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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通達服務

賽馬會「無限亮」教育及社區外展節目

看舞蹈、聽音樂，對普通人來說，欣賞藝術像呼吸一樣簡單，但對不同能力人士
來說，能欣賞演出卻非必然。「無限亮」提供的藝術通達服務，為不同能力人士
提供相應的輔助，讓他們可無障礙地參與藝術。
粵語及英語口述影像
以描述影像，讓視障人士能
夠掌握舞台上的視覺資訊，
使整個觀賞體驗更立體。
導盲犬友善的演出環境
歡迎陪同視障人士的導盲犬
進入觀賞範圍。
點字場刊
以點字介紹節目資訊。

中文及英文通達字幕
以文字描寫聲效、說話者名
稱和說話內容，讓聽障人士
掌握舞台上的音效資訊。
圓桌討論將提供即時英文字
幕。
香港手語傳譯
提供即時的香港手語傳譯，
讓手語使用者能夠知道舞台
上的說話內容。

劇場視形傳譯
在提供香港手語傳譯的同
時，輔以符合戲劇角色的身
體動作及面部表情，把手語
傳譯服務提升至能夠配合表
演藝術的水平，確保手語使
用者不會錯過演員重要的動
作及表情。
簡易圖文版場刊
透過淺白直接的文字和圖片
介紹節目資訊。
自在劇場
特意設計友善的觀賞環境，
讓包括自閉人士、智力障礙
人士在內的任何人士能夠自
在地享受演出。劇場內燈光
及音響等會作適當的調整，
以緩和舞台效果帶來的感官
刺激，亦容許觀眾在演出期
間隨意進出劇場。劇場外設
有冷靜區，讓觀眾隨時可以
休息一會。
額外輪椅位
與場地特意安排，額外提供
比平常更多輪椅座位。

備註：2020年「無限亮」節目皆會提供不同的網上藝術通達服務，詳情請參閱「無限亮」網站內

由香港藝術節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聯合主辦的賽馬會「無限
亮」教育及社區外展節目，銳意把共融藝術理念拓展到社區，豐富各
界的藝術體驗，讓不同能力人士均可以一同欣賞、參與及擁抱藝術。
內容包括：
1. 學校巡演，與青少年討論「標籤」與共融；
2. 導師培訓工作坊，展示共融藝術教學法予專業舞者；
3. 攝影工作坊，讓觀眾體會視障人士的視覺世界；
4. 藝術家進駐計劃，鼓勵不同能力人士與藝術家一起經歷藝術創作；
5. 與藝術行政業界及有興趣人士開展圓桌討論，推動共融藝術的最佳
實踐。

活動一覽
2019
10月–12月

《綠野仙蹤 排練日誌》巡迴演出

12月–2月

《這一站太短》攝影工作坊

2020
1月
1月
10月–11月

超能量街舞團 - 導師培訓工作坊
超能量街舞團 - 藝術家進駐計劃
（第一階段）
超能量街舞團 - 藝術家進駐計劃
（第二階段）及展演

11月28日

超能量街舞團 - 導師培訓工作坊

12月9日

網上圓桌討論：音樂無界限

12月7日至20日

小百合三重奏示範講座

相關的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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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亮」節目導賞
12月7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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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攻略 ：即興舞蹈

《與瑪利亞
共舞》：
以想像力突
破思考限制

10

在影片中，你會發現瑪利亞的學生隨音樂擺動身體，
但他們的舞步並不整齊，動作也不一致，與我們一般
觀看的芭蕾舞、嘻哈舞都不同。他們跳的是「即興舞
蹈」，講求的並不是腳要抬得有多高，同學之間的拍
子要有多整齊。相反，瑪利亞希望他們打破條條框
框，不必介懷自己的身體是否能力有別，只需跟隨她
的引導，觀察四周的環境，例如風、雨、樹、花的形
態，透過想像而舞動起來。即興舞蹈的動作，就是基
於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而幻化而來的。

