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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非常工作坊
開發「廢」物潛能

馬屎可以起屋，牛屎可
以殺菌；廢物隨時都可以變
寶物。
抱持這個相信，我們請
來藝術教育工作者怪獸、整
全香薰 Lilian Fung 舉行「六
感手作生活」工作坊，透過
題為「聲、色、香、味、意、
觸、慶典」7 節課堂，提升
參加者對生活的靈敏度，以
加強發掘事物潛在用途的能
力。工作坊名額只有 20 個，
但為了讓更多公眾參與，活
動嘗試把學生訓練成分享大使，向公眾舉行 40 節分享活動，務求集眾人之
力，發掘升級再造的更多可能性。
為了加添工作坊的「入屋」程度、增加課堂的實踐性，課堂的形式作了這個設定－－
好玩、有趣、有挑戰性、可行、有意義、環保、推動手作惜物文化、實踐簡樸生活、在
生活中就地取材、解決生活難題、實踐生活藝術（遠離形式化生活）。
合適的教學風格，需配上合適的學員，才易見成效。有見及此，我們在課前舉行一個
演習－－參觀 3 間藝術工作室，並在內進行數個迷你工作坊，讓有意報名者了解是否喜
歡這種學習模式。另一方面，我們陸續為報名者進行面試；面試的特點，是需要拍攝自
我簡介短片。

全程攝錄

推動綠色生活

拍攝短片一節，令不少報名者卻步。待他們了解
獲取錄的話，免費上過 7 節主修課、4 節副修課之後，
需向公眾舉行 2 次升級再造分享活動，過程全需拍
攝，有面試者即時退出。不過，有更多面試者明白，
透過 20 名同學合作組成的 40 場手作分享活動，任
街坊隨時參加，將有助街坊養成做手作和實踐環保
生活的習慣；此外，短片亦是用來製作教材套，讓
區內外朋友學習，也就樂意報名。

你肯學，我敢教

升級再造
圖、文：
Pump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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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8 成課堂和完成分享服務的朋
友，獲頒證書。

讓參加者肩負著教育公眾的責任，課堂的形式自
然有別於單統的教與學。
課堂除了設講解之外，亦透過實習、遊戲、小組
討論、功課進行。待參加者掌握升級再造知識、些許
教學技巧之後，就要向公眾分享。對分享大使來說，
這也許是個相當富挑戰性的過程，因為由訂立主題、
預備材料、分享方法等，都一手包辦，與正式導師無
異。
結果，在 2015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6 年 2 月 4 日
少琼老師義教副修課，分享縫紉手
的一個月間，參加者都完成課堂，並舉行了 2 次分享
藝。
活動（除了一位因事臨時取消一節活動），並分別獲
頒出席證和證書。成功令大家踏上「你肯學，我敢教」的分享者之路，都是由往後的 7
節課堂而起；就讓我們分享一下這不一樣的綠色學習吧！

「垃圾」派對
啟動手作文化

經過一個月來的聲、色、香、味、意、觸工作坊訓練，我們實踐了 circle
painting（圓圈畫）3C 元素的 Create（創造）、connect（連繫）；在結業的一刻，
我們進行了第 3 Ｃ的 celebrate（慶典），舉行迷你派對。派對上，我們不忙動手，
一起走進家政室，利用「垃圾」－－多種食用狀態良好的過期食物，製作升級鬆
餅；在湯丸加進約 10 種材料，搓出健怡湯丸；至於飲品，則是加上香料、果肉
的暖身紅酒。在 we we wa wa 的談笑中，手作文化生活，已正式啟動。

隨意鬆餅

慶典

Pumpkin
、 Lilian
Pumpkin

講者：怪獸＠無念空間
陶瓷、草月流花道創作人， Yarn Jam
始創人
心寧空間
Lilian Fung@ 6 senses
整全香薰治療師及雅爾維達草本身體治療師

撰文：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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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身一品鍋

