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慢誌 Vol.6
Happy Slow

升級再造
快樂減廢

生活即是藝術，藝術即是生活，人人都是生活藝術家。
「六感手作文化工作坊」是一項「推動實踐環保」的課程；學員可以透過
學習工作坊、向公眾主持分享活動兩個部分，提升個人將舊物「升級再造」
的能力，亦增強推廣綠色教育的技巧，把實踐環保的樂趣擴散出去，以達至
快樂減廢的果效。在活動短短的一個多月期間，學員不但經歷密集式學習和
公眾教育活動，還全都能創作自己的作品；他們對實踐和推廣綠色生活，有
著不一樣的體會。

綠色對談
圖、文：譚雅明

說起環保，很多人說「懂」，亦有很多人嫌「煩」！
為了打破一些固有的看法，我們嘗試設計一個富創意、趣味的系列性課程，希望令公
眾對環保有不一樣的體會。這課程以「聲」、「色」、「香」、「味」、「意」、「觸」
及「慶典」為主題，合共舉行了 7 節藝術性主修課。
此外，為了提升學員做手作的能力，加上裁剪、花
藝等 4 節技藝性導修課。兩部分的 11 節課程組合，
目標是讓學員心手合一，掌握升級再造在生活各層
面實踐的可行性。此外，亦希望透過 4 位教學風格
迥異的導師，啟發學員結自己本色進行 2 次分享活
動，把我們核心相信的「惜物」、「共享」、「尊重」
文化，帶到社區。

製作短片

樂慢誌 2

推動環保校園

活動由 2015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6 年 2 月 4 日進
行，除了 7 課主修課、4 課導修課之外，20 名學員
向公眾各舉行 2 場（合共 40 場）分享活動，讓以百
計的社區大士，得以現場體驗升級再造的妙趣。為
了照顧未能出席是次訓練和分享活動的參加者，我
們在整個期間均進行攝錄，並製作短片教材套，供
學校和非政府組織學習之用；此外，整個過程均有
拍攝相片，分別上傳到 facebook、放在今期《樂慢
誌》，方便大家重溫和隨時自行製作。

文文利用繩頭繩尾，
分享製造中國結技巧。

大家積極參與手作坊。

學員鞭撻

推展新計劃

在活動完結時，全數完成課堂和分享活動的同學均收到證
書，而綠色生活館亦收到一份意想不到的驚喜──學員婉紅（劉
婉紅）主動提出，六感課程的設計很好，既開啟她的視野，亦提
升個人自信和滿足感，令她體會到我們不論性別、不論年齡，都
可以充滿力量，希望綠色生活館能把這個活動再作推展。另一位
同學文文（梁瑞文）有多年義工經驗，十分認同婉紅的一席話；
而在她兩人的鞭撻下，我們展開了「綠色導師」計劃！

5 個月努力

學員變導師

因應社區人士對手作活動需求敫設，我們同時開
放綠色生活館和自由創作室（2 號館）舉行活動。

綠色導師，是一個很認真的稱號，所以我們為這個計劃設定
一個相當高的要求──經面試獲取錄的參加者，必需曾接受 7 節
或以上的「六感」課堂訓練，需於綠色生活館或其他經由轉介的
非政府組織合共進行 50 次義務分享活動，其表現合乎綠色、共
享、尊重、欣賞、開放性的精神，而表現能得到館方和公眾的肯
定。
這計劃才公佈，即有學員表示高難度，即打退堂鼓；唯獨婉
紅、文文抱持「每週教一節，一年便成功」的目標，兩人互相鼓
勵下，勤力地舉行分享活動；結果，兩人各花 5 個月，都成為我
們的綠色導師，並於我們在 7 月 23 日舉行的社區研討會上，獲
頒證書。

活動成功

催生第二期訓練

這個項目的成功，給我們很大鼓舞。為了回應社區的需要，
也就在 2016 年 6 月中旬開始，舉行了合共 4 個部分、包括 16 節
的「六感手作文化工作坊」第二擊訓練。
究竟整個活動，為學員帶來甚麼影響呢？透過以下對談，可
以了解各學員對於環保實踐的感想，以及綠色教育的體會。
婉紅（左）、文文（中）代表我們接受電台訪問，
分享環保心得。

婉紅利用中心活動剩下的繩頭繩尾，
分享製作首飾技巧。
六感導師 Lilian（左二）、怪獸（中）向婉紅（圖左）與文文（右二）
頒發「綠色導師證書」。

實踐環保有助啟發創意
綠代表綠色生活館，婉紅代表劉婉紅。
綠 ：在「六感」課程中，學到了甚麼？
婉紅：學到很多關於環保的知識和實際應用方法，比如環保顏料、有機美容、剩食造
創意曲奇等。學習之外，老師、同學會互相交流對創作的看法，互相給評語；
氣氛好開放、自由、輕鬆。

爛羽毛球

接力創作

綠 ：從課程畢業到成為「綠色導師」，當中有甚麼得著？
婉紅：創意提升了，例如拿著一些舊拉鍊，會嘗試用它來做耳環、吊飾、心口針、帽、
燈罩、煲墊等，能夠舉一反三。記得有一次見到同學文文利用爛羽毛球頂部做
鎖匙扣，剩下底部羽毛，丟掉實在可惜，便開始思考如何運用。因為生活館有
店舖送來的精美窗簾布辦，啟發了我結合羽毛創作，做出掛畫和揮春，感覺很
好！

活用腦筋

綠色養生

綠

：二個人接力創作，一個用羽毛球頭，一個用尾，這種互動真的有趣。看到你在家裏拍攝的創作照片，
以及專為手作而開設的 facebook 專頁「婉紅手藝工作坊」，好勤力啊；辛苦嗎？
婉紅：我覺得人要經常活用腦筋。我亦希望朋友們可以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做點手工，這樣會健康一點；而且
這種分享活動很有啟發性，自己和學員都學到知識之餘，又可以有一個聚腳的地方。有很多學員都表
示，利用街坊送來的毛冷成功編織到作品，感覺會很開心！有時在街上遇到曾上我課的街坊，他們都
習慣了叫我做婉紅老師，然後傾談一番，感覺很親近。

分享活動

關心不同需要

綠 ：那麼在分享課堂內，情況又是怎樣的？
婉紅：參加者有不同的年紀、性格，亦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教法都會有所不同。我會先感受一下他們的需要，
再決定教學的方法；例如小朋友因為不太懂得運用物資，所以會教他們如何環保地運用及不要浪費。
一般來說，新學員來做手作時都會表現得比較興奮，他們會先參考別人的做法，然後一邊提問一邊做；
舊學員只要看到材料就已經有自己的想法。小朋友特別有創意，他們會嘗試將自己的創意加入作品
裡，但使用剪刀之類的工具時，需要多加注意及提醒他們要小心。其實每個人的創意和思維都不同，
有些人會比較心急，相反有些人喜歡慢慢做，他們的作品都會反映出他們當時的心情。
升級再造

美化家居

綠 ：會否繼續手作及環保文化的推廣工作？
婉紅：會，因為不想停下來、不想浪費時間。我希望每天都可以做點有意義的事，
讓生活過得充實一點！
綠 ：如果要你向讀者推薦一款手作，你會選擇甚麼？
婉紅：我想推薦初次在分享活動教大家做的布藝揮春，因為手工布藝是一種很漂亮
精緻的藝術，而且造成揮春之後，可掛在家中欣賞，當然也可以慳錢，不用
購買揮春。還有用舊利是封、舊鈕扣的創作，都很有趣易做。