表演導賞
入場前想一想
紀錄片的主角瑪利亞‧福斯
（Maria Fux）是 一 名 年 逾
90歲的舞蹈教師，她的學生
能力各異，當中也有唐氏綜
合症患者和視障人士。入場
前不妨想一想，一位逾90歲
的老師是用甚麼方法，教導
不同能力人士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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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不到音樂的聽障人士，肢體和智力有障礙的
唐氏綜合症患者，是否不能跳舞？當然不是！
這些固有想法，可能無意中使我們為自己設下
了種種限制，讓我們未曾嘗試便放棄不少
事情。
瑪利亞的舞蹈療法協助並啟發學生重新理解舞
蹈，透過想像力打破自以為的身體局限，例
如：想像自己是雨水，落到田野中，是怎樣的
形態？又或者，想像自己是樹上的葉子，風吹
來，是怎樣的心情？瑪利亞於 1942 年創作了一
支沒有音樂作背景的舞蹈，在台上模仿不願落
下的樹葉。在這支舞中，她身體的動作就如葉
片在風中擺動、旋轉、落在地上又乘風飛起，
讓人猶如聽見了音樂和節奏。

每個人都擁有想像力，透過練習，
我們都可以令想像力更豐富。在練
習時要注意的是，「想像力」的發
揮沒有既定的答案，也沒有對錯之
分。在過程中，你或許會出現從未
有過的想法，或顛覆對事物原有的
印象。毋須害怕，這就是「重新認
識」和「發掘」的過程。經歷過
後，你會對自己有更深入的了解，
對身邊事物有另一種體會。瑪利亞
就是透過這種想像力的練習，幫助
學生打破身體和年齡的局限，表現
自我。

散場後想一想
你會時常運用想像力嗎？從瑪利亞
的課堂上，你有沒有發現新的方法
來刺激自己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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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能
《無 量街
霹靂 限亮 舞團
舞跳 街舞
出愛 對決
與和 》：
平

「無限亮」節目導賞
12月10日–20日

14
入場攻略：獨特的街舞對決方式
當你看到霹靂舞舞者圍成一圈，兩隊輪流派出隊員跳
出自創舞步來比試高低，這就是圍圈式的街舞對決
（ Cypher ）。不過《無限亮街舞對決》的街舞對決比
較特別，舞者會抽籤來決定使用哪一種道具來出戰，
這些道具都會限制他們的動作或感官，例如拐杖、輪
椅、蒙眼，藉此體會不同能力人士跳舞的限制，也可
以更深刻感受自己的長處，而非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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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街舞對決利用道具限制不同舞者的身體，雙方比
拼的便是每組舞蹈的絕殺招數夠不夠創意和風格。假
如連身體的條件也影響不了創意的發揮，那還有甚麼
是阻止我們追求夢想的障礙呢？

入場前想一想
霹靂舞（Breakdance）源於
嘻哈（Hip Hop），而霹靂舞
的美在於每個人的能力不同，
帶來獨特而各異的舞姿。
入場前，不妨留意不同嘻
哈舞者及霹靂舞者（Bboys/
B g i r l s )的街舞對決，從中
觀察霹靂舞怎樣帶出和平、
愛、團結與歡樂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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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導賞
如果扭傷手腕打石膏，穿衣、換褲都覺得艱巨
無比；如果扭傷腳踝跌斷腳，莫說唯有暫時擱
置喜愛的足球，就連上落巴士都是一個挑戰。
如果在日常生活都受影響的情況下，還要排除
萬難堅持跳出節奏強、動作快、難度高的街
舞，究竟需要多少毅力與正能量？
由七人組成的街舞組合超能量街舞團，成員來
自不同國家，肢體各有障礙，例如右手比左手
短了一截，各有不同肢體障礙，或是雙手合共
只有五隻手指，但他們同樣熱愛街舞，願意為
它迎難而上，衝破障礙。

散場後想一想
街舞源自於美國紐約黑人青年，他們
多在街頭、廣場等圍圈，每個人都可
以走到中間跳舞，既是不同舞者之間
的比試，也像一個派對，讓他們溝通
交流。這次表演團體超能量街舞團擅
長的霹靂舞是街舞的一種，與嘻哈舞
關係密不可分，它們強調每個人都是
獨特的，核心價值包括和平、愛、獨
特與有趣。

當你看完超能量街舞團
的成員表演後，有甚麼
感想？當你對自己失去
信心時，又能否像舞團
成員一樣迎難以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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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無限亮」節目導賞
12月7日–20日
©Jacob Jonas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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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場後想一想

超能量
街
尋回聯 舞團《失•
繫的意
聯》：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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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導賞