手作好玩的地方，就是永遠充滿驚喜，絕對能化腐朽為神奇。就好比大家來家政室，
嘗試製作源自 10 世紀的英式鬆餅（muffin），把基本的材料，如麵粉、雞蛋搓成粉團
之後，怪獸示範如何拋開固有概念，把同學們、同事們不
再食用或過期食物（食用狀態良好），如麥片、朱古力，
果醬等等等等，隨意的加進大碗中，搓成粉團，如一品鍋！
同學們 we we wa wa，當中的廚藝高手問，是是但但加
上材料，會否太過求其？大家見怪獸但笑不語，基於互相
間建立的信任，就安心把粉團加進紙杯中，放入焗爐。才
一會，原本被稱作「垃圾鬆餅」的粉團出爐，都被改口稱
為「百味鬆餅」，看來，大家都滿意了。
總結我們為手作作出的努
4 味湯丸 健怡滋味
力，值得慶祝。
基於固有的生活習慣，考慮到同學們可能抗拒食用過期食物，Lilian 特別來個健怡
湯丸。方法很簡單，只是在基本的糯米粉中，分別加上螺旋藻、薑黃、紅莓、藍莓做成
4 款湯丸皮；至於餡料，是洛神花、奇異籽等；湯料則是肉桂和菊花 2 款。每種材料，
都各有健怡功效，組合下來，就成為多樣化的健怡養生滋味。

加熱紅酒

暖身暖心

慶祝活動，當然少不了飲品。碰巧，在窗台發現 2 枝擺放近一年的紅酒，見它經常
被西斜日照，竟然未有變壞，大喜過望！就依怪獸老師提示，把紅酒加熱，隨意放上含
豐富維他命 C 的橙和檸檬，配以肉桂、丁香等不同香料，就成為歐洲在聖誕節和冬日
的傳統飲品－－暖紅酒（mulled wine），讓大家開開心心暖暖身。

小手動起來

習慣成自然

就是這樣，由 2015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6 年 2 月 4 日的 7 節「六感手作生活工作坊」，
正式告終。這個結束，亦是另一個開始；各個同學都已成為手作文化大使，在社區推廣
手作，在半年間，合共舉行了百多二百場手作化享活動，平均每天 1 場。
我們期待透過頻密的活動，助公眾養成做手作的生活習慣，以體驗小手的創造力量，
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在生活中加多一點綠。精神生活方面，我們亦透過活動進行，帶動
惜物、共享、尊重、欣賞文化，盼望這股正能量，能進入大家的生活，合力建造快樂的
綠色社區。

童心繪畫
廢紅酒箱組裝「放鬆」展架

人在大自然，容易放鬆心情。即使人在戶內，使用天然物料製成的家俱，
那特有的觸感，都容易帶來愉悅情緒。在「六感手作生活」工作坊第一節的
觸感練習課，怪獸老師利用生活常見之物製成染料，鼓勵同學以童心角度出
發，自由繪畫紅酒箱，完成作品後，如砌積木般，把作品組裝成色系統一，
但內蘊多樣化的主題展展架，讓參觀者可以輕鬆心情，欣賞內裏的升級再造
作品。
活動開始時，怪獸老師帶著兩大袋物資到來；內裏
有可食用的薑黃、過期咖啡、些少普洱、染紅雞蛋的花
紅粉、又稱板藍根的青黛 ...... 最妙是，還包括鐵釘！只
見怪獸把材料分別放進清水、醋，又或加熱，才一會，
就煮製出不同深淺程度的紅、黃、藍、啡等顏料。充滿
試驗味道的遊戲，就是這樣開始了。

「求求奇奇，又幾靚噃」

觸感練習
導師：怪獸＠無念空間
圖、文： Pump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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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一 樣 材 料， 加 熱、 加 水 或 加
醋，可以做出不同的顏色。

活動開始時，大家各自領取一至兩個紅酒箱，自行去除凸釘之後，表情顯得茫然。
也許，我們都太慣堂在畫紙上繪畫，面對擁有多個平面的小箱時，難免有點雞手鴨腳。
有同學就問，應如何落筆。怪獸笑答，「創作不分錯對；大家不妨當自己係小朋友，自由
地玩，亂畫一通。」經此一言，大家也就試著放鬆心情，自行調配色彩，專注用畫筆、海綿，
或爽快或細密的創作起來。因著紅酒箱
的獨有紋理，有同學以水調出淡色、用
醋調出深色，讓不同層次色彩，「蝕」
進木箱內。有同學希望色彩長久保持，
所以在顏料加上明礬作固色之用。有同
學利用箱內拆出的間格條，印出不同圖
案。最精彩應數箱的各個平面的處理方
法，分別被繪上或對比，或風格一致的
圖畫。當大部分同學都完成作品；最遲
加入的同學蓮英笑說，「估唔到求求奇
奇，又幾靚噃。」
才 2 小時，我們就利用各自繪畫的紅酒箱，
組合成大型展架。