鈕扣小花

1

2

3

4

5

6

材料及工具
1. 舊鈕扣
2. 玻璃瓶
3. 發泡膠
4. 軟鐵線
5. 剪鉗
6. 美工鉗
7. 鎅刀
8. 膠水

製作步驟
1. 把鐵線剪成 7-9cm 長。
2. 鐵線末端扭一個小鉤，穿入鈕扣後，用小鉤扣穩鈕扣。
3,4. 由下方穿入第二顆鈕扣，用鐵線在鈕扣底部扭兩個小圈固定位置。
5. 把發泡膠切割成合適大小，放入玻璃瓶內。
6. 將花枝如插花般插到發泡膠上。

創意延伸──情景模型與首飾
‧ 利用膠水，把鈕扣黏合成迷你傢俬，可以用作裝飾或組成情景模型。
‧ 利用魚絲，把鈕扣隨意串在一起，成為獨一無二的手鐲。

甚麼是「升級再造」？

升級再造（Upcycling）包含了「升級」和「繼續循環」兩個意思，即是將已沒用的物料，把它升級變
為有用的物品；以及將舊的物品，透過加入創意、改變其原有的型態，做成新的物品，並繼續使用。
升級再造的概念意義在於實行減少廢物產生，並體驗綠色創意環保生活。

生活多個Ｒ

實踐環保生活，我們最常看到 4R，分別是：
Reduce（減少使用）— 減少使用塑膠製造或即棄產品。
Recycle（循環再造）— 選購包裝簡約、可循環再造的產品。
Reuse（物盡其用）— 棄置物件前，考慮它可否再用，或轉贈予其他有需要的人。
Replace（替代使用）— 選用天然的物料和用品來代替化學產品，及採用可重用的產品來代替即棄產品。
如果想為環保多行一步，在購物前，實前 Rethink（再想一想），選購有需要的東西，而不是想要或喜
歡的物件。因為這個世界的 Resources（資源）有限，需要我們珍惜使用，地球才得以永續。

布藝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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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步驟
1.
2,3,4.
5.
6.

材料及工具
1. 布
2. 硬卡紙
3. 繩
4. 剪刀
5. 膠水
6. 裝飾物（例如舊利是封、
舊鈕扣等）

按照喜好，將卡紙剪成適當的大小。
用布包著卡紙的正面，將布邊摺向背面，並用膠水固定位置。
把繩子的兩端貼在卡紙背面，作吊掛用。
剪裁喜歡的環保材料，貼在布上。

了解材料的重要性

減少浪費 ( 綠代表綠色生活館，瑞文代表梁瑞文。)

綠 ：在「六感」課程中，學到了甚麼？
瑞文：學到手作技能、利用廢物再造的環保知識，以及分享的重要性。另外，學到
與人相處技巧。課堂上，大家有傾有講，可以分享自己的手作心得，互相刺
激一下思維，比自己一個人獨自創作，開心多！

動腦筋

設計課程

綠 ：從完成課程到成為「綠色導師」，當中有甚麼得著？
瑞文：在創作上，更加慎思細慮。比如會考慮用甚麼材料較為環保、教學的意義是甚麼、學員想學甚麼，不
會為做而做；會考慮時間、簡單及有趣的內容，方便不同程度的學員，例如手繩、襟花等可襯衫的飾
物，既有趣，又環保。此外，明白材料供應很重要，因為有些材料、工具難找，所以設定內容上要選
取；而為了避免重複主題或浪費材料，好使參加者有更多得著，也需要多動腦筋。

齊做手作

渡快樂時光

綠 ：舉行分享活動時，課堂的情況是怎樣的？
瑞文：喜歡參加我課堂的，主要是婦女及長者；她們都有興趣做手藝，會互相交流、會主動問問題，一起渡
過愉快的學習時間。有時候，有個別學員遲到，在場的學員會主動提醒先前我所講解的內容，互相幫
助。學員完成作品之後，會放到展架上，讓公眾分享他們的喜悅，所以自己也覺得很愉快！
以前，學員下課後會馬上離開，留下一堆材料及垃圾要職員收拾清理；現在，學員熟識活動的文化，
變得自律，下課時會主動幫忙執拾，亦會逗留閒聊一下，這是額外的收獲。

生活所見

就地取材創作

綠 ：會否繼續手作及環保文化的推廣工作？
瑞文：會，因為上課時學員都表現得很開心，自己也覺得很開心，所以更有動力繼續做下去。
綠 ：如何構思「羽毛球匙扣」這項環保手作？
瑞文：「綠色生活館」入口位於室羽毛球場之內，經常有街坊或團體打完羽毛球之後，將一堆爛球掉到垃圾
箱去，感覺很浪費。於是，我就地取材，拿爛球「升級再造」。這款手作的好處是容易做、成本便宜，
既減少羽毛球的棄置，創作時又見生活趣味，掛在袋上又特別，受大小朋友歡迎呢。

羽毛球匙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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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步驟：
1.
2.
3,4.
5.
6.

剪掉羽毛球的羽毛。
將手工鐵線剪成小段，每兩條扭在一起。
將鐵線的兩端插入羽毛球、向內屈摺，固定位置。
把匙扣繩綁在羽毛球上，再插上手工鐵線遮蓋。
在羽毛球頂部塗上膠水，貼上喜歡的裝飾。

1. 舊羽毛球
2. 匙扣繩
3. 飾品
4. 手工鐵線
5. 剪刀
6. 美工鉗
7. 白膠漿

利是封炮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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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工具
1. 舊利是封
2. 繩
3. 剪刀
4. 釘書機
5. 打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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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製作步驟
1. 將利是封對摺之後攤開，四角摺向中間
的摺線位。
2. 重覆以上步驟，摺 8 個利是封；將 4 個
利是封角對角釘合，造成 2 幅四方形。
3. 2 幅四方形上下釘合，造成炮竹鼓。
4,5. 將利是封對摺之後打孔，卷成炮竹筒，
9
釘好。
6,7. 在炮竹鼓的底部釘繩，並一一串上炮
竹筒，成炮竹串。
8,9. 把利是封剪成流鬚，釘在繩的末端。

另類花草創作
增添生活雅意
在舊雜誌、過期場刊內尋花覓草，原來可以是一種嗜好！
凱鈴是愛花之人，這興趣，就已達十多年之久！
話說，凱鈴偶然把「紙花草」放在 CD 紙套，發現那透明紙套下的「紙花草」竟有
種異樣美，就開始收集雜誌圖樣的習慣！後來，她以朋友送來的彩紙和月曆繩製作雙面
書籤和手機殼襯花等，憑一雙巧手，就為生活添上獨一無二的雅致。
問代表綠色生活館，答代表邱凱鈴。

綠色對談

問：如何構思花藝書籤這項創作？
答：朋友在卡啦 OK 店工作，他會不時把店裏不要的舊 CD 碟送給我。我會在報紙、雜
誌裡剪一些漂亮的花紋圖案，貼在 CD 封套上做裝飾；有多的圖案就貼在卡紙上造
書籤，然後把書籤送給朋友。後來「綠色生活館」職員叫我想一款手作與街坊分享，
我就把創作書籤的經驗和樂趣分享出去。

被訪者及手作示範：邱凱鈴
撰文：譚雅明
攝影： Pumpkin

卡通版本

氹孫兒開心

問：書籤的圖案細緻，製作時有甚麼心得？
答：要有心機和耐性，圖案才會剪得好。因為是選擇自己喜歡的圖案，所以很容易投入
去做；完成作品時，也會很有成功感。我比較喜歡用紋理彎曲的圖案配襯花朵圖案，
效果優雅又自然。曾試過用卡通圖案做書籤，然後送給孫兒；見他很喜歡，所以自
己也高興！說到難處，應該是剪出的圖案遺失了，會有點失落。