入場前想一想
你和別人聯絡時，最常
用的方法是甚麼？你和
你的學校、家庭、居住
的社區又是如何聯繫？

你看到超能量街舞團舞者的
經歷後，有何感想？如果你
是他們的朋友，你想向他們
說甚麼？

《失•聯》探討的是連繫的源由，由超能量街舞團（ILL-Abilities）
的七名舞者藉著自己的經歷，以舞蹈呈現答案。不如讓我們認識
他們各自的故事。

雅各‧賴安斯 Jacob Lyons "Kujo"（美國）
Kujo天生右耳完全失聰，而本來僅有的左耳聽覺也逐漸喪失。童年時期的他
無法言語，一說話就會口吃，15歲才開始習舞的他因為舞步中的驚險動作
而聞名。他至今已到過逾40個國家比賽、擔任評判和教跳舞。

露卡‧帕杜里 Luca Patuelli "Lazylegz"（加拿大）
患有先天多發性關節攣縮症，Lazylegz身體的關節僵直、肌肉發展
緩慢，但自 15 歲開始跳霹靂舞的他，反把拐杖與雙手結合，成為
他獨有的風格！

沙治奧‧卡華哈爾 Sergio Carvajal "Checho"（智利）
Checho 先天雙腳畸形， 6 歲開始在舞團跳舞，但他受盡歧視，不久便離
團。2002年，Checho在另一個舞團重新跳舞，雖仍受到歧視，但他這次決
心把負能量轉化為動力，讓他創出用自己雙手跳舞的風格。

利多阮‧艾捷 Redouan Ait Chitt "Redo"（荷蘭）
Redo一出生就與別不同
他的右手沒有手肘、兩隻手一共只有
五隻手指，而且他沒有右邊臀部，右腳也比左腳短，行路需用義
肢輔助。他 14 歲時在學校見識到霹靂舞，一見鍾情，憑決心和創
意創出自己獨有風格，舞步猶如在地上滑行！

盧卡斯‧馬查 Lucas Machado "Perninha"（巴西）
Perninha患有先天性畸形導致其雙腳長短不一，可是卻無阻他跳舞的決心。
他現在是巴西最佳的舞者之一，並在霹靂舞界嬴得國際認可。

李秀正 Jung Soo Lee "Krops"（南韓）
2013年，Krops在練舞時意外跌倒、頸部著地，醫生說他從此無法
再走路甚至自己站立，而手腕還需要長時間康復。但七年後的今
天，他已重新登上舞台打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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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繆爾‧利馬 Samuel Lima "Samuka"（巴西）
因為確診患癌，Samuka右腳被截肢。手術後，他遇上了霹靂舞，
從此無停過！Samuka的舞步，以充滿能量與動感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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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亮」節目導賞
2021年3月

《這一站太短》：
在絕境中向前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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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攻略：以音樂宣揚共融訊息
《這一站太短》邀請到心光學校學生及校友參與演出，
擔任合唱團、女高音、女中音、女聲二重唱及鋼琴演奏。
其中心光合唱團已有超過十年歷史，現由 25 位小二至
中四的心光學生組成。他們的視障程度不一，也有一
些同學為輕度智障。《這一站太短》將由部分團員演
出，而各團員的能力不同，排練時低視力同學閱讀放
大印刷版歌詞，而全失明同學則使用點字歌詞。有些
同學在聽力或音準方面特別有天分，聽過的樂曲過耳
不忘，縱然有輕度智障，仍能透過音樂發揮自己的長處。

入場前想一想

表演導賞

本場音樂會中詩歌的作曲作詞
人，部分是在視障、殘障等情
況下度過一生。當你欣賞美妙
的詩歌時，不妨想想，他們在
失去視力的情況下，是如何繼
續創作一首又一首激勵人心的
聖詩，又是如何在黑暗中彈奏
鋼琴，讚美萬物？

宗教音樂是由宗教禮儀所衍生出來的音樂形式，而
《這一站太短》內選用的曲目，跨越了西方古典音
樂的巴洛克時期、古典主義時期和浪漫主義時期，
而這三個時期的音樂風格也各有不同。
西方教會的宗教音樂在中世紀出現對聖樂發展影響
深遠的「格雷果聖歌」（Cantus Gregorianus）音樂
形式，後來為教會禮儀或崇拜所創作的音樂中出現
了「彌撒曲」（ Mass）、「清唱劇」（ Cantata）、
「神劇」（Oratorio）和「受難曲」（Passion）等音
樂形式。在近代的聖樂創作中，作曲家更融入各類
型的音樂風格，如藍調、爵士或流行音樂元素。