過期油

保護力強

繪畫完成，但創作仍未完結。工作坊尾聲時，怪獸邀請同學來到竹舞台，
把多個繪畫好的紅酒箱組成展架，以便放置未來的升級再造作品，向公眾推
廣綠色教育。大家才猶豫一下，就記起創作的「是是但但」那「隨心」精神，
大家隨意的攞放，加幾個長長的燕尾夾固定位置，就成功組合「又幾靚」的
臨時展架。不過，有些步驟是馬虎不得；怪獸老師提醒，在木箱風乾後，鬆
上薄薄一層的蜂蠟和橄欖油的混和液，可以防止色彩變淡。當日活動客席導
師 Lilian 亦表示，如家裏有過期但未變味的食用油，可混合些少香薰油，當
保護油使用；如想防蟲的話，則可混入香茅油。
就是如此好玩、就是這麼簡單，我們都在瞬間化成生活藝術家。

以天然素材製作的顏料。

May 是綠色生活支持者，
喜歡自由開放的學習放式。

梅冬在面試時表示創作力只有為子女做
勞作的水平；才落筆，就顯示出秀氣。

除了用筆，海綿也是畫具。

「箱」來自 ......

創作，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紅酒箱可以用作做書架、小枱，又或植物掛架，是升級再造欣物。不過，
坊間有不良份子利用紅酒箱販賣假酒，迫使紅酒商慎重處理，現在要免費
找得紅酒箱供創作之用，可說難乎其難。在這，我們特別多謝綠色生活館
的支持者 Apple，她除了試過提著一大個行李箱手作用品給我們之外，在
了解到我們找紅酒箱遇上的困難時，主動替我們聯絡「天陽洋酒投資有限
公司」；對方基於對 Apple 的信任，先後 3 次送出 110 個紅酒箱，供我們
活動之用。往後，有不下一個非政府組織需要紅酒箱創作，在我們轉介之
下，亦都獲贈紅酒箱；這實在要感謝洋酒公司對我們的信任，才能令看似
無用之物，得以被廣泛善用。

天然妝容
由家開始
觸感練習

、 Pumpkin
Lilian Fung
Pumpkin

講者、導師： Lilian Fung@hidden treasure
整全香薰治療師及
雅爾維達草本身體治療師

撰文：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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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即是 ...... 即是顏色？即是美色？即是染料？ ...... 色，從來都在生活細
節裏。
為了加添美色，有人無所不用其極，樂意付出高昂價錢購買護理用品，
又或在俏臉打上一針又一針；只是，市面上有些化妝品和個人護理用品是糖
衣毒藥，內裏的成份只能令你的外表霎時亮
麗，但骨子裏同時危害你的身體健康，兼且破
壞環境！「六感」導師 Lilian 提醒，美麗何
不家中尋？廚房，是升級美容的百寶廚！不
信？她首先跟同學來到超級市場，找出坊間的
問題成份護膚品，隨後，講解如何配合廚房材
料進行草本染髮、彩繪，就可以來個愛自己、
愛地球的天然美容。
注入化學成份香料的化妝品，
可能有害健康。

才走進超級市場，大家就往個人護理用品專架搜尋。同學翻轉流行品牌護理品的成份
一看，全都是大堆字母組成的陌生單字，鮮有天然成份。根據美國化粧品、護膚及香氛
會字典指出，現有約 8,000 種可以用於美容品的成分，它們大致可分為 4 類，包括：植物、
礦物、動物、石油；我們要記清它們，可以說是談何容易。那麼，何不用一個簡易的折
衷方法－－選擇天然成份的護理用品。

天然成份

保存營養

為甚麼選擇天然成份材料護理用品是這麼重要？原來天然成
份是指原材料來自植物，以物理性的方法萃取，比如冷壓、油
浸等，不會改變其原本結構及化學因子；此外，過程中亦未經
過加熱，不會影響其營養成份。但非天然的合成物則近乎是來
個相反，不但原料非來自天然，更是經人手、機器或溶劑等，
把不同物料混合在一起的化學物；這種混合成份在身體會產生
甚麼反應？這實在令人難以放心。
分小組走進超級市場，
了解個人護理用品成份。

海靈草染髮

流傳千百年

就以我們的頭髮為例，坊間有道德的髮型師就表示，越鮮艷的顏色毒性越
強；此外，每人每年不宜染髮多於 2 次，以免染髮製的有毒化學成份損害身體。
不過，很多人為了外觀、社交、工作，甚或避免被年齡歧視，會頻密以化學成
份染料染髮！如果大家都面對著這個煩惱，是時候分享利用海靈草進行天然染
髮的技巧；這是千百年以前，印度、埃及以及北非等地區，已開始使用的天然
染料。

