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古巴特拼貼藝術 Decoupage Art

國際認證合作夥伴
兼港澳總代理
www.lovekidsland.com
電話：8104 1205
Whatsapp 專線：9104 0900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 610 號
荷李活商業中心 7 樓 712 室
電郵：wfftang@yahoo.com.hk
Facebook 專頁：www.facebook.com/cwfco 
自助購物網站：www.shop2000.com.tw/wfftang
智藝坊為
全港唯一國際認證合作夥伴兼代理商，
本坊講師也是在港澳廣深地區唯一通過「AB 雙劑拼貼技法
原創發明者」技藝傳授之拼貼手工藝家。我們樂意分享拼
貼專業技巧，並經銷優質拼貼材料。為能確保您不會被仿
冒品給誤導，指定選擇
最確實的保障。

的技法與材料，您才能獲得

智藝坊身為
拼貼材料港澳總代理，出售優質正
品的拼貼材料，歡迎各工藝教室、手工藝材料零售商、NGO
機構、學校、手工藝導師以批發取貨，詳情請向本坊查詢。
本坊自設教室以推廣及傳授高階精緻的 Decoupage 拼
貼工藝技巧。歡迎個人報讀，我們更樂意跟社區中心、學
校、工商機構協作開辦拼貼課程。
此單張之課程適合 16 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旺角教室自選上課時段為：
逢星期一至五 ：1400-1630 / 1830-2100
逢星期六
：1000-1230 / 1400-1630 / 1800-2030
逢星期日
：1000-1230 / 1400-1630
生效日期：2019 年 1 月 1 日

Decoupage 於法文為「剪裁」的意思。 起源於東方，流行
於美國。美國人喜歡把舊東西進行修復，配以鄉村味的印
花圖案，讓舊物重展新生。及後傳至歐洲地區，這就是
Decoupage 的歷史之一。 現在，為了進行 Decoupage 拼
貼方式，人們研發出多種專用的材料，令人可以隨心拼貼
出別具風格的藝術品！

拼貼藝術基礎班 (布藝品製作)
教授運用兩款拼貼凝膠 (兩節課堂)
HD01A21：手提袋兩個
HD01A22：筆袋 + 零錢包
HD01A23：手提袋 + 筆袋/零錢包
HD01A24：手提袋 + 手袋
HD01A25：手袋兩個

$460
$360
$420
$540
$620

拼貼藝術基礎班 (布藝品製作)
教授運用其中一款拼貼凝膠
HD01A11：筆袋/零錢包 (其中一款)
HD01A12：手袋
HD01A13：化粧包 (三面拼貼技巧)
HD01A14：手提袋
HD01A15：布書袋/布筆套
HD01A16：布圍裙
HD01A17：A5 拉鏈萬用袋
HD01SH：白布鞋 (自備布鞋)

$198
$348
$268
$248
$268
$268
$258
$468

拼貼藝術基礎班 (玻璃製品)
HD01B2：高品質玻璃碟
HD01B3：玻璃瓶
HD01B4：白瓷杯 (一對)

$460
$360
$360

拼貼藝術基礎班 (塑膠)
HDREP：塑膠瓶 (750ml 為限，自備胚材)
HDREP3：八達通/工作證 掛證套
HDREP4：眼鏡盒
HD01F：A4 拉鏈文件袋
HD01F2：A4 文件夾

$300
$200
$200
$240
$300

拼貼藝術基礎班 (木藝)
HD01C1：精緻木盒
HD01C2：木相架
HD01C4：中型木盒
HD01C5：大型木盒
HD01C8：木托盤
HD01C8A：四合一木托盤
HD01C9 : 紙巾盒
HD01C10：香薰精油保存盒
HD01C11：木杯墊(一對)
HD01C12：木信插
HD01C13：白木多用途簿冊
HD01C14：龍舟木槳（50cm）
HD01C15：龍舟鼓棍（一對）
HD01C16：木凳
如欲製作其他木器歡迎向本坊查詢。

$360
$360
$520
$680
$560
$1080
$560
$720
$300
$360
$360
$520
$480
$740

基礎易課程 (藉基礎的拼貼技巧變化出特別的效果)
閃閃拼貼畫 (HD19)
$420
拼貼保溫杯/瓶 (HD20) – (自備杯/瓶)

$380

環保 Recycle123 家品大變身 III (HDRE123)

$760

環保 Recycle123 之金屬篇(HDREA)

$300

閃亮拼貼透明紙巾盒 (HD01FN)

$620

手機殼拼貼班 (自備機殼) (HDP1)

$300

優質竹材手機座拼貼課程 (HDPS)

$300

立體效果
立體圖案轉移 (HD02A)

$620

立體仿油畫藝術 (HD10)

$720

金屬胚材拼貼藝術-立體面 (HD16)

$540

餐紙及花布立體畫拼貼藝術 (HD17)

$640

瓷磚拼貼立體畫 (HD18)

$620

蝶古巴特拼貼藝術 Decoupage Art
圖案轉移(平面)藝術 (HD02)

$620

仿重金屬藝術 (HD03)

$520

透底裂紋藝術 (HD05A) – 玻璃碟

$540

透底裂紋藝術 (HD05A) – 木藝品

$660

水晶拼貼藝術 (HD06)
水晶匙扣 – 四片 (HD06A)

$720

仿馬賽克藝術 (HD07)

$520

脫蠟仿古藝術 (HD08)

$640

仿大理石藝術 (HD09)

$640

仿古冰裂藝術 (HD11)

$460

草藤袋拼貼藝術 (HD12)

$460

PU 皮革手袋拼貼藝術 (HD13)