一片紙

一份心意

問：啊，原來一張親手製作的書籤，能牽動你的情緒。
答：對。雖然在坊間很容易買得書籤，但大多數都是類似的印刷品，並不特別；而且買
現成的送給朋友，感覺會欠缺心思。能夠為對方親手製作，那怕只是一片紙，也能
夠讓人感到物輕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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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做環保手作，有甚麼得著？
答：以前覺得自己是一無事處的，不會編織冷衫、不會打麻將、又不太懂得使用手提電話；彷似身邊親戚朋友
都有擅長的技能，而自己就沒有。做了環保手作之後，開始懂得運用廢紙、廢膠蓋去創作，作品又可以美
化家居，覺得自己有些用處；加上親戚朋友都不樂意花時間去做這些手作，所以在朋友圈中，環保手作就
變成了我個人特有的技能。

親手製作

更加珍惜

問：進行手藝分享活動，情況如何？
答：之前未教過環保手作，所以初時會有點害怕和壓力；做好第一件膠蓋花盆示範作品之後，就有些信心，馬
上又做多一件。分享會上，學員中有幾位是小朋友，他們特別有心機去做，完成作品時都表現得很開心、
很滿足。其中有一位小妹妹想把作品帶回家裡去擺放，卻遭到家人反對；後來小妹妹向家人解釋作品是親
手所做，堅持帶回家中，而家人最後都同意了。由小妹妹的表現，反映了親手做的東西，會更加珍惜。

花藝書籤創作
凱鈴的經驗，讓我們從新發現雜誌、傳單、賀咭內，原來有不少漂亮的圖案，把它們掉到垃圾桶實在有點
可惜，倒不如利用這些圖案來製作成書籤，不但環保，而且可以發揮創意、鍛鍊耐性和手部靈活、增加閱讀的
樂趣。

1

2

3

材料及工具
4

5

6

7

8

9

步驟
1. 剪出喜歡的圖案。
2,3. 在卡紙上放上圖案。
4,5. 在牛油紙上塗上白膠漿，然後貼在書籤上。
6,7. 在書籤上打孔，並結上小繩。
8. 用火烘小繩末端。

1. 舊雜誌
2. 卡紙
3. 牛油紙
4. 繩
5. 雙面膠紙
6. 打孔機
7. 剪刀
8. 鎅刀
9. 打火機
10. 手工鉗
11. 白膠漿

做手作如入廚
水果刀切出杯墊

果然不愧是廚樂小組義工，Bobo 進行手作分享活動時，用的是廚房「架
生」不是手作工具，說的是入廚技巧不是手作術語。作為一個手作初哥，她
把仍散發紅酒香氣的木塞比喻作香腸，開開心心的切切切、砌砌砌，輕輕鬆
鬆就做出創杯墊、煲墊、文件夾。在她快樂情緒的帶動下，開放的氣氛感染
著參加者，大家分別做出有趣和不規則的作品。小小的升級再造分享活動，
讓大家體驗創意是跨界的，創意是互相激勵的，以及我們都可以創意無限。

問代表「綠色生活館」，答代表「Bobo」。
問：為什麼報讀「六感」課程？
答：我以前主要都是參加烹飪活動，很少接觸手作這玩意；剛好看到「六感」課程的招
生海報，在好奇之下就試嘗報讀。報名後，發現這個課程的要求原來比想像中要認
真，學員除了上課之外，還需要在分享活動教學！教學過程還會被攝錄、攝影，內
容會上傳 facebook 和出版刊物；感覺有很大責任，但過程好好玩！

演練教學

綠色對談
被訪者及手作示範：關佩寶
撰文：譚雅明
攝影： Pump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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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新事物

問：第一次做環保手作，情況如何？
答：我第一次做的手作是用紅酒樽木塞做杯墊。過程自自然然就將做手作當成是做菜，
還慣性地用水果刀來代替美工刀，切木塞當作是切香腸，拼圖形就當成是拼伴碟，
所以做菜的經驗也很適用於做手工。丈夫看見我用水果刀做手工時，都很驚奇，問
我在做甚麼，這感覺很有趣！當然，入廚和手工之間仍是有些許分別的；我初時用
白膠漿黏合木塞，但因為天氣潮濕，白膠漿不能乾透，於是使用朋友借我的熱溶膠
槍，總算將作品完成。在過程中，我學會了使用熱溶膠槍。

因應物料個性

做不同用品

問：如何構思木塞杯墊這項創作？
答：「綠色生活館」的職員收集到一堆紅酒樽木塞，建議我嘗試用它做手工，我就開始
上網找有關資料；在結合朋友的意見後，決定由簡單的杯墊開始做起。這款手作可
以隨意做成不同的形狀、加添不同的顏色，而且做大一點又可以變成煲墊，環保之
餘又很實用。另外，每個紅酒樽木塞都印有不同的圖案，可以選擇喜歡的圖案用來
做鎖匙扣、吊掛飾物之類。

不拘一格

創意最重要

問：第一次教學實習，情況如何？
答：教學之前有很多顧慮，怕自己不懂得教人、怕自己表達能力有限，擔心參加者聽不明白、領悟不到，所
以我選擇了教做「木塞杯墊」，因為它較簡單、容易做。上堂時，參加者都很合作，有些參加者還會主
動去幫助其他參加者。他們都很有創意，會砌出不同形狀大小的杯墊，有三角形、六角形、花形、樹形
等；亦會把做杯墊剩下來的木塞小塊再造成其他裝飾，不會浪費。此外，我認為做手作應該是自由發揮，
沒有特定的模式。如果給別人太多規範，對方可能會覺得沒趣，作品也只會一成不變。創意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鼓勵學員多思考、多嘗試；給予他們自由創作的空間，反而可以發掘更多的可能性，同時自己也
可以學多一點。
問：你當過學員，又當過導師，兩者之間有甚麼不同？
答：做學員可以盡情地享受學習，用具、物資和地方都有人為自己準備好，很開心。做導師可以有主導性，
教學過程中也會學到很多知識，但要負起責任，要顧及很多事情，並不簡單，例如要預習、思考用甚麼
方式去教學、預期想要怎樣的效果；另外，要考慮自己和職員分別準備甚麼工具和物資，也要考慮課室
的環境和學員的安全等，責任頗大。

踏出第一步

了解自己能耐

問：教學實習之後，有甚麼得著？
答：整體來說，因為得到職員和參加者的配合，所以教學沒有想像中困難，而且頗好玩！我本身不是大膽的
人，也不太愛表現自己，所以偏向協助別人多於站在台前；過去每次要自己獨力去承擔的時候，都會卻步，
總覺得自己不行、做不來，但經過第一次教學之後，發現原來自己也可以做得到、可以跳出自己的框框，
有一種「要踏出第一步，才會有第二步」的想法，所以如果再有教學的機會，我都樂意去參與。

材料及工具
1. 木塞
2. 間尺
3. 美工刀
4. 熱溶膠
5. 熱溶膠槍。
1

2

製作步驟

1,2. 將木塞橫放，切成小段，每段約 1-1.5 厘米。
3,4. 把木塞併湊起來，用熱溶膠黏合出喜歡的圖形。

3

4

1

創意延伸 - 木塞咭片夾
1,2. 把萬字夾的尾端拉直，然後插入木塞，便可成
為卡片夾；
3. 可放入卡片、相片或便條紙。
2

3

雞肋 木條 組創意相架

「六感」課程第一節內
容是利用天然素材，在紅酒
箱 內 自 由 繪 畫； 當 20 名 同
學完成作品後，大家就合力
把多彩多姿的紅酒箱組合成
展覽架。下課時，被堆在一
角的紅酒箱內層夾板吸引了
倩萍注意，並用作做成一個
創意相架。究竟這個可愛的
念頭，是如何生成的呢？讓
倩萍跟我們一一詳談。

