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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夾
平平無奇的黑色牛皮文件夾，從文
具店裏買來小貼紙粉飾後，驟然間
時尚多了。

"You bring it, We pimpin it."（Weekend only）這是一班荷蘭設計師在剛過去

的設計周 Detour辦舊物改造活動的口號，"Pimpin"在荷蘭語中解「美化」的意 

思。兩個周末，約 40件舊物，四天之間被成功改造了八成：木鴨變門阻、舊衫變

趣緻公仔、爛眼鏡變項鍊、量匙變首飾、摺椅升格成軟墊坐具、獨臂芭比重生成鐵

鈎女將……他們腦袋與手腳並用，活用荷蘭式設計智慧為舊物變身，切合環保議題

之外，更令人反思物件的 Second Life和香港的物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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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PIN舊物改造
看荷蘭生活智慧

電腦硬盤
女子拿來已壞死的電腦硬盤，說舊
文件、照片都葬身其中。Pimpin 
Dutch聽罷，便把硬盤用鏡面材料
改裝成一本硬皮書模樣，讓主人與
記憶破鏡重圓。

元寶盒
元寶改成糖果盒，打開荷蘭木屐形
狀的蓋柄，會發現內裏有來自荷蘭
的巧克力塊。　

電風扇
Sjoerd不忍同事的電風扇樣子醜，
偷偷從辦公室取來為它pimpin一

番。

銀包
用顏色膠紙為舊銀包補遺，加上膠

鏈後， 甚有環保創意皮包的味道。

舊摺椅
一張尋常不過的港式摺椅，加上荷
蘭花式軟墊和流蘇後，煥然一新。

獨臂芭比
用金屬條為斷臂芭比仔細修復之
餘，更額外做了一件特製衣裳。

舊汗衫
本來又殘又醜的汗衫，由Ask4Me
的設計師Boukje Koch 改頭換面
後，變成一隻趣緻小動物。

的士燈罩
天曉得，哪來的的士燈罩？在底部
加上四個新簇簇的木輪（現場手
製），便是一輛新的玩具車了。

漏斗
給時間開玩笑，包起下半邊的漏
斗，從此看不見流沙，也看不見溜
走了多少時間。

量匙
心形量匙，一份來自飲宴的禮物，
扭屈之後就變成一副有型的首飾。

鐵架
不知名的鐵架，加上筷子和圓紙筒
成為一件浴室新家具。

一對木鴨
韓國結婚紀念品，呈45度角斜切
下鴨身體，再打扮一番，變成一對
門阻。

脫臂眼鏡
眼鏡臂爛了，把鏡片變成項鍊吊
飾，並特地做長一點，方便用家手
執鏡片當放大鏡使用。

上衣
取出衣領特色，貼身剪裁後的一件
比堅尼泳裝。

破椅子
另一張破椅子，縛上彈性尼龍帶，
又可以再坐一回。

手袋
把陳舊布袋補修後及釘上新裝飾。

SECOND LIFE 

Pimpin Dutch團隊成員（左起）由產品設計師Danny Fang、室內造型師Esther 
van wijck、Threedogs 主理人 Sjoerd Hoekstra，以及Running Tiger Studio 的
Ton van Bragt組成。

PIMPIN DUTCH

三腳矮凳
從附近食店找來橙色筷子，補上作

第四隻凳腳。



憶咭套等。有時候與物

主閒聊幾句，亦有幫

助。如送來舊電腦硬碟

機的女子說，裏面裝的

都是她的重要文件和

相片，於是設計師們便

用上鏡面物料為硬碟

機加添一身書本形狀

的外殼，幽默地回應

這份回憶之餘，也令它變成物主的一面記憶

鏡子。又或是把眼鏡變項鍊，「即使眼鏡臂壞

了也捨不得丟，可見物主多麼喜歡這件東西，

於是我們把鏡片拆下，改成長度垂至胸前的

項鍊，當飾物之餘，也方便她隨時當放大鏡

使用。」Esther說。 

落手落腳的生活經驗
創意無疑為舊物增添新意義，然而，並

不需要什麼特別技巧或工具，Pimpin Dutch

桌上的工具，都是你我家中常備的文具或修

補工具，如電鑽、衣車、剪刀、膠紙等 ——

荷蘭人都喜愛自己動手做東西，一來請工匠

昂貴，二來是大家都在 DIY的環境下成長。

Danny愛動手做家具，隻身香港時，身無分

文，就靠一隻鎚子、電鑽砌起工作室裏的一

桌一椅。別人丟棄的家具，他都會撿回來改

裝。反觀香港人普遍害怕親自動手，一見工

具便手足無措。物件的生命，透過巧匠技術

修補固然能延續使用期，運用生活經驗卻更

能令它重生，以第二生命姿態再世。Danny

說：「我常被人笑是『鬼佬執垃圾』，在荷蘭

唸 Eindhoven（荷蘭著名設計學府）的學生

都愛在垃圾站找廢料做設計，人棄我取。舊

物改造的原理就如Marcel Duchamp的作品

《我不是尿兜》般，視乎你眼裏看到的是什

麼。」在香港生活了十年的 Sjoerd也嘆息： 

「香港是以手工業起家的城市，我常常被在

街頭工作的工匠吸引而駐足觀看，現代人事

事靠電腦處理，或買現成品代替，香港年輕

一代大多不懂基本的手藝工夫，很可惜。」採

訪期間，記者曾被路過的年輕人問及房間裏

的東西是否公開發售？可見主流消費生活確

會令人忘卻物件的原來意義，以及我們與身

俱來運用工具的能力。Pimpin Dutch之所以

令人驚喜，不獨是荷蘭的設計創意，還有他

們把日常生活經驗轉化於物件的想像和製造

力。最後，附上四大綜合 Pimpin心得作結：

一 .聆聽物件的聲音，留意造形、用料。

二 .落手落腳，不要怕弄髒雙手。 

三 . 保持歡樂態度，Have Fun ! 

