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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是結合認知與感覺的活動。 

它是知性的鍛煉，更是性情的怡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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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長者的身心狀況、生活需要及參與感受，博物館特別提供免

費導賞及旅遊車接送，並在休館日開放展覽廳，為長者提供一個寧

靜、舒適的環境，享受參觀，投入藝術活動。同時，透過總結活動

的籌備經驗與成果供公眾參考，鼓勵更多機構參與提供合適的平

台，讓長者享受戲劇﹑音樂及舞蹈等各藝術活動，並重拾自信與生

活樂趣。

藝術是結合認知與感覺的活動。它是知性的鍛煉，更是性情的怡

養，着重眼與手的配合。南丁格爾在《護理札記》中指出，妥善分

配病房的空間、採用多元化的色彩與適當調節房間的光暗度等方

法，均對病人的身心復康有着正面的影響。鮮明色彩有助刺激感官

─ 當我們看見明媚藍天與翠綠山丘、或大紅大紫的花團錦簇，

精神會不禁為之一振，分外起勁；通過塑造多樣或均衡造形的藝術

藝術活動的功能

認 知 障 礙 症 長 者 （ 下 稱 「 長 者 」） 腦 部 及 身 體 機 能 衰 退 ， 

日常生活中，他們遇上許多不便及溝通障礙，因而未能自在自

主享受生活。有見及此，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考紐約市現代藝術

博物館（MoMA）的活動經驗，推出「耆趣藝遊─ 賽馬會健 

腦行」先導計劃（下稱「耆趣藝遊」），希望透過博物館參觀所引發

的回憶及欣賞藝術，刺激長者思維，從而紓緩病情。這項計劃由香

港歷史博物館主辦、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獨家贊助及藝術在醫

院協辦，是全港首個專為輕度至中度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家屬而安

排的博物館活動，通過博物館展覽導賞及藝術創作工作坊，讓長者

抒發情感，打開溝通平台，拉近他們與社區的距離。

希望鼓勵更多機構參與提供合適的平台， 

讓長者享受藝術活動的同時，從中重拾自信與生活樂趣。

耆趣藝遊實務手冊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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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作品及提起年輕時的生活點滴，不單有助拉近長者及照顧者之間

的距離，加深彼此間的感情，樂聚天倫。對長者而言，讓家人及朋

友欣賞其藝術作品，有助打開溝通平台、從而提高自信。

我們深信，是次計劃能協助認知障礙症長者建立積極及正面的生活

態度。因此，本《實務手冊》特意以「將心比己、以人為本」為編

寫方向，與大家分享計劃中從構思、策劃、籌備與執行等各項細節

的經驗與心得，希望各位從事護老服務的讀者在細閱本手冊後，了

解到認知障礙症長者的感受及照顧者的心理適應，藉此減輕照顧他

們的壓力；並嘗試度身訂造一套能配合長者興趣及需要的活動計

劃，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享受晚年生活。

每個人均獨一無二的，因此每個人的生命歷程 

皆值得欣賞。藝術的大門向所有人敞開，你我均可以 

盡情表達各自的想法。

品，誘發個人聯想、創作，不但為患者們帶來愉悅和滿足感，更為

他們提供了一個表達自我的機會，讓我們了解他們內心的想法； 

透過感受不同材料的質感，為病人帶來多重的感覺刺激，同時開拓

看、聽、嗅以外的身體感知。

由於每個人均獨一無二，因此每個人的生命歷程皆值得欣賞。藝術

的大門向所有人敞開，你我均可以盡情表達各自的想法。進行簡單

的塗抹及製作小手工，與好友分享箇中感受，都是有趣的創作經

驗。藝術不同於藥物，它締造平等的環境及愉悅的氛圍，讓各人安

然活在其中，成就自我；進而在彼此尊重的人倫關係上，建立並體

現友儕間的關愛。

我們也委託了香港中大文學進行研究，證實博物館導賞與藝術工作

坊有助改善長者的情緒，有助提升他們參與社交活動的興趣和原動

力。報告更指出部分長者在參與活動後，主動向親友展示自己的藝



耆趣藝遊實務手冊 溝通照顧

溝通照顧

為長者籌劃藝術活動的意義， 
在於建立既互相尊重又輕鬆愉快
的環境，讓他們活得更自在、 
更精彩；故此，一切構思與執行，
必須「以人為本」。每位長者 
都是獨一無二的！將心比己， 
試試站在長者的角度，或者你會
明白他們更多，發現更多。