問代表綠色生活館，答代表倩萍。
問：可否分享一下環保心得？
答：平時，會做一些做簡單的廢物分類回收。去旅行時，在酒店裡用剩的肥皂，都會帶
回家繼續使用；待肥皂用剩很少的時候，會將它們儲起一堆，放入皂袋使用（皂袋
是包裝洋蔥的網袋），減少浪費。另外，亦會用舊襪將肥皂包起來，放入衣櫃防蟲；
也有用廢膠樽改造，變成花瓶。

方便心態 無法環保
問：何時開始在生活上實踐環保？為什麼？
答：大約五年前，我辭去製衣的工作，開始專心做一名家庭主婦。當時留意到家庭產生
出來的垃圾很多，所以想到如何可以做得環保一點，並試著做一些簡單的廢物分類，
逐漸在生活上實踐環保。

綠色對談
被訪者手作示範：陳倩萍
撰文：譚雅明
攝影： Pumpkin

問：實踐環保時有甚麼難處？會如何應對困難？
答：實踐環保與個人價值觀是相關的，如果有著將物品棄掉比將物品循環再用來得方便
的心態，就無法實踐環保。我在家裡儲存雜物，家人初時都會反映阻塞地方、擔心
會引來蟲蟻，但其實只要將物品清洗乾淨、收納齊整，與家人多加溝通及協調便可。
我會跟家人說，如果不想我們的下一代生活在比現時更差的環境，那麼現在就要實
踐環保！

身體力行

感染家人

問：為什麼會做環保手作？
答：做手作是我的興趣，有時候也會跟孩子一起做學校的手作功課，所以我會將一些舊
物料保留下來，方便做手作使用之餘，又可以節省材料費。我創作時都會採用現有
物資，而且沒有限定要做甚麼，比較自由發揮。之前試過把花籃用的舊玻璃紙回收
再做成花球、襟花或學校壁報的裝飾；只要物料是乾淨又用得其所，就算用它來做
手工送給朋友，也沒有問題！
問：做環保手作之後，有甚麼得著？
答：我的孩子被我所感染，現在都開始注意環保了！他在丟棄物品之前，會先考慮一下，
會問身邊的人要不要這些物品，以及做廢物分類。就算他對環保沒有太深入的了解，
但已經有相關概念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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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棄我取

反而有新意

問：如何構思把不規則的木條，創作成相架？
答：紅酒公司將一批紅酒箱送贈給「綠色生活館」，我見課堂後，剩下夾板，如垃圾般被堆放一旁，便靈機
一觸，想運用這些無人問津的物料來做創作。因為木板的形狀不規則，所以嘗試把兩塊拼湊起來，做成
相架的形狀；裝飾方面也是利用現有的舊材料臨時發揮，例如舊衣服的鈕扣、手挽紙袋的繩等。結果作
品的效果很特別，感覺不似傳統相架般呆板沉悶。

友善分享

容易接受

問：第一次把自家創作的東西跟公眾分享，情況如何？
答：事前都會有點擔心，怕自己處理不好。之後發覺課堂的氣氛很好、很自由，學員都以輕鬆玩手作的心態
來學習；而且這手作簡易，連小朋友都可以做到。看見他們學得開心，我也很開心！上課時沒有長篇大
論的講解，而是透過做手作的過程，將作品背後的創作原理、環保理念傳遞及滲透給參加者知道。
問：看來，你對「六感」課程要求學員向公眾分享的部分，相當認同。
答：以基本的資源和義務分享者去推廣手作及環保文化，是一個很好的構想！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看長篇大
論的文字，如果只靠文字去傳遞訊息，長者會學不來。現在街坊可以透過導師的指導、用最基本的方法
去了解及實踐環保！此外，我對 Kitling 老師和怪獸老師的印象最好，因為他們很友善，教學很生活化、
清楚易明，令人容易接受；所以我教學的時候也會嘗試用他們的方式去表達，儘量讓學員感到舒服和自
然。

1

2

3

4

5

6

7

8

9

材料：
木板（紅酒箱的內層夾板）、窗簾布辦、
繩、裝飾物（如舊鈕扣、珠仔等）、雪條棍、
砂紙、筆、間尺、剪刀、美工刀、萬能膠
製作步驟：
1,2. 在木板邊沿塗上萬能膠，膠水半乾
時，將兩片木板黏合，做成相框形狀。
3,4. 運用不同顏色的布，剪裁至適合相框
的大小。
5. 在木板的背面塗上萬能膠，將布貼
上，用來做托底。
6. 在相框和托底板以萬能膠黏合，中間
需以雪條分隔出距離，並預留放相片
的入口位。
7. 修剪相架周邊多餘的布碎。
8. 用飾物裝飾相架。
9. 在相架的兩端綁上繩，作吊掛之用。

創意延伸──盆栽托架
創意，是互相激盪延伸的。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的「生活
常綠先鋒隊」成員霞女利用木板創作花架，綠化家居。既可滿足自己對
種植的鍾愛，方法又簡單，大家要一起動手嘗試嗎？
1. 把兩塊紅酒箱木板黏合在一起，做成一塊大木板。
2. 把另一塊夾板鋸開成兩塊高度約 3-4 吋長的小木板。
3. 將兩塊小木板黏貼

鋁罐燭台
暗中有你

美霞熱愛旅遊，她之所以跟環保扯上關係，始自十年前一趟到日本的探
親之旅。至熱衷廚藝的她何以開始嘗試升級再造的手作，則始自跟環保工作
人員的閒聊。當中點點滴滴微妙的發生，讓她跟大家分享一下。
問代表綠色生活館，答代表美霞。

關心環保

綠色對談

啟發自女兒

問：何時開始實踐環保生活？為什麼？
答：我女兒之前在日本留學，她返港後跟我分享了很多當地環保訊息；受到女兒感染，
我也開始注重環保和綠色生活，因為希望下一代可以生活在一個空氣質素更好、更
綠化、更舒服的環境當中。後來，自己也到日本住上一段時間，見到日本人如何在
生活中實行環保，令我增進不少知識。現在每次購物前，都會先想一想。是否有需要，
沒用的東西也會先考慮拿去捐贈；久而久之，成為了生活習慣，已經持續了十年。

被訪者及手作示範：黃美霞
撰文：譚雅明
攝影： Pumpkin

愛屯門

多出一點力

問：十年，真的不是一個短日子；你可感到香港有著甚麼變化？
答：以前我很喜歡留在屯門，因為屯門的空氣質素較好，很怕去旺角、銅鑼灣之類人煙
稠密的地方，但現在屯門的空氣都變差了，人又多車又多。因為我居住在屯門，所
以更想做多一點環保，保護這一區。
問：你怎樣實踐或推動環保？
答：環保要從個人做起，要懂得珍惜物件，要與他人分享想法，做一個好的榜樣。身體
力行去做，比刻意用言語去講，更能夠讓人接受。

分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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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升級再造

問：如何做一個好榜樣？
答：我一直參加仁愛堂的活動，是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廚樂無窮」小組的成員；只
會烹飪，未試過做環保手作。後來在職員的介紹下，知道有「六感」的課程，覺得
很有趣、做環保很有意思，就報名參加。面試成功後，就成為了「六感」的學員，
也就跟其他同學一樣，舉行分享活動，跟公眾分享升級再造的方法和技巧。

