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水埗面對市區重建的影響，怎樣平衡保育與發

展？要踏實的談社區重建，便要先從理解開始。民

間博物館計劃籌組的《小作業大智慧──訪尋深水

埗手工業者》研究區內「師傅」的技術、運作、以

至空間和社區網絡，揭示了平日被大家忽略了的無

形資產，並嘗試撮合手工業者和設計師，一起發展

社區經濟。我們希望能透過《小作業大智慧》的

出版，拋磚引玉，邀請大家共同探索具創意的社區

更新策略。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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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小作業   大智慧
訪尋深水埗手工業者

Sham Shui Po is confronted with urban re-development, 

and ha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discuss issues about urban 

regeneration meaningfully, we need to start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ty. In Search of 

Marginalized Wisdom – Sham Shui Po Craftspeople, 

organized by Community Museum Project, researches 

on local craftspeople on their skills, their operation, 

space usage and community network, which reveals 

the intangible assets that were normally overlooked.  

Collaborations are also  facilitated, in due course, 

between the craftspeople and designers, in an 

attempt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conomy. The District Council hopes that 

this publication can trigger off discussion on creative 

strategies for future urban re-generation.

博物館作為方法

民間博物館計劃以博物館概念作為呈現日常生活和

價值觀的方法，透過收集和展覽物件及視覺痕跡，

揭示民間的創意、社會的視覺文化及公共文化。在

過程中，我們希望能建立一個平台，抒發個人經驗

和被忽略的故事，也希望能造就市民的參與和跨界

別的合作。「民間」既是主題、是環境、也是互動

的對象。

香港的民間博物館計劃成立於2002年，成員包括

陳沛浩 (文化項目策劃人)、蕭競聰 (設計教育者)、

謝柏齊和黃小燕 (文化研究員)。

聯絡：

電話/傳真：+ 852 2785 0428 

電郵：info@hkcmp.org 

網址：www.hkcmp.org

Museum as a Method

The Community Museum Project uses the concept of 

museum as a method to represent everyday living and 

values.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artifacts and visual evidence, indigenous creativity, 

visual culture and public culture can be explored. 

Through this process the Community Museum Project 

aims to nurture a platform to articulate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under-represented histories. It can 

also be an occasion to facilit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o us, the 

word “community” has three connotations : subject 

matter, settings and creative public interface.

Community Museum Project was founded in 2002 in 

Hong Kong by Howard Chan (cultural programmer), 

Siu King-chung (design educator), Tse Pak-chai and 

Phoebe Wong (cultural researchers).

Contact : 

Tel/Fax: +852 2785 0428

E-mail: info@hkcmp.org

Website: www.hkcm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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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earch of Marginalized Wisdom : 

Sham Shui Po Crafts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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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業大智慧展覽 

友記車仔 民社縫紉小組＋
Daydream Nation

德利貿易行 華興飾品 達成籐器 新忠花店 雄記粉麵 何忠記白鐵

077076



展覽導賞的反應熱烈，有不少市民和十八間中

小學參與，除了由民間博物館計劃成員講解展

覽內容外，還有參展單位的師傅親身示範，使

整個展覽更生動和更富趣味。參加導賞的學生

The guide tours received eager response from the 

public. It was held for 16 sessions within the exhibition 

period of 28 days. Many people from the public and 

more than twenty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participated. Beside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exhibition 

contents by the members of Community Museum 

Guided Tours
導賞

Project, craftspeople were also invited to demonstrate 

the working process to the visitors in person, making 

the exhibition even more lively and interesting. The 

participants were all amazed by the skills of the 

craftspeople; some of them even wished to learn the  

traditional skills from the craftspeople.