溝通對象─ 美好的開始─ 一人有一個名字─ 認知障礙症長者情況─

導賞期間─ 藝術工作坊期間─ 溝通小故事



8 9

耆趣藝遊實務手冊 溝通照顧

美好的開始
初到陌生環境，要先讓長者慢慢安定下來

活動開始前，必須先向長者及照顧者簡介活

動流程，尤其讓照顧者清楚知道活動的細節 

安排。由於長者在活動期間會不自覺地作重複

提問，使活動導師難以兼顧，這個時候照顧者

便可擔當輔助角色，照顧身邊長者的需要。

面對長者因病患所引致的壓力，照顧者經常

要付出無比的耐性與愛心。只是簡單的一句 

讚許，亦有助長者與照顧者之間建立良好 

關係，提升他們與人溝通時的耐性，使活動得

以順利舉行。藉此我們衷心感謝每一位長者及

照顧者的參與和支持。

溝通對象
溝通第一步：要好好認識你的對象

活動進行期間，要經常留意長者當刻的身體 

狀況及情緒。你認識或接觸過認知障礙症 

長者嗎？當他們身處陌生環境，遇上陌生的 

工作人員，會有甚麼反應呢？

除了長者，還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需要好好 

溝通：照顧及陪同者。

這項計劃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希望讓照顧者

在這短短個多小時的活動裡，多加了解跟長者

的溝通方法。畢竟，照顧者才是長時間陪伴 

長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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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有一個名字
在藝術世界中，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作品如是，名字亦如是。

 「公公婆婆，你們好！」

 「我們還很年青，不要叫我們公公婆婆。」

在藝術世界中，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作品如是，名字亦如是。所以， 

在開始溝通前，選用合適的稱謂，是成功的第一步。

若長者狀況良好、對答清晰，可直接查問「請問我應該怎樣稱呼你？」， 

以示尊重。

若長者精神狀態不佳、反應遲緩，則可詢問照顧者日常稱呼長者的方法， 

希望藉此提升長者的反應。

可嘗試準備貼紙或名牌，寫上各人名字，貼/掛在身上，方便工作人員與 

長者溝通。

耆趣藝遊實務手冊 溝通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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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 

長者的情緒很容易受到身邊的人及環境聲

量所影響。

活動進行期間，工作人員應盡量營造輕鬆

愉快的氣氛，如多發出笑聲、開口讚賞，

有助長者快樂地投入其中。

聽覺 

年紀愈大，耳膜愈厚，聽力便較衰退。

工作人員說話聲線要穩定而清晰，避免在 

同一時間傳遞過多訊息；亦可配合動作或手勢

強調說話的內容，使長者容易明白。

活動期間，若發現有長者長時間把頭轉側， 

可向照顧者查詢長者左右耳的聽力情況。

耆趣藝遊實務手冊 溝通照顧

認知障礙症 
長者情況
了解長者官感能力上的差異，適當地調節 

聲量、光暗及語言，有助與長者建立良好溝通， 

讓他們更投入參與活動，享受樂趣。

視覺 

長者對燈光變化敏感，當走到光線 

差距大的環境時，工作人員需要適時

作出攙扶及提點。拍照時，請盡量 

避免使用閃光燈；或使用時應先 

提醒長者，以免長者受到突如其來的 

強光驚嚇。

跟長者說話時，須保持眼神接觸， 

確保長者在留心聆聽。

在藝術活動期間，應留意長者 

能否正確分辨顏色；不必強調色調 

使用的對錯，只須提示他們正在使用

甚麼顏色便可。

觸覺 

長者的手觸感覺一般較為遲鈍， 

如帶上手套一樣，難以單靠手感去辨

識材料物質。

因此，在製作手工勞作時，可提供 

適當協助，並選用質感較強的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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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期間
為使長者能專注活動，計劃特意安排於博物館 

