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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泥泥泥條條條條盤盤盤盤築剔築剔築剔築剔刻刻刻刻花器花器花器花器
5月5月5月5月

手作手作手作手作花輪花輪花輪花輪盤與青盤與青盤與青盤與青花花花花釉下彩釉下彩釉下彩釉下彩
古古古古典典典典紋飾紋飾紋飾紋飾盤與盤與盤與盤與壁掛壁掛壁掛壁掛花器花器花器花器

4月4月4月4月

擊打柑林樂擊打柑林樂擊打柑林樂擊打柑林樂擊打柑林樂擊打柑林樂擊打柑林樂擊打柑林樂

(1)(1)(1)(1)暑暑暑暑假書畫藝假書畫藝假書畫藝假書畫藝術五日營術五日營術五日營術五日營(2)(2)(2)(2)暑暑暑暑假假假假版版版版畫創畫創畫創畫創意五日遊意五日遊意五日遊意五日遊(3)(3)(3)(3)暑暑暑暑假假假假珍珍珍珍藏藏藏藏••••書票五日營書票五日營書票五日營書票五日營

6月6月6月6月

7月7月7月7月
創意創意創意創意塗鴉塗鴉塗鴉塗鴉班班班班
兒兒兒兒童童童童繪本繪本繪本繪本創作班創作班創作班創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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