我上了寶
貴的一課，學習到如何運用肢體表現出我們人生的各種經
歷。十分感謝不加鎖舞踊館的每位導師，亦感激長者中心
楊姑娘的安排，使我有機會學習到更多新事物，又有一個
不一樣的經歷留在我的生命當中，謝謝。

黃玉蘭



在參加了「路過北角」計劃期間，有人問我：「你在學跳
舞嗎？」「你去做運動嗎？」「你在做義工嗎？」我一概
回答：「都不是。」我一直回答不了這個計劃在做甚麼，
直到雕塑藝術家林嵐令我們學習到甚麼是藝術，了解到藝
術如何為生活增添樂趣，使人生更加精彩。阿祿令我們知
曉舞蹈應是以平凡的身軀去表現不同的個性。多謝阿祿與
各位導師的悉心指導，同時亦感謝長者中心楊姑娘及各義
工的照料，使我們一群互不相識的老友記能夠合力完成這
個有意義的演出。

嚴淑媚



我是韋慧明。我覺得這個活動是十分創新的，十九個人都
在互相感受對方的節奏並一同律動。藝術家安排了特定的
動作，而我們則隨自己的心意去表達出來。雖然形態不一
，但表現出來的畫面仍然十分好看。我覺得這是個非常難
忘的經驗。

韋慧明



<參加>
在去年十月當知悉有「路過北角」這個計劃，便馬上聯絡長者
中心楊姑娘報名參加活動，但其實當時我對計劃的內容仍然毫
無頭緒。

<失望>
在活動初期，疫情仍然十分嚴峻，工作坊亦只能透過Zoom進
行。還記得第一次工作坊只做些簡單的伸展動作，當時的期望
落差令我對整個活動感到少許失望。

<放棄>
後來疫情緩和，工作坊改為實體形式進行。當時內容仍依舊以
教授簡易動作為主，或是拿著木磚轉來轉去，我對這些都不太
感興趣。同時間我亦有另一個活動正在排練，當時是真的打算
退出排練，但最後經過楊姑娘的勸說後我決定繼續留下來。

<迷惘>
因為同時間亦參與了其他活動，當時都缺席了數次活動工作坊
。當我問其他參加者這幾次的活動的內容，他們都說每次都只
是在把玩木磚，不知道實際上有甚麼意思。

鄧日華



<感覺>
後來嘗試的事情多了，過程中我們開始傳遞木磚，把木磚當成
門鉸不斷轉動，還有一些單腳站立的動作。這些動作的串連使
我感覺到我們正在共同地探索著一件未知的、帶有某些信息的
事。不知不覺間我亦對整個活動感興趣，投入地參與每次的工
作坊。

<感受>
直至演出前一個月左右，我們開始感受到整個演出的雛形正逐
步形成。我們在訴說著一個故事，可以是在描述一個城市，或
是一個人的誕生、成長，在阻力及困難中掙扎，最終排除萬難
並破土而出。在茁壯成長過後仍會面對各種抉擇及迷惘，但同
樣亦能一一順利度過。演出當中有個段落以我們的日常工作為
構想，表達了人們如何協力建構城市的雛形，建立了一個社區
。我們再以木磚描繪了城市的外貌。當完成後我們一同觀賞成
果，好像見證了一個城市的誕生，一份成就感油然而生。當然
這些只是我自己對這個演出的想法和見解，導師亦沒有再作解
釋。

<感動>
直到最後一次的公開綵排完結後，從其他參加者口中得知觀眾
在觀賞演出後十分感動。這時我不由想到，我們真的完成了導
師所預期的目標嗎？我們參加者在表演當下的感受是否一致？
而觀眾感覺到的又是不是我們所演繹的一樣？他們又能否接收
到導師在編導這個作品時想帶出的訊息？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
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都用心地完成了這場演出，而同
時觀眾亦能感受到這份用心。希望到正式演出時能從觀眾口中
聽到他們能夠從我們的表達了解到導師的想法和感受，這樣我
就心滿意足了。

<感恩>
最後我最感恩的是主辦「路過北角」的香港藝術中心，促成我
們一班參加者能有機會一同完成這個活動。同時亦十分感謝不
加鎖舞踊館的導師，創作了這次的作品。一如舞團的名字，這
個作品沒有加上任何框架，參加者能不受拘束地舞動自己的身
體。同時間拓闊我們對表演的想像及表達自己的可能性。另外
還要感恩有長者中心楊姑娘的鼓勵，使我堅持繼續參與這次演
出；當然亦感恩所有參加者都願意抽時間出席每次工作坊及排
練；同時亦感恩自己選擇了參加這個活動，時間上亦盡力配合
出席每次的工作坊；最後感恩自己，感恩大家能合力完成整個
演出。