休館日舉行導賞參觀，在寧靜舒適的環境下欣賞展覽。 

除此之外，工作人員也應注意以下事項：

耆趣藝遊實務手冊 溝通照顧

鼓勵互動 

多與長者作互動， 

如直接稱呼長者名稱、 

邀請他們回答簡單問題，

並給予掌聲鼓勵。 

多鼓勵長者開口回答 

問題及進行拍掌等動作， 

可提升其專注力。

趣味故事 

適宜以「講故事」的 

形式，講解展品資料， 

增添趣味。

注意音量 

如使用擴音設備，需確保

喇叭正確朝向參觀長者。

易記名字 

導賞員宜選用方便易記的

中文稱謂作自我介紹。



16 17

藝術工作坊期間
導賞結束後，長者隨即安排到活動室參與藝術工作坊。 

工作坊開始前，可安排如廁及茶點時間，讓長者稍作休息。 

以下是舉行藝術活動時應注意的事項：

耆趣藝遊實務手冊 溝通照顧

有商有量

創作期間，可把長者們的作品集中 

放到稍遠的地方，方便他們一次過 

觀賞所有的作品；同時，可邀請 

他們說出自己想法，一起研究如何 

令作品更好看。

給予讚美 

每位參加者的創作與審美都是 

獨特的，應多給予鼓勵及具體讚美；

不要作比較性的讚賞，如「你這個 

作品最漂亮」，以免旁邊長者感到 

不是味兒。

用心留意 

留意他們的表情！若發現有長者不滿意自己的作品， 

可詢問他們不喜歡的部分及原因，並一同解決。受到 

旁人的鼓勵及支持，大部分長者都會再次展現出歡喜 

的表情。

不必勉強 

若長者拒絕參與，不必勉強，可邀請 

其照顧者代為參與；但在創作過程中，

可不時詢問長者的意見。他們用眼睛 

觀看，提出意見，也是參與的表現。

自家作主

長者必須主導整個創作過程，包括 

選擇顏色、外觀設計、形狀或物料 

種類等，確保作品是 「自家創作」， 

增加他們的滿足感。

按部就班 

創作過程需按部就班，分段解釋 

製作過程，讓長者一步一步學習。

從旁鼓勵 

大部分長者傾向沉靜及被動，照顧者 

需擔任輔助角色，積極鼓勵長者參與，

並從旁協助，但切記不可代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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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小故事
多一點體諒，多一點耐性及多一點幽默。

耆趣藝遊實務手冊 溝通照顧

很多時，聽到照顧者說：「他∕她（長者）是假裝的，不用理！他∕她就是故意

的把我氣死，一句說話，重複三百六十遍，煩死人！當我問他∕她時，又總

是不肯說話……」

認知障礙症最教人困擾的，就是連長者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記憶、說話及 

行為。旁邊的人心情愈是煩躁，長者也跟著煩躁，情況如火上加油。我們 

唯有付出多一點體諒、多一點耐性及多一點幽默。

導賞期間有這樣的小故事：

導賞員：「這就是慈禧太后的照片了，旁邊的那位妃嬪，你們猜一下是誰？ 

有一首粵劇名曲，叫光緒王夜祭……誰呢？」

 「珍妃！」一位長者說畢，便很大聲的唱：「怨恨母后，幾番保奏都不能為 

我分憂……」

如果你是在場工作人員，你會怎樣做？

當時工作人員立即歡呼拍掌，其他人也跟著拍掌。「實在太厲害了！等一會

到活動室時，你一定要為我們高歌一曲！」

長者們隨即開懷大笑，然後繼續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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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活動環境

新奇有趣又富創意的活動， 
需要在合適的環境下進行， 
方能如魚得水。院舍或中心環境， 
長者相當熟悉，惟仍有一些細節
需要調節；若是外出活動，我們
更需要「膽大心細、打點一切」； 
預早進行場地視察與安排， 
能令活動事半功倍。

博物館展覽廳導賞 ─ 院舍或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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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展覽導賞
博物館展覽的設計旨在配合一般參觀人士的需要， 

