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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爱整理 造就生活达人
专家帮顾客省钱、省时、省空间

随着社会越来越富
裕，消费主义促使大
家添置的比自己所需
的多，甚至多过家里
所能容纳的。
美国十大增长最快的
行业——生活达人，
现来到了新加坡。在
本地开业的两家生活
达人的生意额每个月
都在增长中。顾客群
当中，有三房式组屋
到洋楼的住户，大家
都面对打理家居的困
扰。且看生活达人如
何解决他们的苦恼。

黄靖晶／报道 张进培／制图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衣橱的衣服过多，不知道哪些
该丢，哪些该保留？办公桌过于凌
乱，因而影响上班心情？厨房杂物
过多，买了新锅没地方放？家里堆
满文件，找不到重要的那一张？
本地新冒起的专业生活达人
（Professional Organiser）专门帮你
解决这些恼人的收纳与整理问题。
目前，Get Organised & Beyond和
Asian Professional Organisers（APO）
是本地少数注册的专业生活达人公
司。它们为顾客量身定做所需的收
纳与整理服务，越来越受欢迎。

将凌乱地方变得整洁

Get Organised & Beyond创办人
纳塔莉自小便学会整理东西，
11岁那年，毛遂自荐，帮邻居
清理杂物和整理家居。

纳塔莉（Nathalie Ricaud）
和黄婕瑜分别是Get Organised &
Beyond和APO的创办人。这两名生
活达人，都是天生爱整理。
来自法国的纳塔莉，1998年跟
随丈夫到新加坡居住，现在是永久
居民。
她说：“我从小就爱整理东
西。母亲不擅长整理，父亲却爱囤
积东西，我觉得家里很乱，自小便
学会整理东西。11岁那年，我毛遂
自荐，帮邻居清理杂物和整理家
里；将凌乱的地方变得整齐干净，
我的满足感很大。”
基于爱整理的个性，她在考取
供应链管理硕士文凭（Masters in
挑战在于时间匆促下完成任务
Supply Chain Management）后，选
Asian Professional Organisers创
作为生活达人，最大的挑战是什
择跟规划和整理有关的工作，近20
办人黄婕瑜念小学时，已发现
么？
年从事设计与重新规划货仓与空
保持整洁的好处，这好习惯维
纳塔莉说：“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间，提升效率和减低成本的工作。
持至今。
生活达人的存在。当你要健身，你会
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出国，纳塔
找健身教练；当你运动受伤，你会找
莉得发挥超高的整理术，确保自己
物理治疗师。可是，当你面对东西杂乱的困扰，多数
不在家的时候，家里依然井井有条。10岁的儿子在纳
人以为没有专人可寻助。好多人告诉我：‘天啊，我
塔莉的影响下，自小就学会独立分类整理玩具。孩子
不知道有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因此，须要提高公
刚上学时，纳塔莉帮他准备清单（checklist），确保
众对我们这行的认识。”
不会忘记要带去学校的东西。
黄婕瑜认为，挑战在于要在有限时间里完成任
多年来，亲友也很依赖她的专长，找她帮助整理
务。
家居。这让纳塔莉察觉到新加坡应该有这样服务的市
她说：“整理是一项很个人又敏感的过程，顾客
场，于是在去年创办了Get Organised & Beyond公司。
的要求各不同，我们须要给顾客时间做决定。每人
黄婕瑜跟纳塔莉同样也有爱整理的嗜好。
都希望有更好的整理系统，但有些人对自己的物品有
“念小学时，我把东西都排得整整齐齐，做起功
强烈的情感，有些比较实际和直截了当。没有所谓对
课来因为不用花时间找书本或文具，便比同学更快完
错，只有顾客可以决定个别物品的价值，我们从不坚
成。这让我发现保持整洁的好处，这个好习惯一直维
持要丢掉某件物品。”
持至今。比如，我每晚都会整理好包包，隔天早上就
目前，黄婕瑜接过最复杂的任务，是有关房地产
不必慌张。”
投资管理。
黄婕瑜原本从事承办活动的工作，发现自己擅长
她说，该顾客在不同国家都有房地产投资，于是
规划工作，并能在有限空间下有效率工作，该技能
找APO帮忙整理文件，以更清楚知道现金的流动与开
在居家和办公室都很重要。喜欢规划与整理的她，在
销。那往往牵涉多种语言、财政年、税务、消费税等
2011年设立APO公司。
方面，以及跟不同时区的房地产经理交涉。她说：
她的13岁儿子也从她的整理术获益不少。黄婕瑜
“我须要处理瑞典与法国的账目，重要的是，提供
帮孩子策划考试时充分利用时间的方式，“他将较
一个固定的投资损益表（Profit & Loss Statement），
难的题目圈起来，完成容易的后再做那些较难的考
让顾 客 看 到 如 此 大 资 产 的 投 资 回 报 率 是 不 可 忽 视
题。需要再确认的考题，他会画个三角形。儿子也
的。”
说，就算我不在家，他也知道东西放在哪里，不用等
我回家再帮他找电池或剪刀等物品。”