此外，心光學校校友參加了《這一站太短》攝影工作坊，
以音樂會歌曲為靈感，克服視障的限制，在導師的輔
助下拍攝了一系列作品。作品將在《這一站太短》音樂會
上放映。在音樂會最後一部分更會邀請大家一同大合唱，
讓所有人都能參與在其中，一同宣揚共融訊息，豐富
音樂會帶來的藝術體驗。

她雖身有限制，卻沒有自怨自憐，而是積極生活，在
信仰中尋找力量，創作出這首廣為流傳、堅定人心的
聖詩。另一首《主不忍棄我》由視障人士喬治．馬得
勝（George Matheson）編寫。馬得勝二十歲時完全失
明，隨即被未婚妻拋棄，與他相依為命的妹妹也因嫁
人而不能再照顧他。在傷心孤單、前路渺茫之際，他
並沒有放棄人生，反而努力學習神學，成為出色的傳
道人，及後寫下這首廣為傳唱的聖詩。

散場後想一想
你對心光合唱團的演出
有甚麼感想？回想上一次
自己感到失望時，演出中
的詩歌能感動到你嗎？

《這一站太短》希望透過這些聖詩背後的創作故事，
展現坎坷人生中的信、望、愛，用積極的信念感染
聽眾。

《這一站太短》中的曲目，靈感多從創作者痛苦、
孤單、無助的人生歷練中獲得。其中《有福的確據》
由視障人士芬妮．克羅斯比（Fanny Crosby）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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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百合
三
音樂教 重奏示範講座
育無分
對與錯 ：

24

教育及外展節目導賞
12月7日–20日

22

圓桌討論
小百合在父母和陳重仁博士的指導下發展了彈奏馬
林巴琴的才能。小百合的父母是如何發掘她的潛
能？小百合在不會讀樂譜又不能理解複雜的口頭指
示下，陳博士是用甚麼方法教導她爵士樂和即興演
奏？

©Chow C K

小百合的父親白井義人教授和陳博士將會參加《圓
桌討論：音樂無界限》，與一眾本地和海外音樂教
育工作者和音樂家，討論如何幫助不同能力的年青
人透過參與音樂活動從而更能融入社區，並分享其
個人經驗及見解。

入場前想一想
小百合（ Sayur i ）是完
全不會看讀樂譜的，她
如何能把那麼多歌曲牢
牢記住呢？

14

表演導賞
生於1997年的小百合，出生後驗出患有唐氏綜合症，
病者通常發育與智力發展遲緩，學習能力較低。即便
如此，小百合父母當年決意「即使她甚麼也做不了，
也要尋找這孩子最拿手的東西」。小百合一開始是學
習古典音樂，但必須準確地跟從樂譜演奏，她總是會
出現錯拍子或是少了一個音的情況，這使她與其他人
合奏的時候非常痛苦。當小百合12歲時，發現她彈奏
馬林巴琴的能力比其他人強得多，後來在陳重仁博士
的指導下練習爵士樂，小百合有很好的即興發揮能力
和直覺，在即興演奏時能夠有很多自由發揮的空間。

散場後想一想
小百合的音樂有種獨特的節奏感，而在
演奏過程中的身體動作也非常獨特。身
體殘疾沒有阻礙她的音樂路，反而她率
直自然的個性在演奏期間更讓人動容。

小百合偶爾會因為演奏有小
錯誤而氣餒。以你的觀察，
音樂的對與錯，對不同能力
人士來說重要嗎？為甚麼？

至於小百合是如何掌握樂譜呢？她不諳
數算東西，正如她父母所說的，大凡平
常人會的，她都不行。她只依靠記憶，
每一首歌都是媽媽把音符一個一個的唱
進她的記憶裡來學的。

在表演的過程中，台上的樂
手是如何與小百合溝通和配
合的呢？

15

共融互動小遊戲
請細心思考，並用筆將適合該類
人士的通達服務連起來。

口述影像

老年人

導盲犬友善的演出環境

視障人士

智障人士

點字場刊

孕婦

通達字幕

年青人

香港手語傳譯

輪椅使用者

劇場視形傳譯

聽障人士

語言障礙
人士

自在劇場

兒童

額外輪椅位

簡易圖文版場刊

唐氏綜合症
人士

您自己

完成後想一想
有些藝術通達服務不一定只適
合個別群體，其他類別人士也
能夠享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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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主辦

策略支持伙伴

特別鳴謝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天主教普照中學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聖文德書院
華英中學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香港灣仔港灣道二號12字樓

(852) 2828 4949
outreach@nolimits.hk

(852) 2824 2100
https://www.nolimit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