$540

$320

熱轉印拼貼藝術 (HD15) 杯墊 4 片/茶壺墊 1 片 $520
皮革拼貼體驗之旅

$188

近年很多手作人都喜歡 DIY 皮具，還興起拼貼皮革！ 很多手作
者都會以「AB 膠」作為拼貼皮革的材料，可惜這是「大錯特錯」
的方法，這不單會影響皮革的柔軟度更會影響其耐用性！更浪費
創作者的心思！
本坊致力研究專業拼貼技術，樂意跟大家分享專業的拼貼技巧及
用材心得！ 我們推出「皮革拼貼體驗之旅」就是為你掀開皮革拼
貼箇中奧祕！
活動詳情，請瀏覽本坊網站資訊。
 各項課程之學費已包括堂上用材料及工具
 歡迎自選上課日期及時段。
 拼貼課程(除特別註明外)不限修讀節數，以作品完成為
止。
 作品種類會因情況作出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蝶古巴特拼貼藝術證書課程

捲紙手工藝
捲紙班 (HQ01) （共四堂, 每堂 2 小時）

拼貼藝術基礎證書課程(HDC01)
製作布藝品、藝術玻璃碟、木盒、膠文件袋 $1,080
(手提包兩個、圓碟、精緻木盒、A4 Folder)

凡完成基礎證書課程者，在導師指導下以基礎的技術
創作兩件變化無限的藝術品！(胚材及餐紙另計) $980

胚材尺寸：以長闊高合計，總長度不可超越 50CM

拼貼藝術進階 I 證書課程(HDC02)
$1,580

拼貼藝術進階 II 證書課程(HDC03)
仿馬賽克藝術、脫蠟仿古藝術、立體仿油畫藝術
(共製作三款精緻作品)
$1,680

拼貼藝術進階 III 證書課程(HDC04)
裂紋藝術(透底裂紋、冰裂)、
(共製作三款精緻作品)

立體小花卉班 (HQ01A) （一堂）
立體捲紙下午茶 (HQ02)

$290
$580

包括：草莓捲蛋糕、菠蘿包、雪糕、漢堡包、汽水

拼貼藝術「基礎易」課程(HDC01A)

立體圖案轉移藝術、仿大理石藝術、
仿重金屬藝術 (共製作三款精緻作品)

$880

包括：節日賀卡、捲紙朱古力、迷你小花卉

$1,490

拼貼藝術進階 IV 證書課程(HDC05)
金屬胚材拼貼、草籐拼貼、餐紙及花布立體拼貼、
拼貼 PU 皮革包 (共製作四款精緻作品)
$1,980

拼貼藝術進階 V 證書課程(HDC06)
水晶托盤、熱轉印(木杯墊四片及茶壺墊一片)、
立體拼貼瓷磚畫(共製作三款精緻作品)
$1,640
* 修畢課程後，如欲申領證書需於最後一課時提出並繳付
手續費($20)。
* 凡完成拼貼藝術證書課程者，可參加「輕鬆夢工程」工
作坊，創作變化無限的藝術品！(胚材及餐紙另計)
$220/堂
「輕鬆夢工程」工作坊，每預訂十堂送一堂！
*凡完成基礎證書課程(HDC01)及任何一項進階證書課程
並經面試甄選合格後可報讀「Decoupage 蝶古巴特藝術導
師」訓練班，(HDT)，詳情歡迎向本坊查詢。

立體捲紙「黃色小鴨」牙籤座 (HQ03)
$420
立體捲紙「小熊熊吊飾」(HQ04)
$260
立體捲紙「搖擺招財貓」(HQ05)
$280
立體捲紙「鋰魚筆座」(HQ07)
$280
立體捲紙「大象筆座」(HQ08)
$320
立體捲紙「Cup Cake 首飾盒」(HQ09)
$320
立體捲紙「草莓卷錢箱」(HQ10)
$300
立體捲紙「布甸狗」(HQ11)
$240
立體捲紙「畢業公仔」(HQ12)
$240
立體捲紙「小兵筆座」(HQ13)
$280
立體捲紙「小熊貓筆座」(HQ14)
$320
立體捲紙「小青蛙留言夾」(HQ15)
$260
立體捲紙「大頭貓咪筆座」(HQ16)
$280
立體捲紙「大眼仔吊飾」(HQ19)
$240
立體捲紙「史迪仔」(HQ20)
$520
立體捲紙「鉛筆型筆盒(兩個)」(HQ22)
$260
立體捲紙「可愛小天使」(HQ23)
$300
立體捲紙「太陽菊小盆栽」(HQ24)
$260
立體捲紙「舒嘆溫泉猴儲錢箱」(HQ25)
$300
立體捲紙「Q 版小狗」(HQ26)
$360
立體捲紙「Chip n Dale 門牌」(HQ28)
$280
立體捲紙「Winnie the Pooh」(HQ29)
$300
立體捲紙「Chip n Dale 錢箱」(HQ30)
$1,080
立體捲紙「聖誕老人筆座」(HQ31)
$280
立體捲紙「自選磁石貼 – 四個」(HQ33)
$240
立體捲紙「小雲公仔」(HQ34)
$1,080
立體捲紙「Q 版龍貓」(HQ35)
$360
立體捲紙「Q 版聖誕吊飾(三款)」(HQ36)
$420
立體捲紙「復活兔萬用盒」(HQ37)
$260
本坊更設「DIY 香薰護膚品工作坊」
、
「DIY 保鮮花工作坊」 、「柔和粉畫課程」、
「樹脂黏土(迷你食品)工作坊」
詳情請見本坊網站 或 Facebook 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