問：第一次做環保手作的經驗是怎樣的？
答：因為自己做手作的經驗不多，加上之前一直都在忙，真是毫無頭緒。後來，職員提議利用鋁罐去做創作，
我就抽了半天時間，坐在家中悠閒地做著，結果造了一個小花盆，在內放入了彩珠和水果用的包裝膠墊做
裝飾，第一件作品就誕生了！這件作品很漂亮，好像一朵花坐在安樂椅上，給人很舒服的感覺。看著自己
創作的作品，很開心！而且做手作可以讓人在繁忙之中，放鬆一下心情，覺得很好。

一個創作

衍生另一個創作

問：做環保手作有甚麼得著？
答：自己一直有將家庭垃圾分類，再送去回收的習慣，比如用完的鋁罐就直接投入鋁罐收集箱，或者送給一些
長者拿去售賣。現在做過鋁罐手作之後，了解到將物件循環再多用幾次、延長它的使用壽命，最後才拿去
回收會比較環保。此外，可以享受到做手作的樂趣，完成作品之後，很有成功感！
問：如何由裝飾性的「鋁罐花」變奏到實用性的「鋁罐燭台」這項創作？
答：完成了第一件作品之後，我得到一些靈感，就繼續用鋁罐嘗試做其他的東西。創作都是隨心而發的，我比
較喜歡可愛、精巧的物件，所以就剪了一個小收納盒出來。然後，發覺鋁罐質料可以用來放洋燭，最後便
決定把它造成洋燭台。將作品交給職員時，他們都覺得很漂亮，建議我多做幾個洋燭台，並擺放在館的回
收紅酒架內作展覽，我覺得很開心！

親手製造

傳情達意

問：環保作品，除了展覽之外，有沒有其他用途？
答：這款燭台很適合用來當禮物送給朋友，因為是親手造的，而且罐上印有簡單的歌詞，看到了就喜歡，可以
傳遞心意。
材料及工具
鋁罐、剪刀、美工刀、萬能膠水、尖嘴鉗

1

2

3

製作步驟
4

5

6

7

8

9

1. 在鋁罐的中央切一個十字型開口。
2,3. 開口位剪成幼條，如流鬚狀。
4,5. 用鉗子將流鬚捲起，打開空間，以放
置小洋燭。
6,7. 將另一個鋁罐剪成一半，在「半罐」
剪出兩片流鬚。
8. 將剪來的流鬚黏貼在洋燭台的底部兩
邊，當作腳架。
9. 捲曲腳架，令它鞏固穩妥。

備註：
‧ 被剪開的鋁片可能十分鋒利，製作時，不妨帶手套保護雙手。
‧ 如認為尖嘴鉗有點笨重，可以使用做手作的捲紙捧或鑷子捲曲鋁罐條。

雜誌紙立體卡
傳心傳意

梅冬熱愛學習，是綠色生活館不同系列工作坊（需經面試）的支持者。
數數手指，在過去十多個月來，她分別參加了綠色攝錄工作坊、綠色導賞員
訓練計劃，對綠色生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吊詭的是，她在參加六感手作生
活的學前面試時，坦白表明自己不懂手工，只是「協助子女做功課」的級數。
「六感」的學員的其中一項任務是當起文化大使，需向公眾教育，責任重大；
但考慮到梅冬對綠色生活的支持，以及過去在活動的良好表現，也就取錄了
她。
教人驚喜的是，在「六感」第一節的天然繪畫學習課堂上，她已透過畫
筆在紅酒箱上展示秀氣！往後，在她主持的分享活動上，都能再三的克服困
難，在生活中發掘有潛力物資，創作出「有心」作品，示範如何借助綠色生
活的實踐，為看似平凡的生活，帶來喜悅。

綠色對談
被訪者手作示範：陳梅冬
撰文：譚雅明
攝影： Pump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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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代表綠色生活館，答代表梅冬。
問 : 由「零」開始學習，到自創環保手作，過程是怎樣的？
答：以前我只會做一些美勞，不會做手作。報讀了「六感」課程，初時由簡單的繪畫
開始，然後學習做一些傳統的小手工，再嘗試自己創作，當中有過好幾次失敗又
繼續嘗試的經驗。
第一次手作學習是在紅酒箱上繪畫。當時「綠色生活館」收到紅酒公司送贈的紅
酒箱，導師給我們一些環保顏料美化箱子，然後集合各個同學的作品，砌成展架。
在過程中，發現原來自己也有點繪畫天份，還得到老師的稱讚，很開心！
第一次的教學實習是要教參加者做「抓子」，初時並沒有信心，做出來的第一個
樣本也不好看！後來經過多次改良、練習，以及反覆嘗試，最後的製成品很漂亮；
把作品放在紅酒箱展架上是十分精美，我覺得很高興，自信心也提升了！

取材自日常

創作更見自如

問：在學習和教學過程中，遇到甚麼困難？如何去克服？
答：第二次教學實習的時候，本來想教做花，但職員說已經有其他學員教過，希望我
可以教其他，讓學生可以學到不同的東西，所以我需要重新搜集資料。當時接近新年，
想教「利是封燈籠」；看示範圖時，遇到困難，經過多次練習才能完成樣本，奈
何向職員展示作品時，她說這手作不合時節，暫時不能教。我就反建議，想教做
環保燈罩，但因為中心工具不足，無法完成。最後，決定以平常之物──雜誌，
做「立體心意卡」。單是決定教學主題，我經歷過不少考驗；在創作過程中，學
習了很多，所以就有信心，手工就愈做愈好，自己也很滿意！

題：欠缺經驗

更用心作預備

問：教學實習的心情如何？
答：自己過去沒有太多做手作的經驗，所以每次教學前都特別用心去搜集資料和製作樣本。由事前準備到教學，
整個過程也是認真地去做，對我來說，是一個新挑戰、新開始，感到很滿足！
問：有人說，「升級再造」的物品欠缺實用，你怎樣看？
答：我不認同這種說法。以我教做的「抓子」為例，它是一種傳統玩具，好玩之餘，可以訓練雙手的靈活性、
鍛鍊眼睛、腦跟手的協調性；這也是一種運動，有益心身。第二課教「立體心意卡」，用途也很廣泛，例
如聖誕節、母親節、情人節或生日時，可以因應對方的性格和喜好，比如對方喜歡吃，就找食物圖片，度
身訂做用來送給對方；因為是親手做的，所以既特別又能夠讓對方感受到誠意！

小手動起來

自豪又感動

問：如何進一步發展或推廣環保手作？
答：需要多方面的配合，例如中心可以提供更多的機會和空間，讓更多人可以接受「六感」課程的訓練，因
為今次只能收 20 人。此外，學員可以發掘更多的手作題材，豐富內容，增加學習和實踐的樂趣；還有，
大家尋找多一點資源去支援手作文化的推廣。
問：報讀「六感」課程之後，有沒有帶來轉變？
答：我是一名家庭主婦，家中有兩名小孩，因為他們的年紀相差較遠，要一個接一個去照顧，所以 20 年沒有
外出工作，對自己的工作能力沒有甚麼信心。直至去仁愛堂做義工，報讀了「六感」課程，才發現原來自
己還很有用、雙手會做很多事情；雖然只是一些小手作，卻令我感到很自豪、很感動！