指甲花醌

海靈草又譯作指甲花。

把白髮變棕

海靈草英文為 Henna（拉丁文學名 Lawsonia inermis），是生長在熱帶的一種灌木植物；只需把綠葉曬乾
磨粉，溶水後，會釋出顏色。海靈草的染髮原理是它含有橙紅色的染料份子指甲花醌（Lawsone），在帶酸性
的環境下，會慢慢被釋放出來。
由於指甲花醌對蛋白質有很好的親和力，而頭髮是由一種角蛋白（Keratin）的蛋白質組成，由 18 種氨基
酸結合而成；海靈草抺在頭髮上，指甲花醌就會黏附在頭髮的蛋白質上，形成一層保護膜，並為頭髮添上橙紅
色的色素，能把淺色的頭髮，如白髮，染上橙紅或紅棕的顏色。

一物二用

手繪圖案

海靈草除了可以用作染髮之外，亦可以美化外表。只需把開成糊狀的海靈
草倒進小唧筒，就可以在手上、腳上（臉上皮膚細嫩，不宜繪畫），自由繪出
喜歡的圖案，可以維持 10-12 天之久。特別在派對或聚會上，可以互相為朋友
繪畫，不失為一個有趣的天然派對遊戲。假若你是手繪新手，毋須擔心，不妨
在網上搜找尋 henna tatto 的圖片，會提供大量創作靈感。
小小的海靈草就可以由頭到腳的打造獨特妝容，大家在再次選擇個人護理用品時，不妨考慮一下。

海靈草染髮基本技巧
曾有使用海靈草的朋友表示難以上色；其實，使用天然物料自然不及使用化學成品的方便、即食，在開
始時，的確需要花些許時間適應；但一旦掌握了以下使用技巧，就很快習慣成自然。
1. 先以紅茶或咖啡粉開熱水，慢慢混合適量海靈草，攪拌成糊狀，然後用保鮮紙蓋好染料，讓顏色發酵 1
小時待用。頭髮乾硬者，可加入一滴橄欖油，增加滋潤度。
2. 洗頭髮後（毋須使用護髮素），吹乾。
3. 將已發酵的海靈草糊均勻塗滿髮梢（毋須塗頭皮），戴上浴帽，可外加熱毛巾，靜待上色。
4. 1 小時後，用清水洗凈，吹乾。
備註：
‧ 宜穿上不怕弄髒的便服、戴上手套進行。
‧ 如不喜歡其濃烈氣味，可以在翌日上街前洗頭。

自製天然護膚品指南
如果你開始嘗試為自己製作護膚品，請留意：
1. 衞生：在製造、入樽、使用、保存時，一定要消毒和清潔。
2. 儲存：製作或儲存天然美容品，應該使用玻璃、不銹鋼器具。
3. 測試：在全身施用前，宜在手的內側的幼嫩肌膚進行試驗。
4. 分量：每次只做一星期的份量，並適當保鮮。
5. 成分：少即是多；尤其是香薰產品作為成分之一的話，製作前要先查清楚其使用禁忌，如有疑惑，
應查詢專業意見。

社區音樂
垃圾作樂

聲音，讓你聯想到甚麼？是鳥聲、車聲，或是歌聲？就讓我們來個實驗，
以身上的物件，又或家居的廢物，發出聲音、造出韻律，更可以令完全不
懂音樂的你與你，合力創作樂章，在再簡單的日子，也能帶來歡樂。
上「聲音」課，「六感」的同學們都有點摸不著頭腦，進入活動室時，顯得表情生硬。
看來，大家都搞錯了，我們不是要大家表演彈奏樂器，也不是要大家唱別人的歌；純粹
是來次社區音樂（community music）初體驗，透過零碎雜物，找出自己的節奏，玩自
己的歌。見大家有點緊張，先來個熱身。

隨身物

聲音練習
講者：怪獸＠無念空間
陶瓷、草月流花道創作人，
多元藝術教育工作者
圖、文： Pumpkin
始創人
Yarn J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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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樂器

怪獸老師先帶出問題，問「甚麼是最教大家敏感的聲音？」
答案當然人人不同，有人是「貓玩老鼠的聲音」、「BB 喊
聲」、「打破玻璃聲」。見大家終於有點反應，怪獸要大家動
腦有動手，各自在身上找出可以發聲的物件；咦，沒一會，大
家就搖動手上的鎖匙、開合手袋的拉鍊、拉大拉小環保袋，分
別發出不同的聲音。

學習聆聽

亂打變出花式

見大家已熱身，入正題練習。
怪獸給每位同學傳來一對筷子，著大家站在椅後，在椅背打
打拍子。十多名同學，有十多種心情，各自揮動筷子亂舞，只見
聲音越來越速，相當凌亂。怪獸就在這時提醒，可別忘記聆聽其
他人的聲音。很快，大家不但有著相近的節奏；掌握節奏才一會，
同學都如變身創作人，各自打出一小節花式，讓其他人一起拍
打，如敲擊合唱團。