為照顧有特別需要的長者，場地配置方面需要稍作調節， 

以營造合適的活動環境。

光線 

時間

適宜於博物館休館日進行，在寧靜舒適的 

環境下，讓長者慢慢欣賞展覽。

空間

設計無障礙參觀路線，確保輪椅 

使用者能容易抵達各樓層，以及方便

長者近距離觀看展品。

環境燈光一般比較暗， 

活動期間須略為調高 

光度，或於特定展品附近

加裝照明系統。

人數

陪同者

交通

視線

所有活動需確保在長者的視線 

範圍內進行。當活動進行期間，

導師需與長者保持眼神接觸， 

讓他們在陌生環境中有安全感。

不宜過於擠迫，陪同者（包括工作人員）與

參與長者的人數比例，建議為一比一。 

每場活動參與人數建議如下：一般長者為15

至20人，認知障礙症長者為6至8人。

對長者而言，博物館環境較為陌生， 

在參觀期間難免會感到不安，因此建議 

安排足夠的陪同者在旁。

由於一般中型旅遊巴士（載客量約24至28名乘客）的內部

空間較窄，難以放置輪椅，故此在安排輪椅長者外遊前， 

需事先向旅遊巴公司說明，以安排大型或配備行李儲存空間

的旅遊巴士接送。如有需要，長者中心也可安排復康交通工具

接載（例如易達巴士），惟申請時間較長，建議於活動舉行前

3至6個月作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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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或活動室
一般老人院舍常見的間隔不外乎是正方形、長方形

或曲尺形等，以方便長者進行活動及休息。

光線

環境燈光一般較為充足，

建議盡量採納自然光線。

工作坊進行期間，可配合

活動內容調節環境光暗，

如在播放幻燈片或影像時

調暗前排光線。

空間

檯與座位間需預留合適通道， 

方便長者通過，也可讓導師 

穿梭其中，近距離與長者交流。

聲量

適宜保持寧靜。活動期間可鼓勵長者與人分享及 

討論作品，但環境不應過於嘈吵，以免長者分心。 

場地不宜有正在開啟的電視或有其他活動進行， 

以免對長者造成滋擾。

人數

不宜過於擠迫，陪同者（包括工作 

人員）與參與長者的人數比例，建議

為一比一。每場活動參與人數建議 

如下：一般長者為10 至12人，認知

障礙症長者為4至6人。

時間

需配合長者作息時間，

避免與其他活動重疊。

陪同者

可邀請長者的家屬陪同參與，

增加彼此相處的時間。

耆趣藝遊實務手冊 舉行活動環境

檯椅

因應長者的健康狀況及活動能力，安排足夠 

及合適的椅子，如活動室座椅、安全椅（也稱

長者椅）或輪椅等，讓長者舒適地聆聽講解 

及休息。檯面需有足夠擺放活動物料及長者 

作品的空間。調整桌子的高度及闊度，以配合

輪椅長者使用。



活動目標 ─ 籌辦活動流程─ 活動注意事項 ─ 內容設計

耆趣藝遊實務手冊 活動設計

活動設計

目標明確，執行的種種細節 
自自然然會出現在眼前。 
如能清楚告訴長者有關活動內容，
他們的投入程度會相應增加。
在協助藝術導賞與工作坊進行 
期間，同行親友及照顧者如略懂
藝術知識與講解技巧，將事半 
功倍，令長者更積極投入活動。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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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標
設計活動前需因應參與長者的身體狀況及需要， 

訂立清晰的目標及明確的方向。

提升長者與人溝通的動力， 

學會釋放內心感受 

活動期間多鼓勵長者表達意見， 

有助他們抒發情緒，也可藉此讓長者

彼此加深了解。

增強自信，彼此尊重 

每件作品都代表長者的努力成果，必須盡量尊重其

意願完成創作。

多讚賞長者的嘗試及努力，締造彼此欣賞及鼓勵的

積極氣氛。

鍛煉記憶、專注及思考能力 

認知障礙症長者的記憶力日漸衰退，專注力下降， 

導師需於活動期間重複講解步驟，並不時回顧重點。

活動框架可由導師設定，但必須預留適量創作空間予 

長者自由發揮。創作期間，適宜鼓勵長者抒發個人想法

及感受，例如選擇色彩及物料配搭的原因。

增強手眼協調 

導師需為長者預備合適的輔助工具，

如面積較大的顏色碟，避免採用過於

小巧的物料，並隨時準備從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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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趣藝遊實務手冊 活動設計

籌辦活動流程
 「耆趣藝遊」是一項糅合歷史回憶與藝術創作的長者活動， 

由舉辦至今已接待超過200節博物館導賞及藝術工作坊， 

每節活動都帶來新挑戰、新經驗。為讓長者能夠享受活動， 

籌劃活動前需預先與各單位妥善配合，訂出合適的活動流程。

了解場地環境及設施，配合長者需要

作適當安排，如建議於休館日進行 

活動，並於展覽廳內加設臨時座位讓

長者休息。

與博物館商討活動流程01

與參觀機構聯絡，講解是次活動理念及

活動流程，讓參觀機構預早作好準備。

聯絡參觀機構02

提醒長者出席活動，並鼓勵其 

家屬及照顧者一同參與，有助長者 

投入活動，倍感安心。

聯絡參與長者及陪同者03

提供交通接送服務，有助鼓勵長者 

外出，走進社區。

交通配套04

需提供充裕時間讓長者參與活動， 

享受箇中樂趣。一般而言， 

每節活動時間維持於1小時至1小時

30 分鐘內較為合適。

活動時間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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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趣藝遊實務手冊 活動設計