借助手作

增進家庭和諧

問：六感的又豈只小手作！在你眼中，甚麼是環保手作？做環保手作又有甚麼得著？
答：環保手作是將那些沒用的材料再造成有用的物品，在過程中可以透過不斷的努力和嘗試訓練耐性；完成
作品時，會很開心，而且會發現到原來自己也可以做得到、做得好！以前會將多餘的利是封擱置在家中一
角，將舊雜誌、傳單丟棄；現在懂用心留意身邊事物，會運用剩餘的物資，也減少了棄置。例如會用舊利
是封去做燈籠，就不用付錢去買；舊雜誌和傳單有很多漂亮的圖案，可以剪下來為作品增添色彩。家人看
見我做手作，都會好奇地問我，也會稱讚我的作品漂亮，家人之間增加了溝通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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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工具：
1. 紙
2. 卡紙
3. 筆
4. 膠水
5. 透明膠紙
6. 剪刀
製作：
1. 將紙對摺，畫上半心形圖案。
2. 剪下圖案，攤開紙張，變成心形紙模板。
3. 將卡紙對摺，放上紙模板，模板的一邊
靠著卡紙的摺線位，用筆沿著模板畫上
圖案。
4,5. 把卡紙的圖案剪下，攤開卡紙，變成
相連的心形卡。
6. 重覆相同步驟，製作一個較小的紙模
板。將小紙模板放在對摺的卡紙上，用
筆沿著模板畫圖案時，在心形的兩邊畫
上黏貼位。把卡紙的圖案剪下，攤開卡
紙，變成一個小心形。
7,8,9. 在小心形黏貼位塗上膠水，貼上心
意卡內即成。

回收剩物 編飲管手鐲

拖肥面試參加「六感手作生活工作坊」的創意畫面，至今仍然叫我難忘。
事緣拖肥因事未能親身到館內面試，於是選擇用手機拍攝短片。從手機
傳送來的畫面看，只見她坐在地上的玩具堆中，邊對著鏡頭自我簡介，邊照
顧著家裏正在玩耍小孩。看著她自然的表情、小孩子自由自在的神情，很配
合我們開放的精神，也就取錄了她。
果然，拖肥開放的態度和親和力，令大小朋友都很喜歡接近，原訂只在
上午舉行的分享活動，因太受歡迎，所以臨時加開下午場，也是我們唯一一
個維持了一整天的分享活動。在整天活動中，只見大小朋友來了又去，去了
又來，他們都可因應自己的能力，跟拖肥拿著飲管編織簡易的手鐲或頸鍊，
又或高難度的小蝦。看似微細不過的飲管，竟可以在瞬間變身許許多多不同
的手作，背後是拖肥對購物文化的抗衡、屯門的熱愛，所付出的努力。

綠色對談
被訪者及手作示範：李麗珊（拖肥）
撰文：譚雅明
攝影： Pump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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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代表「綠色生活館」，答代表「拖肥」。
問：實踐環保生活有甚麼困難？
答：香港是個物質豐盛的社會，所以較難去實踐環保和綠色生活；舉例說，之前參加過
仁愛堂的膠樽回收計劃，但計劃已經結束了，令人感到很可惜，因為我知道有很多
地方都是假的膠樽回收箱，所回收的膠樽都會被丟到堆填區。現在「綠色生活館」
可以提供學習環保的課程和場地，我覺得很好；有了這些配套，可以鼓勵我繼續實
踐和推動環保。

4 歲女兒

利用剩物創作

問：做環保手作，家人的反應如何？
答：我有一個 4 歲女兒，有時會帶她外出用膳。她知道我會用飲管做環保手工，就會主
動將用完的飲管留給我，間接令她知道很多東西在使用過後，都還有用，不要隨便
棄掉。我亦會教她，如果家裡有的食物，就不要再購買，避免造成浪費。現在，女
兒有時會叫我為她預留一些剩餘物資，讓她用來做小手工送給朋友，這令我感到很
欣慰！希望她將來都可以教其他人做環保手作，將手作文化推而廣之。

升級再造

抗衡購物文化

問：做環保手作有甚麼困難？如何應對？
答：現時流行「購物文化」，很多物品都很容易買到、很便利，亦很容易令人將物品棄
掉或更換新的，所以實踐環保前要先改變一下舊有思維，不要隨便就去買。將物件
「升級再造」需要創意和手作技巧，做手作之前都會思考很多，想盡方法去延長物
件的壽命；會有點難度，但過程中會享受到親手製作的樂趣！在學習做環保手作的
初期，我都是上網搜尋有關資料，然後跟著試做，但後來發現只有自己一個在做的
話，會有點孤單、單打獨鬥和難以持續的感覺，所以我參加了「六感」課程；跟一
班同學一起思考創作、交流意見、互相鼓勵和扶持，整體效果會更好！

未能回收物資

再生為手飾

問：如何構思到飲管手鐲這項創作？
答：之前參加了仁愛堂的膠樽回收計劃，我將膠樽收集後拿去回收，剩下一堆漂亮的彩色飲管；因為飲管的製
造物料是塑膠，這是石油副產品，所以不想用完即棄、浪費地球資源，就開始想可以用飲管來做點甚麼，
令它的生命變得更加精彩。後來在網上搜尋資料，得知飲管可以造成簡單的手飾，就嘗試去做。

親手製作

有成功感

問：第一次教學實習的情況如何？
答：教做飲管手鐲之前，我先找了女兒做教學練習。女兒做出來的作品不太漂亮，但因為是她親手做的，所以
非常欣賞自己的作品，更自豪地把作品帶去學校跟同學炫耀，因此也提升了我對教學的信心。正式教學時，
因為小朋友們都不認識我，又未必能完全白明我在做甚麼，也會發問很多問題，所以挑戰會較大。幸好他
們都很有耐性，繩子成功穿到飲管的時候，他們會覺得很有成功感，會享受著製作的過程；他們最後帶上
自己親手造的手鐲，都表現得很開心！我是以分享的心態去教學，沒有要求甚麼回報，所以上課時大家都
很輕鬆、沒有壓力。看到學員這麼熱心地學習、有耐性地聽我的指導，做出來的作品也很漂亮，給我很大
的正能量！原來不求回報的分享，得著的反而更多！

屯門居民

以行動減廢

問：在「六感」整個活動項貝中，最深刻的是甚麼？
答：LiIian 老師講過一句「堆填區多過農田」，我對這句話印象很深刻。因為我居住在屯門，屯門的堆填區比
農田還要大，而且在不久將來也快將飽和，所以作為屯門的居民，我有很深的共鳴和感受。如果再不以行
動去實踐環保、減少堆填區的負荷，那麼屯門就真的快被垃圾淹沒了！

材料及工具
1. 飲管
2. 繩
3. 膠紙
4. 間尺
5. 剪刀
1

2

3

製作步驟

4

5

6

創意延伸

頸鍊

飲管蝦

1. 將繩對摺，繩端預留小孔，然後打結。
2. 用膠紙貼在結上，以固定位置。
3. 將飲管剪成長度約 1-2cm 的小段。
4,5. 將繩子從左右兩邊穿過飲管。
6. 編織手鐲至合適長度，在繩子末端打
結即成。

廢樽風鈴
膠織好心情

一個 OL，一個垃圾場，看似風
馬 牛 不 相 及。 偏 偏 阿 May 觀 察 力
特別細膩，在工廠大廈發現大批外
表看似無用但內裏甚具可塑性的物
資，索性抬回家中，用作修補家俱。
自始，她漸養成犀利的尋寶能力，
可以在最佳的場域、最佳的時機出
動，找到大量有用物資。本被廢棄
的物資來到她的手裏，不但能升級
再造為不同飾品和用具，更因而把
她跟同路人拉在一起，以不同的渠
道，服務不同人士，把綠色的生活
態度，滲透到社區多個角落。