家居雜物

合奏組曲

當大家感受到自創音樂的力量時，怪獸簡介 Julian Treasure
提出聲音對我們造成的四種影響，完全可以帶動心情和工作效
率，提配大家要多利用聲音開心作樂。見大家有些心動，怪獸
播 放 短 片「Sound of Noise- Music for One Apartment and Six
Drummers」，看看一眾音樂人如何利用家居每個角落，如洗手
間的廁所刷、廚房的攪拌器、睡房的藥丸、客廳的吸塵機等，如
何合奏非凡組曲。

身上的雜物，
都是樂器。

忘我大笑

可以好激

不足 10 分鐘的短片，大家觀看時開心得七嘴八舌！見大家心癢癢，怪獸領大家到中
心的 3 個雜物房，任大家尋找 3 件街坊們送來的回收物件、剩物作樂器。不是被人安排，
有自主權發掘合用物資教同學十分興奮，沒一會就找來大箱、奶粉罐、椰子殼、玻璃樽、
長廁紙筒 ...... 統統都可以發聲，還可以用來創作一段聲音。見大家或大力的拍打，或輕
輕力的搖晃，既找出自己的節奏，又一起找出大家的默契，盡情敲擊、忘我大笑！原來，
我們都可以好激！

Julian Treasure 主講：聲音對我們造成的四種影響（節錄版本）
我觀察到在我們四週的聲音通常都是偶然產生，而且大部分是不悅耳的（這時嚮起「交通噪音」）。當我
們站在街角，在這些噪音之下大聲談話，然後還假裝噪音並不存在；嗯，這種壓抑聲音的習慣 讓我們對於週
遭的聲音漠不關心。

警鈴聲刺激戰鬥
聲音會對我們產生四種影響。
首先是生理上的影響。（這時嚮起「警鈴聲」）很抱歉，我剛才為你們注射了一劑可體松，也就是刺激你戰鬥
或是逃跑的荷爾蒙。聲音會影響你的荷爾蒙分泌，還有你的呼吸、心跳，就像我剛才做的，還會影響你的腦波。
不是只有不悅耳的聲音會產生生理上的影響。這是海浪（這時嚮起「海浪聲」），頻率大約是每分鐘 12 次。
大部分的人覺得海浪聲具有撫慰的效果，而且有趣的是，熟睡的人每分鐘的呼吸次數也大約是 12 次；所以海
浪聲會讓我們聯想到休息，聯想到放鬆，聯想到假日。

鳥鳴聲安慰人心
聲音也會對我們的心理產生影響。音樂是我們所熟知，最能影響人類情緒狀態的聲音形式。（這時播放
「Albinoni」慢板），若我再播放下去，你們一定會變得很憂傷。但是音樂並不是唯一可以影響情緒的聲音，
自然界的聲音也有這種效果。 舉例來說，鳥叫聲，大部分的人都覺得具有安慰的效果（這時嚮起「鳥鳴聲），
這是有原因的－－自古以來我們就知道若小鳥在鳴唱，就表示安全；若叫聲停止了，你就該當心了。

環境嘈雜生產力降
聲音影響我們的第三種方式是知覺上的。若二個人同時講話，你就無法同時瞭解其內容（這時播出「若你
聽這個聲音」，「你就離題了 ......」)，或是像現在同一個人有二個聲音 ( 這時播出「你該聽另一個聲音」)，
你必須選擇你要聽哪一個聲音。
人腦處理聲音進入的頻寬很窄，所以像這種噪音（這時播放「辦公室噪音」），絕對會破壞生產力；若你是在
沒有隔間的辦公室裡工作，你的生產力絕對很低，你無法想像生產力會低到什麼程度。在沒有隔間的辦公室裡
工作，生產力只有在安靜環境下的三分之一；但有一個小方法可以改善這個問題，若你必須在這種環境裡工作，
就戴上耳機，播放鳥鳴聲等安慰人心的聲音，你的生產力就會立刻提升三倍。