从清理杂物到文件与时间管理
生活达人的服务包罗万象。
像Get Organised & Beyond的服务包括：
1.清理杂物。这是针对有过多杂物的人士，因空
间不足，常须要花时间找东西或是花钱购买已有的
物品。纳塔莉会帮忙整理杂物，从衣服、鞋子、包
包、书本、玩具、厨房器具、食物到药物等，予以归
类，保留所需，再收纳得井然有序。
2.文件管理。文件是许多家庭的首号敌人。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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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件和纸张太多，要耗时找某一
张文件或是某一张账单，往往因此延
误付费而被罚款。纳塔莉便会协助他
们设立存档系统。
3.时间管理。这适于尝试准时赴
约的人，或是要平衡工作与家庭，找
时间给自己的人。纳塔莉会帮忙安排
时间，像订下行程表，准备省时的工
具，比如膳食计划。
纳塔莉的收费，每小时120元，并
提供按时计算的折扣配套。
APO提供住家与办公室的空间管
理，以及职场的生产力顾问服务。比
如，如何整理衣柜，如在家里设立办
公站，或是整理家里准备出租或出
售。
黄婕瑜举例说，跟顾客一起整理
衣橱后，就可以腾出百分之二十的空
间，“我们的任务，最重要是帮顾客
改变习惯，教导他们整理术。像我们
跟顾客花半天一起整理衣橱，其他的
空间，顾客就懂得自己处理。”
她分享一个贴士：把东西放在看
得见的地方，像衣橱的衣服，看见的
就会穿，不会浪费。
黄婕瑜也指出一个关键，“整理
衣橱，不单只是丢掉一些衣服。很多
时候，当你拿着一件衣服犹豫该不该
丢，在这过程中，便会唤起当事人有
关它的回忆，像你曾穿着它去拍拖，
它的纪念价值让你不舍得丢。你手拿
得越久，越不舍得丢，一般我们不让
顾客自己拿衣服。”

满足感在于改善顾客的生活
谈到最大的满足感，纳塔莉认为是对顾客生活的
改善。“不仅能帮顾客腾出更多空间、节省时间，还
可以让他们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很多顾客反映，经
过整顿后，他们感觉压力较少，有更多精力，自我感
觉更良好。我很开心，能够让顾客产生动力与有信
心，并维持井井有条的生活。”
Get Organised & Beyond的顾客之一凯瑟琳
（Katharine Bostick)，对生活达人的服务赞不绝口。
来自美国的凯瑟琳是一名律师，她在新加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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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了13年，现在是永久居民。最近，她打算搬家，
家里有太多杂物，于是她在网上搜索到纳塔莉的服
务。
“纳塔莉帮我从衣橱清理掉百分之八十没穿或不
穿的衣服。办公室原本有很多纸张、文件夹和旧打印
机等，她帮忙整理出多百分之五十的空间，我现在看
得见办公桌了！”
至于请生活达人的费用，凯瑟琳也觉得物有所
值。
她说：“我跟纳塔莉学会了整理的技巧，以后
可以继续沿用，我的工作忙碌，没时间自己整理杂
物，因此我需要像纳塔莉这样的服务，我觉得付得很
值得。”

消费主义下添购不需要的物件
相比其他服务业，生活达人还算“小众”，但已
越来越受欢迎。
黄婕瑜说：“新加坡人越来越富裕，东西越买
越多。以前，我们的父母只要有一台电视机就很开
心。现在，每户人家通常都有两三台电视机，小孩子
也有各自的电脑、手机等器材。结果，家里的东西越
堆越多，丢掉又可惜。但一般屋子的面积则越来越
小，东西往往不知道要放哪里。”
她的顾客群，有从住三房式组屋到洋楼，大家都
面对共同的困扰。
纳塔莉的顾客群以35岁以上的已婚、有小孩的女
士为主，有些是全职家庭主妇，大部分是兼职或全职
母亲，职业包括律师、猎头者（headhunter）、业务
发展董事、企业家等。
她说，新加坡对这行的需求不断在增加中，
“我的生意每个月都在增长。虽然很多人仍不熟悉我
们这行业，但来询问的，有百分之八十会聘用我们的
服务。”
她认为，这是因为消费主义促使大家添置的比
自己需要的多，甚至多过家里所能容纳的。另外，
空间价格的上升，也阻止大家搬到更大的地方，以
容纳更多东西。有大部分的家庭，夫妻都在外工
作，没有时间整理。像美国和澳大利亚对生活达人
的需求很高，据说，在美国还是当地十大增长最
快的行业，一方面，这是因为当地电视节目的介
绍，以及相关组织的成立，比如美国的“全国生
活达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Organisers) 和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生活达人
协会”（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Organisers）。

公众对生活达人有诸多误解
生活达人这行业在本地毕竟还新，一般人
对它难免有些误解。
纳塔莉说：“有少数人认为，女佣也可
以做类似我们的工作，这点我就不同意。女
佣固然能维持一个有过多杂物的家庭干净，
可是却不懂得如何减少杂物。女佣没有这方
面的权力，也不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另一方
面，生活达人可以帮助减少杂物，整理出更
多空间，提升效率，包括节省女佣清理的时
间。”
她也指出，一般人需要很大的勇气才
能承认自己须要整理方面的协助，并打开
家门给外人来帮忙。她说：“但不要让这
份恐惧阻挡着你，生活达人一般都善解人
意，并非以判断方式和顾客接触。”
黄婕瑜也有同感，“很多人以为，我
们提供这类的服务很容易，其实很难，需
要靠个人经验。有人拿我们跟清洁公司相
比，但生活达人是在帮顾客省钱、省时
和省空间。我们会教导顾客的助理和职
员，如何维持重新整理好的秩序。有些
人误以为我们是室内设计师。我们的任
务并不在让一个地方变得好看，主要是
充分利用该空间和容量。当然，一个地
方在清除了多余的杂物后，也会看起来
更整齐、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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