「問」代表綠色生活館，「答」代表 May。

綠色對談
被訪者及手作示範：萬燕美
撰文：譚雅明
攝影： Pump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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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常常參加不同的綠色學習，可否分享一下環保心得？
答：我一向有拾垃圾的習慣，因為可以拾到很多寶物！家居附近有大型的垃圾收集站，
有時經過收集站都會看看有沒有較新淨、合適的物料可以拿去做手作。試過拾膠條、
布匹、舊衣服的鈕扣和花邊等，大大小小的釘、螺絲都是我的至愛！某些人眼中的
垃圾，其實它可能有再用的價值；愈是對環保有認識的人，就愈懂得將物件循環再用。
比如說，一張舊報紙，它還可以用來墊枱、包垃圾等。另外，我家中也擺放了廢物
分類收集箱。

懂得珍惜

垃圾有寶

問：實踐環保之後，有甚麼得著？
答：學會很多東西應該加以珍惜，不會隨便去買新，因為地球的資源是有限、會耗盡的。
我們居住在地球上，就有責任去愛惜地球，周邊的自然景物一旦失去，就無法挽回！
看見身邊的人在「銀根鬆動」時都很容易去換新的物品，例如家俬、電器、衣服、
電話等，就覺得自己應該要開始去做環保，希望可以帶動身邊的人！自從認識了環
保之後，就發現其實有很多垃圾都是寶。有時我會用一些舊雜誌的彩頁去包禮物送
給朋友，逐漸地，朋友也開始接受了這種做法及注意到要環保，也是一種得著。

工廈廢物

變身坐墊

問：何時開始將垃圾拾來循環再用？為什麼？
答：大約 10 年前，我在一棟工業大廈裡的物流公司工作，發現大廈每天都會有很多垃圾被掉棄，包括木板、
軟膠墊、氣泡布等，都是很新淨的物料；我見這些物料都用得著，便拾回家使用，逐漸養成拾物的習慣。
試過拾到一些運貨用的包裝膠紙，因為它又薄、又柔韌，所以用作日常家居修補；也試過將一叠氣泡布綑
起來，做成坐墊和咕臣。

每逢節日

尋寶良機

問：近年香港「垃圾」的質量都起了變化，可否分享最近一次拾垃圾的經驗？
答： 早前去過青衣一個住宅區的垃圾收集站，發現有很多新淨的家居用物被人掉棄，例如膠桶、雜物架、地毯、
花盆等。當時適逢新年將至，有很多人都將家中的雜物棄掉，而我就特別喜歡在此時出動，因為可以趁機
將家裡無法再用的物品更換。我把拾回來的舊恤衫剪成布條，用來修補地拖頭；還拾了新淨的地毯，用來
更換家裡的舊地毯。

元朗廢木

成婆婆的小椅

問：在你眾多的升級再造經驗中，哪一回印象最深刻？
答：記得之前我和朋友在深水埗探訪過露宿者，當時有位婆婆對我說，她的腳經常抽筋，所以想要一張矮椅子
方便坐。後來我和朋友在元朗工業邨裡見到有很多大型的廢木板，朋友就建議將木板做成桌椅，送贈給有
需要的人，於是，我們就把木板搬走，並利用之前拾來的釘和螺絲製作。最後，朋友造了一張矮椅給婆婆，
至於我們造的其他桌椅，都送贈給深水埗的露宿者使用。
問：實踐環保的同時又能助人，當中有甚麼心得？
答：我和朋友是自發性，以義工的身份去拾垃圾、做環保、幫助別人，大家都是利用工餘時間、單靠個人「有
心」去做，背後沒有贊助或收入，所以難以匯聚很多人一起實行。因為會受到一定的環境限制，所以現時
見到有甚麼自己能夠做的，儘量去做！

擺綠色地攤

感染街坊

問：聽說你試過「擺地攤」送贈物資，情況如何？
答：那次是我們幾位義工將一些不要的物品，以擺地攤形式送贈給有需要的人；當中有些是朋友將廢膠溶解後
再造成的飾物。後來，有幾位街坊看見我們很有心去做，就加入了我們，將自己做的小手作、一些用舊利
是封摺成的全盒，都擺出來送贈。這件事令我們感到很滿足，因為我們所做的事得到了別人的認同，也同
時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價值！

免費資源

一樣珍惜

問：你透過教學分享升級再造，課堂的情況如何？
答：我會讓學員用輕鬆的心情去學習，因為將心情放鬆才會有靈感去
創作，而且創作是出自個人內心，所以毋須去比較。亦會告訴他
們，課堂用的材料都是二手、環保材料，所以掉垃圾之前要三思，
先想想如何將之循環再用。試過有學員想拿雙份材料，我就跟他
們說，就算材料是免費，但資源是有限、會被耗盡的。當你取多
了，就會有其他人取不到，這個遊戲就會變得不公平！有效地運
用資源也是種智慧，人生也需要自律，如果大人做小朋友的行為，
別人是不會接受的。另外，對於那些不懂得愛惜工具的學員，我
會向他們解釋，不是每樣工具都可以修補或能夠再買得到，所以
我們要學習正確使用和愛惜工具。

問：課堂上，你分享「膠樽風鈴」，是如何構思到這個創作？
答：之前看過一本書，內容是關於如何利用廢物再造成裝飾品，令我有不少啟發。之所以會選擇造膠樽風鈴，
是因為風鈴給人寧靜、和諧的感覺，材料又容易收集。此外，我較喜歡用舊萬子夾、珠仔、匙圈、膠片等做裝
飾，所以膠樽風鈴也加入這些物料。此外，新年或節日的時候也可以在風鈴上改掛一些祝福字句，令它變
成一件祝福飾品。

1

2

3

材料及工具：
1. 膠樽、2. 剪刀、3. 尖錐、4. 打孔機、5. 鐵
線、6. 裝飾物（如舊繩、絲帶、珠仔等）
4

5

6

製作步驟：
1. 用剪刀將膠樽剪成上下兩截，使用下半截「膠杯」。
2. 將膠杯的周邊剪成條狀，膠條的闊度約 2-3cm。
3. 把膠條末端的尖角剪掉。
4. 將膠條向外屈摺，每條膠條的末端用打孔機打一個孔。
5. 膠杯底部用尖錐穿兩個小孔，再穿上鐵線，作吊掛之用。
6. 在繩子上綁裝飾物，再將繩綁在膠條的末端上即成。

<< 綠色號外 >> 及 << 樂慢誌 >>
出版：仁愛堂社區教育及環保教育生活館
( 綠色生活館 )
督印：Connie		
編輯：Pumpkin
美術：Patrick
校閱：Ming

編輯部
電話：2655 7518 / 2450 8822
電郵：glp@yot.org.hk
網址：www.green.yot.org.hk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greenlivelihoodplace
YouTube：綠色生活館
印刷：2,500 份
出版：2016 年 8 月

舊繩鞋帶
編環保如意結
如意結是中國傳統的手工藝品，它有著「稱心如意」、「萬事皆吉」的
意思。古時的人出門遠行，其親人都會親手編織及送上如意結，以表示祝
福或祈求。利用一雙手加上舊繩子、舊鞋帶等材料，就可以織造出環保如
意結。織造同時有助訓練耐性、腦部及手部的協調性，一舉幾得。阿珮利
用怪獸老師課堂剩下的線頭線尾舉行活動，跟大家分享箇中樂趣。
問代表綠色生活館，答代表阿珮