與市民對手工業者的講解十分感興趣，更希望

有機會向師傅們學習手藝。

079078









造好雜誌架後，Albert便與師傅講解

搖控座的設計。因為設計跟白鐵信

箱相似，加上這是Albert與師傅第二

次合作，不需花太多唇舌，師傅便

明白搖控座的結構。

何師傅在書架中裝上間格。Benny認為只要設計沒有過份偏離師傅

日常的製作，加上耐心地跟他溝通，

便不會有合作上的困難。

Benny跟何師傅再次講解和討論

幾個不同儲物箱的設計，何師

傅向Benny提供了不少技術上的

改良意見。

白鐵雜誌架的電腦繪圖。

087086

另類白鐵製品
何忠記白鐵工程 X 曾兆賢＋劉紹增

白鐵雜誌架及搖控座

Albert的兩個作品都是由現有的白鐵產品演變出來的。簡潔的白鐵雜

誌架靈感源自「白鐵通風管」的外形，雜誌架可平放或直立，而且

可以一邊放雜誌，另一邊放音樂或視像光碟。而搖控座設計則演化

自白鐵信箱，把信箱獨特的金錢圖案融合在搖控座上，具「畫龍點

睛」的效果。

木梯白鐵儲物箱

Benny想到利用白鐵儲物櫃配合木梯梯級的空間，令閑著不用的木梯也

有功能，更令工程後住往棄掉的木梯得到新生命。設計能顧及家居和

工程時的情況。當木梯在家居使用時，Benny設計出不同用途的儲物

箱，最底層是鞋櫃，中層是書架。在工程使用時，有掛鈎的長形白鐵

盤便可用作工具箱，又可支撐梯子，更方便攀爬。

Benny設計的過程說

Albert設計的過程說明

銀銀灰灰的簡約色調，使白鐵製品看上去有一種

沉實的美態，加上它那耐用和可塑性高的特質，

吸引了平面設計師劉紹增 (Benny) 和理工大學客席

講師曾兆賢 (Albert)利用這物料演譯他們的設計概

念。在這次實驗計劃中，他們分別跟何忠記的何

師傅合作，新穎的設計概念再加上何師傅的手藝

和經驗，讓我們知道，白鐵物料也能跟著時代，

發展出一系列獨特的產品。

Adding Values to Metalware

Ho Chung Kee X Albert Tsang & Benny Lau

Flexible metal containers adding utility to ladder and 

storage to household

曾兆賢 (Albert Tsang)
於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及應用社會科
學系客席兼任講師/導師。

劉紹增 (Benny Lau)
現職自由設計師，於理工大學設計
學院及藝術中心兼任客席講師。



全景相機的解構圖。

相機內轉動菲林的部份，需要Tony和師

傅細心地逐一度位和併合才能完成。

製作這個針孔相機的過程中，焊接是一

個重要的步驟，一旦手工不夠精密，相

機便會漏光，直接影響相片效果。

師傅正小心翼翼地把相機機殼的圖樣剪

出，然後把它摺成機殼。

Lo-tech相機如 Lomo和紙製「傻瓜機」近年大受歡迎，那白鐵造出來的

相機外殼會是怎樣的呢？林至堅 (Tony) 和朱耀煒 (阿朱) 便運用他們的

創意，加上勝利號陸三娣師傅的手藝，合作造出兩部極具實驗性的白

鐵相機。相機的外殼再度證明了白鐵有著無窮的可能性。

60mm

60mm

ø89mm

ø89mm

95mm

113mm

62mm

63mm

圓周284mm
開口位224mm

林至堅 (Tony Lim)
視藝及跨界別設計師、攝影
師及印刷專家。

朱耀煒 (阿朱)
應用及媒體藝術文學士學位
畢業，現從事多媒體藝術創
作與設計教育工作。

白鐵相機
勝利號 X 林至堅＋朱耀煒

Metal Vision
Victory Metal Workshop X Tony Lim & Price Chu
Crafting pinhole and panoramic cameras from white metal 白鐵全景相機