活動開始前，先安排長者上洗手間。

簡介活動內容及注意事項。

參觀路線—採用直接、距離較

短的參觀路線，避免於光線昏暗的 

地方進行講解。按照長者的興趣， 

調節各個景點的停留時間。

活動開始前可先讓長者稍作休息， 

享用茶點。

導賞員—適宜放慢 

腳步，配合長者的步行節奏。 

使用擴音器時需注意聲量，與長者 

保持眼神交流。鼓勵發問，提昇長者 

專注力；多作討論，促進長者與導師 

之間的交流。

陪同者—可與長者合作創作，

惟以長者意願為主。鼓勵長者發揮 

個人想法，表達感受。

欣賞長者的嘗試及努力，多作讚賞，

營造積極及正面氣氛。

01

02

03

04
抵達活動場地

導賞團

休息時間

藝術創作工作坊

藝術導師—配合展覽內容， 

設定相關創作題材，重塑長者的參觀 

經歷，鍛煉記憶，藉着藝術創作表達

內心感受。

引導需深入淺出，以享受創作樂趣 

為本。講解宜清晰簡潔，按創作步驟

分階段派發、回收物料及工具， 

提升長者專注力。可作簡單示範， 

並不時重複重點。

鼓勵長者表達意見及分享感受， 

促進彼此間的交流。

活動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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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設計
由藝術導師配合展覽內容而設計，形式包括繪畫、拼貼、軟雕塑 

及混合媒介等。計劃期間共舉辦了15 項多元化的藝術工作坊，讓長者緬懷 

昔日生活片段之餘，並啟發創意，從多角度認識新事物。

喜慶如意迷你花牌 

透過文字、繪畫及手工裝飾，重現民間手藝， 

轉化傳統大型宣傳花牌為輕巧手工裝飾品。

回憶不老之「上茶樓」及 

 「竹笪私織物」 

以輕黏土及竹笪彩紙，讓長者用手塑造他們的 

回憶，留個貼心小信物。

區旗創作 

介紹移印技法、幾何圖形拼合及調色技巧， 

讓長者通過設計獨特的區旗，表達出對香港 

未來的憧憬。

變臉及皮影戲 

透過戲偶製作與演出，重溫一幕幕膾炙人口的 

精彩戲曲，讓長者尋回昔日的美好時光。

熱水瓶、手提包及罐頭模型製作 

學習拼貼及色彩配搭技巧，發揮長者無限創

意！透過掌握生活用品的結構，製作具港式味

道的雕塑模型。

繪畫：漁船、茶壺及樹叢 

介紹毛筆運用、線條描繪及中國畫上色方法， 

以中國畫繪畫方式畫出香港風貌。

看看、說說、上「相」色 

藉着閱讀影像、模擬昔日人手上色舊照片 

行業，讓長者發揮創意，為一張張香港黑白 

老照片添上色彩。

月份牌廣告 

以昔日的月份牌廣告展品為樣本，用版畫 

印刷、肖像畫及水彩著色等方法，發揮創意， 

製作充滿個人風格的廣告牌月曆。

畫舊物 

鍛煉色彩配搭及描繪能力；以熟悉的香港舊物 

作繪畫對象，藉此提升觀察力及繪畫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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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趣藝遊─ 賽馬會健腦行計劃
JOURNEY FOR ACTIVE MINDS 

JOCKEY CLUB MUSEUM PROGRAMME FOR THE ELDERLY

健腦行長者工作坊實務手冊



希望各位從事護老服務的讀者 

在細閱本手冊後，了解到認知障礙症 

長者的感受及照顧者的心理適應， 

藉此減輕照顧他們的壓力； 

並嘗試度身訂造一套能配合長者 

興趣及需要的活動計劃，提升他們 

的生活質素，享受晚年生活。

主辦  Presented by 協辦  Supported by籌劃  Organised by 獨家贊助  Solely Sponsored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