綠色對談
被訪者及手作示範：王珮嫺
撰文：譚雅明
攝影： Pumpkin

問：第一次分享實習，情況如何？
答：之前未試過這樣教人，在第一次教學之後發現自己
可以做得到，所以很開心！參加者都好配合；有些可
以馬上學以致用，加入自己的創作，將作品轉化成不
同的形狀，令我也得到了啟發。活動整體達到了自己
原先想要的效果，所以感到很滿足，希望再有機會去
教學。

日常實踐

與人分享

問：我們推動共享文化，但很多分享者對於向參加者分配物資感到困難，你有何看法？
答：學員看見眼前有物資就第一時間去拿取，是人性化的表現，只是沒有做到「共享」，
需要導師多些提醒。其實，課堂的重點是希望學員學識手作技巧之後，可以在家活用
實踐，再去與人分享，這才是真正的意義所在。

親手創作

有滿足感

問：親手製作，跟買現成品有何分別？
答：親手製作可以啟發思維、訓練耐性，就算是簡單的
手作都不容易一次過就成功，透過不斷實習的過程，可
以揣摩到更多的技巧、提升手作的能力和作品的質
素。購買現成品相對是很容易，可以節省時間，但要
付出更多的金錢，而且滿足感會低於自己親手做的；
所以兩者是不同層次，視乎使用者有沒有時間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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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再造經驗共享

2015 年底「六感手作文化工作坊」的順利舉行，鼓勵我們在 2016 年中
舉行「六感手作文化工作坊第二擊」。活動其中一個成果，就是各位學員均
為公眾舉行手作分享會；錯過活動的朋友，讓我們在這裏為大家分享部分內
容吧。
手作：布藝 iPad 套
分享者：姚秀蘭
若果你會隨身攜帶著各種電子產品，手提電話、
iPad、筆記型電腦、遊戲機等，就要好好保護，以延長其
壽命。自製的物件保護套可以因應你的使用習慣去設計，
亦容易將物件識別，更別具個人風格；好處多多，就利用
一片布碎作一個簡單示範。

分享者
手作集

材料及工具

撰文：譚雅明
攝影： Pump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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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1. 布紙
2. 魔術貼
3. 筆		
4. 間尺
5. 大頭針
6. 剪刀
7. 針		
8. 線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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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及工具
2. 根據 iPad 尺寸繪畫一張兩摺式的紙樣（紙樣大小：iPad 高度 +0.5 吋 x iPad 寬度
+0.5 吋，口袋蓋寬度 2-2.5 吋），紙樣邊緣預留 0.5 吋紙口位作縫合之用。
3. 用大頭針將紙樣固定在布匹上。
4. 裁剪布匹。
5. 按照紙樣的畫線將布縫合起來，變成布袋後拆除紙樣。
6. 將布袋內外反轉，袋口釘上魔術貼。

手作：創意布袋
分享者：何美樺
先前屯門一間窗簾布由大舖搬細舖，無足夠空間存放舊款布辦。
熱心社區人士龐太見布辦狀態良好，如此丟掉，感到十分可惜，為免
加添推填區的壓力，她聯同丈夫一起把過百本布辦送給我們。
打開布辦細看，布料款款不同、質料上佳，最宜創作。今次
示範利用這些布料、繩子等材料，製成獨一無二的小布袋。
因為布料的厚薄和大小有別，可以跟據個人喜好自由創作出
不同的布袋，既好玩，又方實用！

材料及工具

1

2

1. 布
2. 繩
3. 鈕扣
4. 大頭針
5. 剪刀
6. 針
7. 線

3

步驟
1.

4

5

7

8

將 布 反 轉 對 摺（ 布 底 在 外， 布 面 在
內），頂部兩端布邊均做摺邊。
2,3.
先用大頭針固定摺疊位置，再用針線
6
縫合兩端布邊。
4. 用針線把兩側縫合在一起，造成袋形。
5. 將布袋內外翻轉，
6. 在袋口位縫上鈕扣。
7. 用 3 條繩打一個結，編織成辮子。
8. 把辮子釘在布袋內側兩邊，造成掛繩。
9. 將繩的一端釘在布袋內側，另一端勾
9
著鈕扣。

手作：利是封金魚
分享者：張燕琼
很多人都喜歡金魚圖案的裝飾，愛其「如魚得水」、「年年有餘」之意，而
且金魚外貌漲鼓鼓，非常趣緻，尤其適合新年之用。利用用過的利是封、舊鞋帶
等環保材料製作金魚掛飾，可以節省購買賀年飾物的費用，又可以透過做手作訓
練耐性，一舉兩得！

手作：布藝手袖
分享者：蘇嘉汶
衣服袖口容易弄污，如果想好好保護衣服，穿上手袖是最簡單的方法。自己做手袖不但
方便配襯衣服，還可以加上喜歡的圖案、配飾，增添個人風格。利用舊布、針線等，只需幾
個簡單步驟，就可以製成，快來試做看看！

材料及工具

1

2

1. 布
2. 橡筋
3. 間尺
4. 畫粉
5. 剪刀
6. 扣針
7. 針
8. 線

步驟
3

4

5

6

7

8

1. 材料及工具
2. 剪裁一幅寬度約 12.5 吋、長度約 15 吋的布。
3. 將布橫放，上下對摺，底布預留 0.5 吋紙口位，用線縫合，
呈長筒形。
4. 兩端袖口位向下摺兩次，將布邊收好，並預留寬度約 0.5
吋。
5. 縫合將袖口時。中間預留 0.5 吋空位，以便穿入橡筋用。
6. 剪兩條約長 6 吋（手腕寬度）及 11 吋（手臂寬度）的橡筋，
再繫上扣針。
7. 把橡筋穿入袖口中。
8. 把橡筋的兩端縫上，再把袖口的空位縫合，將手袖內外
反轉。

手作：環保紙烏龜
分享者：柯群（Olivia）
利用糖果紙、舊傳單和雜誌等材料，摺出小烏龜！又或，選用一面空白的
環保紙張，先畫上不同的圖案，發揮小朋友的創意，同時鍛鍊手指的靈活性。
此外，家長可以透過摺紙遊戲，增進親子互動。

小手動起來
繡花線改造衣衫
在布碎繡上圖案、作簡易的縫合，就是獨一無二的眼鏡套。

根據環保署資料顯示，港人於 2014 年棄掉逾 11.1 萬噸紡織品，相等於
每年人均棄置 102 件 T 恤，但當中只有不足 4% 的衣物可回收。

分享者
手作集
手作示範：一勤、嘉汶
圖、文：譚雅明

香港人追求時尚，衣服、頸巾、帽子等紡織品需求量大；加上時裝店四處臨立，貨
品經常推陳出新，更不時以大減價招徠，市民容易買到新衣物替換，甚或作出不必要的
消費的同時，亦加速了衣物的丟棄速度，增加堆填區的負荷。政府預計，香港現有的 3
個堆填區將於 2020 年前相繼飽和；市民有需要從減少廢物、廢物重用及循環再用三方
面著手，為環保出一分力。
我們鼓勵大家儘量將舊衣物等紡織品多加修補並繼續使用；或者動動腦筋，加點創
意將之升級再造為有用的東西，便可以延長使用壽命。減少購買及棄置，環保之餘又可
以節省金錢，一舉兩得！
今期《綠色號外》主題是升級再造，所以特地介紹繡花線，希望大家學會如何拯救
衣物，也刺激大家多一點靈感進行手作。它適用於：
．修補及縫合衣物、衣飾配件、布袋等，令紡織品更耐用。
．繡上花紋或圖案，有助遮掩衣物上的污漬，同時締造別具風格的時裝。
．將衣物升級再造，延長衣物使用壽命。
期待大家體驗小手的力量後，更覺惜物，在選購衣物時審慎消費，只作有需要的購
買。

樂慢誌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