噪音讓人逃離現場
聲音影響我們的第四種方式是行為上的。當你聽到這麼多聲音，你的行為一定會改變。（這時嚮起「車上
的電子音樂聲」），試著想想看：這個開車的人，會不會只用 28 英哩的時速開車？我覺得不會。最簡單的是，
你會逃離不悅耳的聲音，轉而尋找你喜歡的聲音。若我播放這個聲音（這時嚮起「鑽地機聲音」），只要放個
幾秒，你就會覺得不舒服；若放上個幾分鐘，你就會想要逃離這個地方。對那些無法避免這些噪音的人來說，
這些聲音會嚴重損害他們的健康。這不是噪音唯一會破壞的事情，大部分店家播放的音樂都不恰當，有些是隨
機播放，有些還會製造敵對氣氛，這些都會嚴重影響銷售業績。若你們之中有人經營商店，你可能會不喜歡我
所要播放的投影片令業績下滑了百分之三十，只因為客戶很快就離開你的店，或是在門口就轉身走了。我們都
曾經匆促離開某個地方，只因為那裡所播放的音樂太恐怖。
我希望我的演說能讓你們瞭解聲音的影響力。若你仔細聽，你就可以控制周遭的聲音，對你的健康有幫助，
也能提升你的生產力。如果我們大家都這麼做，這個世界的聲音就會活化起來。我再播放一些鳥鳴叫聲（這時
播放「鳥鳴聲」）我建議你們一天至少聽個五分鐘，至於上限，沒有限制。

隨意亂舞
開放創作心靈
想提高創意？想增強升級改造的能力？可以由放鬆心情開始！
透過嗅聞香氣和身體舞動，有助開啟腦的意識，從而提升創作力。在
今次課堂，Lilian 和怪獸老師藉著分享香薰使用、發掘物資潛力的技巧、
心靈舞動、即興創作這四部曲，讓大家以愉悅的心情，來一次打開限制的
創作之旅。
嗅聞到刺鼻的味道，令你眉頭輕皺？雙手掩鼻？緊張起來？離開現場？ ...... 這都是
正常反應。Lilian 表示，嗅聞到氣味時，味道的訊息會傳到大腦的嗅覺區，再經脊椎影
響中樞神經，從而影響荷爾蒙、個人情緒和健康。如果想給自己一個好心情，借助柑
桔類香氣是好方法。

意觸練習
講者：怪獸＠無念空間

Pumpkin
、 Lilian Fung
Pumpkin

陶瓷、草月流花道創作人， Yarn Jam
始創人
Lilian Fung@hidden treasure
整全香薰治療師及雅爾維達草本身體治療師

撰文：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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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香氣

帶來愉悅情緒

柑桔類中的橙，感覺如陽光，給我們開心、正面的感覺，能提升信心、增加安全感。
此外，柑桔類的黃、橙色，是對應消化系統，不但有助消化食物，亦有助消化發生在
身上的經歷，減少拉緊的情緒。使用方法，可以在香薰爐內燃點。如家裏沒有香薰爐，
可以在沾濕的紙巾或棉花上，滴一兩滴柑桔類香薰油，然後用衣夾夾在風扇，就可以
把香味散到家居不同角落。又或，燃點曬乾後的西柚皮，一樣可以感受其好處。

在生活中 感知物料特性
既然香薰不一定要在香薰爐內燃點，我們慣常使用的物料，又有沒有其他別的用
途？怪獸於是與同學們走進館內的自由創作室，讓大家找出可以升級再造的物料。同
學們拿著鈕扣、布碎、發泡膠，思考可如
何創作之際，怪獸承接 Lilian 之前提及
橙 香 的 話 題， 播 放 scentific shuffle 上 傳
到 You Tube 的短片，展示如何用 3/4 個
橙皮加橄欖油做出油燈、如何用牛奶加醋
變成堅硬的石頭。此外，利用 google 搜
尋 garbage sculpture（垃圾雕塑）的圖片，
展示用黑膠唱片做出的巨型波浪、衣架做
出的巨人等的破格創作，提醒大家多認識
物料，多跟物料親近，多同物料「傾吓
計」，感知它們的特性，然後放膽嘗試，
自然可以創出天馬行空的作品。
設計 5 組樹姿，大家好認真呢！

小實踐 SAORI 理念

保持好奇心

有同學對「反常」的模式感覺不習慣，表示不用合適的物料，
很難創作實用的東西。怪獸表示，反常和正常使用物料，其實是兩
種不同的進路。以所謂反常的方法創作，目的是不要固步自封。此
外，堅持只用某些物料創作某些東西，很容易有壓力；太過目標為
本，亦很容易限制想像。
至於甚麼是合適的創作物料，是來自對物資的認知，這認知是
來自生活。怪獸以常見的膠樽舉例，問大家會怎樣創作。接著，他
表示自己經常孭著很重的背囊到處去，腰背會感到好累好痛；有日，
碰巧身上有一個膠樽，就把它放在腰背和背囊之間，感覺是出奇舒
服。結果，他就利用很多很多的膠樽，做了一個很大的 bean bag（豆
爭不到凳仔的同學，需表演擺出一個姿勢。
豆袋），作休息之用。
怪獸再次提出，對物料認識，從而有所感知，就能創作非一般的作品。或許，我們不妨看看日本 SAORI
織造創辦人城美紗鷗的 4 個創作理念：思考自己與機器的分別、抱持冒險精神、保持好奇的心、時常互相學習。
時常思考著這 4 個概念，相信會有助創作。