四 . 不停反覆試驗改裝方法，終會試出一個可 

 行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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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咔嚓，數碼相機的快門聲此起彼

落……在 12月初的設計周期間，荷李活道前

警察已婚宿舍 B座 201號房內熱鬧非常，人

人嘖嘖稱奇地注視地上三十多件已改頭換面

的物件。這些並不是什麼價值連城的藝術品

或雕塑，不過是人家送來的尋常舊家品或物

件，破椅、舊衫、公仔、布袋等，改頭換面 

後，煥然一新。工作室近在咫尺，就在房間

對面廣闊大陽台上的一張工作桌上，四個穿

上鮮橙色連身工作服的駐港荷蘭人快樂地埋

首改造工作，他們就是 Pimpin Dutch。

大個子的產品設計師 Danny Fang，

手法靈活地用工具修整東西；高瘦的零售空

間設計師 Sjoerd Hoekstra正為一盒來自羽

毛球選手的物件加上金色點綴；平面設計師

Ton van Bragt嘻嘻哈哈地為一件黑色汗衫

配上蕾絲花飾；至於唯一的女子室內造型師

Esther van wijck則邊哼着歌，邊用衣車把

上衣改製成比堅尼……這是一項設計服務，

利用各人的設計專長，為舊物加上荷蘭式的

創意。「我們去年在設計營商周辦過展覽，

今年想跟公眾多點互動，希望利用設計改舊

物。」鮮橙色、紅藍白條子、金色、白色蕾絲 

布，還有傳統的水車藍白色青花圖案，通統

見於被改造的物件上，Sjoerd說：「為了整

體統一，選用了這些荷蘭特色視覺。橙色代

表荷蘭，紅藍白條子是我們的國旗，金色、

白色蕾絲和青花圖案則是傳統的東西。」聽

起來，好像偏重視覺裝飾（事實上一開始也

只打算這樣），怎知一發不可收拾，改造漸變

為從功能或點子上出發，於是木鴨變門阻，

汗衫變動物玩具，舊物彷彿一一轉運重生。

「剛開始只不過是修理椅子，縫縫補補罷

了，但東西件件不同，自然需要不同方案處

理。你會發現物件會自己告訴你它想變什麼。」 

Danny說。 

從點子出發 
從旁看着他們為舊物改造，有種度身訂

造般的親切。記者帶去一隻心形量匙來給他

們 pimpin，是一份參加朋友婚宴後的紀念

品，不曾用過，也不打算用。「是禮物？珍

貴吧。」Danny問，用手敲匙子測試物料，

繼而跟 Sjoerd互相以荷蘭語嘰哩咕嚕地討

論。不消幾分鐘又問：「你穿戴首飾嗎？有耳

洞嗎？」有，都有。然後他們用工具把量匙

扭成不同模樣的飾物，戒指、項鍊、耳環，

Sjoerd則在細心地包裝紙盒。事後Danny分

享：「荷蘭人習慣從不同視點看東西，每件東

西都有用途，構思時我們喜歡大家一起討論

點子，達致滿意的方案便分工落手做。與其

說是 Form follows function，不如說是 Form 

follows idea。」從功能角度出發，源自各人

的荷蘭設計訓練背景，Ton van Bragt說：「以

前在學校學設計時，老師都很嚴格，每個設

計都必須要從意念出

發，方可動手做。」意

念為先，造型為後，

改造需時，有快有慢，

快則 15分鐘內完成，

慢則數天，也有些難

應付的，最終仍保留

下原貌，如竹筒、雨

靴、巴士模型、SD記

橙色改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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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家回應

產品設計師Michael Leung從舊樓
搬來的舊摺椅，他從未想過摺椅可

以變成這般華麗。「軟墊不只美觀亦

舒適，座墊的荷蘭水車圖案教我想

起以前在Droog Design實習的荷蘭
生活。」 

獨臂芭比的物主Noémie Cansier，
看到芭比修理好的斷臂即笑逐顏

開，其後更親自動手協助做斗篷。

1 Pimpin Dutch在 12月初設計周 Detour活動期間於
中環荷里活道前警察已婚宿舍進行，工作台就在展

覽室對面的大露台上。他們使用的工具簡單，如衣

車、電鑽、文具等。

記者帶去的一式三支心形量匙，是一份參加朋友婚

宴後的紀念品。

鮮橙色、紅藍白條子、金色、白色蕾絲布，還有傳

統的水車藍白色青花圖案等帶荷蘭味道的視覺元

素，都是團隊改造物件的統一法則。

改造需時，有快有慢，快則 15分鐘內完成，慢則
數天。房間內的空地上劃上左右兩格展區。左邊為

未改造的物件，右邊則是已完成的物件。

改造成果之所以有趣，因為團員們都樂在其中。

Danny說：「我們荷蘭人喜歡把點子說出來跟大家
討論，令過程愉快，當一聊到滿意的改造方案便分

工落手做。」

荷蘭人都喜愛自己動手做東西，一來請工匠昂貴，

二來是大家都在 DIY的環境下成長。因此他們每一
個都有一雙靈活的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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