「路過北角」快到尾聲，感謝導師們悉心指導及付出，楊
姑娘及義工姐姐的照顧。希望中心之後多辦這類活動，使
社區內居民活得更融洽、更和諧更精彩。
回想九個月前收到月刊時，被「路過北角」這四個字吸引
著。我自小都是住在北角,使我不禁好奇這活動究竟是甚麼
？
透過Zoom教學及實地練習，認識到可以運用自己的肢體做
出想要表達的意境。工作坊的練習如門鉸、水泥、踩磚等
等，肢體上的運用也是最好的運動。
當然要講求群體的協作配合才能編織一幅美麗的圖案。所
謂「腦筋常常動，心境常歡悅」，我在活動過程中與十八
位兄弟姊妹們相處融洽，感到開心。大家在沒有任何壓力
下為演出畫上圓滿句號。

龔清芬



十分感謝導師們在數個月的付出，我從未試過能夠如此高
興。知道要教導像我一樣年紀較大的長者並非易事，有如
此多導師的悉心指導亦非常難得。另外十分感激長者中心
選中我參加這次活動，這些經驗的價值是不能用金錢衡量
的。我由衷地感謝每位的付出。

陳淑琴



活動中導師們使我們體驗到甚麼是舞蹈，它其實並不是指
向任何特定的舞種或步法，而是在形容身體跟隨自身意願
自然的律動，不受任何既有框架所局限的狀態。
整個活動在導師的帶領下氣氛總是十分輕鬆，演出中大部
分的動作都取自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再加以發揮。和大家
愉快地度過了這九個月，十九個參加者能夠有自信地踏上
舞台已經使我十分滿足。
最後在參加了這次活動後使我有個想法，就是發現到我們
這些社會上較年長的人總是對自己缺乏自信，因此不敢嘗
試許多新事物。起初我也是這樣想的，但慢慢亦發現了有
不少事我們同樣有能力完成，原來我們這個年紀仍然未會
限制我們的行動力，加上有不少的人在過程中都給予支持
，不論人力物力上都盡力支援長者再次踏入社會，讓我們
能享受豐盛的晚年生活。

鄭體雄



回想起九個月前，最初導師教我們運用身體不同部分，如
手、腳、頭及膝頭等，只要是可以動的地方就用來寫大字
，又教我們用跳九宮格的方式來打電話，我覺得這些工作
坊內容都十分有趣。但我又不禁想到，這個叫「路過北角
」的活動，是否應該與跳舞有些關係呢？不過也不要緊，
一群人一起玩都挺高興的。其後導師開始教我們運用木磚
創造一系列動作，如無縫接軌、門鉸等等。透過數次工作
坊我開始領悟到原來身體任何一個部分的動作與舞蹈都是
密不可分的，而導師亦不會以僵化的框架限制我們對舞蹈
的想像，使我們的身體在過程中亦能夠自然地舞動。
另外藝術家林嵐亦教導我們自由創作，對我們來說都是十
分新穎的想法，那些與別不同的創意使我們大開眼界。導
師編舞的過程亦十分有趣，當中採用了過往工作坊的素材
並加以組合，想不到成果竟然如此的好。這個活動給予我
們一班長者一個學習的機會，同時鼓勵其他同樣感興趣的
老友記參與未來的相關活動。最後感謝香港藝術中心給予
我們這個平台向公眾展示成果。

李麗芬



不知不覺間已經過了九個月了，各位導師在計劃期間都付
出了不少心血去準備這個演出。平日總會有些惰性使我們
在生活上提不起勁，但這個活動卻為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
活力，除了能鍛煉身體外，也令我有不少得著。

吳勵榆



我很高興能夠參加這次活動，感謝各位導師為我們構想各
種動作，想不到自己也可以做到那些動作，而且得到長者
中心楊姑娘的稱讚時亦十分高興。有著導師如此專業的指
導，令我對演出都充滿信心，一想到演出快將完結時實在
捨不得大家。

陳燕萍



製作團隊
王榮祿
李振宇
張嘉怡
林嵐
袁建雯
高君
溫浩彬
吳婉琼
吳勵榆
李麗芬
李艷霞
韋慧明
區少鈴
莊麗華
陳美華
陳淑琴
陳碧輝
陳燕萍
黃玉蘭
楊慧
葉燕兒
蔣華英
鄧日華
鄭體雄
嚴淑媚
龔清芬

概念、創作、音樂剪輯及工作坊導師⸺
創作及工作坊導師⸺

雕塑藝術家及裝置藝術工作坊導師⸺
製作經理及舞台監督⸺

監製⸺
統籌⸺
演出者⸺



舞團架構
王榮祿
李偉能
邱加希
李振宇
張嘉怡*
丘展誠*

李漢廷
高君
鄺子量#
易嘉雄
溫浩彬
陳麗珍
蔡嘉蓮

*以合約形式聘請
#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計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藝術總監⸺
副藝術總監⸺
駐團編舞⸺
駐團藝術家⸺

項目經理⸺
外展主任⸺

實習節目及宣傳主任⸺
跨媒體文創製作⸺
社區藝術統籌⸺
會計主任（兼職）⸺
行政助理（兼職）⸺

創作團隊

行政團隊



香港藝術中心
市區更新基金
不加鎖舞踊館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計劃支持⸺
支持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