爭凳仔

擺不同 pose

見大家的思路開始進入狀態，是時候玩遊戲，激活想像。怪獸帶大家一邊唱著「有隻雀仔跌落水」一邊玩
「爭凳仔」，爭不到凳仔的，一一要用身體，或站或坐或趟，做成高、中、低層次的姿勢。熱身過後，是連
續創意練習－－大家如睡覺般靠著牆，每數 3 下，立即換一個「睡姿」。

幾人「一碌木」

做 5 組樹形

試過以不同層次高度擺出姿勢，以及流暢轉玩動作這兩個練習之後；大家分成 3 或
4 人一組，以「一碌木」的思考概念，合力創出 5 組不同的樹形。同學們也真夠想像力，
有些喜歡扮樹根的會瞓地、扮樹枝的就把手四圍向外伸展，扮樹幹的高度更可以或高
或低。僅 5 組動作，就如展現樹木的各樣風姿。

與「袋」為伴

即興舞蹈

4 人一樹，
可以是這種形態的。

見大家開始進入狀態，怪獸就播出柔和音樂，讓各組同學，先在固定位置連續做著 5 組樹形動作之後，隨
後，同學變身會有的「人蔘樹」，各自脫離小組，獨自在室內遊走並做著自選的 5 個動作；嘩，如一套連環
風景。見同學們揚起各自在衣袋中的垃圾膠袋，相信已進入狀態，正把膠袋當作舞伴，或大力搖，或輕力晃，
或同步小跳，或一起打圈，合力來一次自由即興舞蹈！ ...... 就是經過幾個步驟，我們成功創作即興舞蹈，我
們都感覺匪夷所思呢！

心情輕鬆

激發創意

好了，自信心來了、心情放鬆了，是時候回到創作的主題。
大家再次進入自由創作室取物資時，明顯放膽多，還來得有默
契。見同學拖肥、婉紅執起一些灰黑的木枝，用橡筋結著棉花球，
如銀柳；同學倩萍聽電話時，凱鈴會為她手上的膠蓋唧膠水，合
力創作小花盆；同學梅冬和燕琼就好大膽，拿了製作公司送出的
剩料砌成一個小山雕塑；都說打破過去模式，對作品滿意極了。
短短 2 小時的意覺試驗，就是這樣的一步步讓我們放鬆心情，
以尋歡的心打破界限，放膽創作。

舞動過後，大家對物資的使用都放擔起來。

善用廚房百寶
製作天然護理用品

把可以放進口裏的東西，製作個人護理用品，教人用得安心。Lilian 今
次跟大家來個味覺遊戲，一起走進廚房，利用內裏的調味料、冷壓油製作天
然牙膏、止汗膏、金盞花油和浴鹽、防蚊磚，以「搞搞吓、滴幾滴」等簡易
方法，製成充滿天然香氣的護理用品，由頭到腳的呵護自己。
在廚房找到的百寶，真的不少！可食用的椰子油、葡萄籽油固然營養豐富，鹽和食用
小梳打就有殺菌功能；加上使用後的小玻璃樽、膠樽蓋可以用作盛物；統統都是製造天
然護理用品的材料。當大家利用它們製作護理用品時，廚房輕輕地散發天然清新香氣呢。

香氣練習

牙膏度身訂造

切合個人需要

講者： Lilian Fung@ 6 senses
心寧空間
整全香薰治療師及雅爾維達草本身體治療師
撰文： Pumpkin
、 Lilian Fung
攝影： Pumpkin

坊間的牙膏售價相距甚遠，由基本到有特別功能的，售價由十多至四十多元不等，
但都未必能讓人安心使用，因為它們多含有氟化物（fluoride），多用可能影響神經系統。
若果你也有這種考慮，何不動手製作合乎個人需要的護齒用品？
方法十分簡單，只需要把均有消炎、殺菌功效的椰子油和食用小梳打，加上具有殺
菌功效的鹽混和，搞勻即可。更有趣是，可因應個人需要，加薄荷精華油，以助口氣清新；
或加茶樹油，有助治療牙瘡和牙齦炎；或加醋粟果粉（印度草本，又稱油甘子），美白
牙齒；或加薰衣草萃取液，起鎮靜作用。假若做多了，可以同時當洗臉霜使用；一物二用，
十分方便。