這個白鐵相機的概念來自阿朱的

畢業作品，那是一部全人手驅動

的135米厘菲林制式全景相機 

(panoramic camera)，除了外殼是

由陸師傅操刀外，機身內各零件

也是阿朱自已造出來的，使整部

相機充滿手作感覺。
白鐵針孔相機

玩具相機收藏家及針孔相機 

(pinhole camera)「發燒友」Tony 

一向有自製相機的習慣。他在廣州

收集到很多零碎的相機零件，便

想到以白鐵作為外殼，把零件併

合起來造成一部120米厘菲林制式

的針孔相機。為求方便師傅製作，

相機的造型是以白鐵盒子作為設計

籃本，希望能簡化工序。

088 089



Samuel以「一布多用」的原理，從

一條二手裙子的布料發展出一個服

飾系列。他把布料縫在衣服上，作

點綴的口袋，又製作出一個輕便小

袋配襯。

這便是Samuel跟工友認識的辦

房。Samuel認為香港製衣工人的

失業情況嚴重，他希望將來再有

機會跟更多的工友合作，令她們

能發揮所長。

阿蓉發現很難順暢地編織冷線，她

便嘗試在鉤針沾上少量爽身粉，但

還是沒有幫助，最後她改用膠鉤針

去編織，將問題解決。

為了方便與阿蓉溝通袋身的設計，

張力便先用冷線編織了一部份袋

身，讓阿蓉有初步的概念，然後她

們便一起研究織花和編織的技巧，

盡量使織花配合整個袋的設計。

白鐵皮織袋

張力設計了一個白鐵跟編織品混合而成的揹袋，靈感是來自唐

樓的白鐵信箱。在這次計劃中，民社縫紉手藝合作小組的黃麗

蓉 (阿蓉) 再次成為張力的合作伙伴，幫助製作編織部份，而

白鐵蓋則找來了新拍檔雄興號製造。

「一布多用」二手衫

Samuel這次找來兩個在「辦房」相識的車衣工友合作，將

回收得來的二手衫重新改造成為一系列的時裝，改造後的

服飾帶有不同布料的質感，最重要是能夠以設計推動環

保，並讓工友有重操故業的機會。

從事時裝設計已有十五年的吳志釗 (Samuel) ，希望把生活

體會融合在設計上。 另一位時裝設計師張力喜歡將軟硬物

料混合兼用在時裝上，展示出剛柔並重的風格。這兩位時

裝設計師雖然有著不同的設計理念，但他們也十分樂意跟

社區內的車衣女工和手工業師傅合作，幫助他們重投社會

之餘，同時亦擴闊了設計的可能性。

張力
新晉時裝設計師。

吳志釗(Samuel) 
從事時裝設計逾十五年。

新時飾、舊手藝
民社縫紉小組工友＋雄興號 X 張力

New Clothes with Old Technique
ADPL Social Service Centre Sewing Co-op & Hung Hing Ho Metal Workshop X Cheung Lik

再生時裝
車衣工友 X 吳志釗

Second-Hand, Second Life
Seamstresses X Samuel Ng

Mixing knitworks with metal Mixing and Matching second-handed clothes

090 091



莊拾了這個凳架回來並想把它變成可用

的籐椅，她便向廖師傅請教改裝方法和

技巧。

 

莊的朋友阿馬正細心地把籐面紮在凳架

上，當中也要花上不少心機和精神才能

做出平順的籐面。

籐椅外的試驗品

在製作籐椅的同時，莊製作了另一件試驗品，她把撿回來的布料樣本加以縫製，

為塑膠凳子添上新外衣。這件試驗品潛在著與車衣工友合作的可能性。

產品設計師莊慧蓉很喜歡在二手市場內「尋寶」，找一些滿載著

故事的有趣物件，她不時在街上把一些被人遺棄的東西帶回家，

然後仔細地幫它們重新改裝，廢物便搖身一變成為再次有生命的

東西。這次莊便找來達成籐器的廖師傅合作兼擔任顧問，把籐織

面紮在棄置的凳子金屬框架上。莊以廖師傅教授的籐紮技巧和意

見，把黑鐵凳架重新改頭換面，令椅子復活。這種傢俬修補 

(mended furniture) 的概念不單環保，也可能是手工業者，和目前

進行舊傢具回收的社福團體的出路。

莊慧蓉

現任創意產品設計顧問和

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客席講

師，熱衷設計文化研究。

再生籐椅
達成籐器 X 莊慧蓉

Reborn Stools
Tat Shing Rattan Furniture X Chong Wai-yung
Giving stools a second life with rattan

092 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