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棠陶藝 會員制/密集班 (初學/進階/師資/培訓) 招生簡章 
海棠陶藝教室 陶藝教學培訓 加盟連鎖 - 最新內容以網址公佈為準 (更新於 2020/12/1) 

http://ceramics.arts.com.tw/teach.asp 

 

 
海棠陶藝 密集班 個別指導 特色： 
適合初學/進階/創作/研習/師資/培訓 (有無陶藝經驗皆可,攜伴優先) 一位或數位二十年以上陶

藝教學經驗資深陶藝家,連續數天通盤傳授陶藝知識,全程指導作陪,傾囊相授傳授獨家製陶技巧; 
做足功課,問倒老師,少走冤枉路 ~ 結束後發給結業證書,加入海棠陶藝進階社團,海棠陶藝團隊

全力支援:獨立創作,接單訂製,開班授課,加盟連鎖,立即實現不再只是個夢想 ~ 

 

 

 

 六日 密集班  歡迎預約報名,確認時段再繳費 (隨時開班,個別指導,揪團開班,到府傳授,歡迎另洽) 

   時間：週六日 日間 9:00-17:00（週六至日,中午用餐休息兩小時,連續 2 日,共 2 天結束） 

   費用：四人同行 NT$15,000 人/二日 三人同行 NT$18,000 人/二日 

      二人同行 NT$21,000 人/二日 一人獨享 NT$30,000 人/二日 (未稅,上釉燒窯另計,複訓八折) 

     必修：1.陶藝基本練習（從基本成形循序漸進指導各種製陶步驟） 

      2.陶藝成型方法（從發想到創意主題練習; 手捏,泥條,土板,壓模,掏空等數種） 

      3.陶藝進階技巧（造型,化妝,質感,雕塑; 杯,碗,瓶,壺,等數件） 

 
 

 一五 密集班  歡迎預約報名,確認時段再繳費 (隨時開班,個別指導,揪團開班,到府傳授,歡迎另洽) 

   時間：星期一至五 日間 9:00-17:00（週一至五,中午用餐休息兩小時,連續 5 日,共 5 天結束） 

   費用：四人同行 NT$30,000 人/五日 三人同行 NT$36,000 人/五日 

      二人同行 NT$42,000 人/五日 一人獨享 NT$60,000 人/五日 (未稅,上釉燒窯另計,複訓八折) 

   必修：1.陶藝基本練習（從基本成形循序漸進指導各種製陶步驟） 

      2.陶藝成型方法（從發想到創意主題練習; 手捏,泥條,土板,壓模,掏空等數種） 

      3.陶藝進階技巧（造型,化妝,質感,雕塑; 杯,碗,瓶,壺,等數件） 

 
   選修：1.釉藥基礎理論（基本釉調配+配方+塞格式及溫度顏色光澤調整操作教學示範） 

      2.上釉燒窯概論（上釉排窯燒窯,氧化還原從頭到尾操作教學示範） 

      3.陶瓷彩繪基礎（釉上彩,釉中彩,釉下彩）4.手拉胚練習 5.陶瓷雕塑 6.原型翻模注漿 

      7.陶藝家示範講座 8.藝術家示範講座 9.陶瓷欣賞投資收藏（其他歡迎洽詢） 

 

海棠陶藝 報名方式 

歡迎來電先確認時段：國內直撥 0910 334 773 國外來電 +886. 910 334 773 

1.註明（臉書名,姓名,電話,電郵 / 時間,班別,人數,費用）電郵報名 artstw@gmail.com  

2.確認時段後會通知在指定日期前繳費（告知後四碼,確認款項報名成功） 

 聯邦銀行 803 帳號 031 50 8055995 銀行碼 SWIFTCode:UBOTTWTP  Union Bank Of Taiwan (支付寶,微信另洽) 

 

時段＼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星期日

上午 09:00 -12:00 
一五密集班(五天)  六日密集班(二天) 

下午 14:00 -17:00 

夜間 19:00 -22:00   



海棠陶藝 官方網站 http://ceramics.arts.com.tw/ 聯絡我們 http://ceramics.arts.com.tw/contact.asp 

 
海棠陶藝 臉書粉絲團 https://m.me/ceramics.tw 

海棠陶藝之友 免費公開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eramics.tw/ 

海棠陶藝進階 付費不公開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eramics.ht/ 

海棠陶藝釉藥 付費不公開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eramics.glaze/ 

 