基本材料

食用小梳打 1 份
冷壓椰子油（或蒸餾水）
鹽 少許

1份

迷你蚊磚

清爽防咬

蚊釘為患，現在一年四季都彷似難逃被蚊咬的
風險。如果你或小朋友常被蚊釘，但又不喜歡
製作步驟
塗上蚊怕水的黏著感覺，可以試試自製迷你防
1. 把小梳打、椰子油混和，搞至稠狀。 蚊磚，再用紗網包裹，結在袋上，有助驅蚊。
2. 加入鹽，搞勻。
3. 可因應需要，加入合適的精華油或 基本材料
萃取液，搞勻。
蜜蠟 100 克
香茅油 5 毫升
小蓋 數個

製作步驟

1. 坐熱蜜蠟至溶成液態狀。
2. 在蜜蠟液加入香茅油，混和。
3. 把防蚊液倒入小蓋，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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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有助清新口氣。

對付細菌 自製止汗膏

香草油

腋下之所以散發汗臭，是因為腋下的濕度較高，易
孳生細菌；當細菌積聚後，就產生汗味。雖然市面
上很易找到止汗用品，但它們的成份中含鋁，經皮
膚吸收後不會排出，有致癌風險。既然目標只是對
付細菌，何必把潛在風險帶入身體？還是自製天然
止汗膏，使用才安心得多。

沿用著製作金盞花油相同的方法，可以舉一反三，
製作可食用、可外塗的香草油。黑胡椒有助消化，
舒緩腹部不適；迷迭香有助舒緩肌肉疼痛；薑黃有
助消炎、抗氧化：丁香有助止痛；八角有驅風作用；
可因應個人需要，使用一種或以上香草製作。不過，
黑胡椒、丁香等屬刺激性食材，高血壓或心臟病患
者不宜使用。

基本材料

材料

食用小梳打 1 份
冷壓椰子油 1 份
茶樹油 1-2 滴
薰衣草萃取液 1-2 滴
薯仔粉或鷹粟粉 適量

冷壓葡萄籽油或太陽花籽油或芝麻油 0.5-1 升
沒有摻雜化學成份香草 油的 5-10% 份量

製作步驟

製作步驟

1. 把小梳打、椰子油混和，搞至稠狀。
2. 加入合適的精華油或萃取液，搞勻。
3. 加入薯仔粉黏連各材料，搞勻。

金盞花油

內敷外服皆宜

1. 把香草和基礎油放入不透光、沒有水份的玻璃瓶，
密封。
2. 浸一個月，期間需每週搖勻樽。

改善濕疹

香港天氣潮濕、生活壓力大，不少大、小朋友都被濕疹困擾，教人苦不堪言。坊間有不少改善濕疹的天然方法，
其中一種是使用金盞花油，奈何它的價錢並不便宜！其實做金盞花油的過程十分簡單，數十秒便可以完成，如
自行製作，不但可以減少消費，更可以善用剩餘的材料做浴鹽，十分環保。

材料

有機金盞花 適量
冷壓椰子油或葡萄籽油
不透光的樽 1 個

適量

製作步驟

1. 在樽內放滿金盞花
2. 在樽內填滿油（以免氧化），封蓋。
金盞花在浸油後，仍有再用價值。
3. 浸一個月，期間需每週上下搖勻油樽。
4. 一個月後，取油使用；剩下的金盞花則剪碎，混入海鹽或岩鹽，當浴鹽使用。
備註
如把金盞花改為丁香，可以製成改善牙痛的丁香油。

DIY 小貼士

‧ 精華油 (essential oil）是指從芳香植物萃取而來的精華，她的香氣除了有助平衡情緒外，基於植物本身
的天然化學結構，在平衡身體上也起了微妙作用。一瓶 10 毫升的精華油，都是由很多很多植物提煉出
來，十分濃縮，不能內服，外用亦需要用基礎油稀釋。此外，使用時必需注意安全守則禁忌，有疑問
應向專業香薰治療師查詢。
‧ 萃取液，是指經蒸煮而成的濃縮汁液。
‧ 冷壓油（cold pressed）的好處是未經加熱，植物營養得以保持。
‧ 避免使用合成的香清油。
‧DIY 的護理用品因沒有添加防腐劑，宜在一週內用完，所以每次宜製作一週使用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