 
海棠陶藝 歷史沿革 

海棠陶藝成立於 1990 年，當時就讀國立藝專美術工藝科陶瓷組的賈先生正忠(賈妙陶藝) 在台北縣新店市中興路

二段成立。海棠陶藝主要從事藝術和黏土有關的創作和研究工作；海棠陶藝名海棠之目的除方便識別外，也希望

為中華民族（陶瓷母邦）輝煌版圖做見證，在歐美日本強勢文化衝擊下，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歷史傳承中，尋找

現代文明的美感特質及美學涵養，發揚真正屬於我們自己能發人醒思,感動人心的作品為最重要目標和課題。 

 

 

 

海棠陶藝 地理位置 

詳細地址：新北市新店區中興路二段100巷6樓 

新北市新店區：國道三 26 公里下（北二高 新店交流道 正對面） 

 
 

 

海棠陶藝 交通指南 

停車：中興低碳停車場 (中興路三段上,寶橋路口步行 10 分鐘) 

   寶橋停車場 (寶橋路上,北新國小旁步行 10 分鐘) 

   馬公公園停車場 (北新路一段上,新店分局旁步行 15 分鐘) 

捷運：松山新店線 七張站 (步行 10 分鐘) 

   松山新店線 新店區公所站 (步行 10 分鐘） 

公車：中興路二段站：647, 849, 綠 3 

   寶橋中興站：819, 1073, 1080, 棕 7, 綠 2 右, 綠 2 左, 綠 9 

   七張站：642, 643, 644, 648, 650, 918, 930 

       棕 7, 綠 1, 綠 2 右, 綠 2 左, 綠 7, 綠 8, 綠 10, 綠 15 

 

 
 

海棠陶藝 附近住宿參考 (2018’6) 

國際學舍   新店區新坡一街 102 號 (02)29103117 (學生房 550 元/單人客房 990 元)  

快樂旅社   新店區寶元路一段 1 號 (02)29112077 (1000 元)  

新加州旅館  新店區北新路一段 1 號 (02)29161717 (1780 元)  

愛家賓館   新店區北新路二段 107 號 7 樓 (02)29129111 (1080 元)  

中信商務會館 新店區中興路三段 219-2 號 (02)29106600 (2000 元)  

 

 

 

 

 

 

 



海棠陶藝 密集班 必修內容 2018.9 

一 
手捏成形 (手捏 中空 黏接) 黏土歷程 陶瓷概論 

認識黏土：杯、碗、盤、水滴、陶鈴、石榴、元寶、人頭、河豚、貓頭鷹、玩偶 

二 
土條成形 (泥條 盤築 擠胚) 由小至大 

杯、碗、盤、筒、瓶、甕、花器、壁飾 (自由發揮) 

三 

軟土片成形 (扭曲 壓模) 弧線 圓形 曲面 

圓杯、圓碗、圓盤、圓瓶、圓甕、陶魚 (擺飾,掛飾,造型,壓模,肌理: 葉紋,木紋,石紋） 

硬土板成形 (革硬 拼接) 直線 方形 矩形 

方盤、方罐、方瓶、方甕、方花器、方筆筒、鐘面、門牌 (擺飾,掛飾,造型) 

四 綜合成形 (標準壺製作) 壺形解析 三點一線 回水斷水 (壺身,壺嘴,壺蓋,壺紐,壺把 ) 

五 
綜合成形 (現代壺製作) 組合 裝飾 修飾 特色 (壺身,壺嘴,壺蓋,壺紐,壺把) 

檢視作品 量尺寸 登記繳費燒窯（約四週後,會通知來取回作品 ） 

 

 

 

海棠陶藝 密集班 選修內容 2018.9 

一 釉藥基礎理論 基本釉調配,配方,塞格式及溫度顏色光澤調整; 操作教學示範 

二 上釉燒窯概論 上釉排窯燒窯,氧化還原從頭到尾; 操作教學示範 

三 陶瓷彩繪基礎 釉上彩,釉中彩,釉下彩; 操作教學示範 

四 手拉胚練習 柔土,黏板,定中心,拉高,變形,取胚; 操作教學示範 

五 陶瓷雕塑 陶瓷雕塑; 操作教學示範 

六 原型翻模注漿 原型翻模注漿; 操作教學示範 

七 陶藝家示範 陶藝家示範; 操作教學示範 

八 藝術家示範講座 水墨 水彩 油畫 多媒體; 操作教學示範 

九 陶瓷欣賞投資收藏 陶瓷欣賞投資收藏（其他歡迎洽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