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 would like to have thought exchange with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explore various materials with them.
我們旨在提供一個平台，讓不同的人交流，與我們共同發掘日常生活運用不同物料的可能性。

www.okapistudio.org

http://www.okapistudio.com.hk


工作室簡介

okapi studio 透過製作各種香類產品、開辦各種製香體驗

班、組織本地農田導賞，向大眾介紹香港的「香文化」的多面

性，並傳達「取之天然，棄之天然」的訊息。

本工作室提供的工藝體驗班、活動等課程深具特色，亦能因

應合作伙伴的建議和預算而度身訂造。本工作室廣受各媒體

報道，信譽亦具保證，絶對能為參與的學員提供一個愉快學

習和休閒的機會。

Facebook: okapistudiohk

Intagram: okapistudio

Website: www.okapistudio.org

導賞活動

體驗

禮品



目的

"Life is made of small pleasures." 我們相信每一件微小的物

件也有其藝術價值，只在乎藝術家如何匠心獨運，賦予其新的

定義。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工作坊 ︰環保手工香、天然蚊香、

再造花紙、鋅鐵木盒等等。  

參加者在體驗傳統智慧的同時，注入創意元素，了解環保生

活的可能性。以手工香體驗為例，能達致以下的效果：

1. 了解大自然，將環保意識融入生活當中

2. 提升手部靈活度和手指協調能力

3. 訓練創意思維，創作出獨一無二的作品

4. 公司同事能在工作坊互相認識了解，增加歸屬感

5. 生命教育，欣賞大自然之美

6. 推廣可持續發展，身體力行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1) 天然蚊香及驅蚊包   *期間限定

學員可混入各種具驅蚊動功效的木本或草本植物原料，創出屬於自己獨特

的香味，製作不同形狀的天然蚊香。全天然原料燃燒帶來的芳香，更可去

除因潮濕而產生的霉味。燒畢之灰燼可直接倒進泥土，充當盆栽肥料養分

，甚是環保，一次過滿足多個願望。

另外，亦會教授學員用艾草、香茅、菖蒲及龍腦等十多種原材料自製具驅

蚊功能或芳香提神的香薰袋。

課程需時 90 分鐘

團體價收費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材料）     原價: HKD420         

開班人數 20人起

*實際時間、人數及課程 內容可根據合作伙伴的預算和工作坊時間而有所調整

環保手工香     /    天然蚊香    l    再造花紙    l    鋅鐵木盒    l    不止一盞燈     l    木製電話盆栽座     l    動物娃娃    l    導賞活動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1) 環保手工香及倒流香（初階）

導師會介紹傳統龍香的文化和製作過程，以及製香工具、材料、模具等。

學員可混入時令的木本或草本植物原料，創出屬於自己獨特的香味，製

作不同形狀的手工香及倒流香。

完成品因應原材料的混合可作香薰或蚊香之用途。燃點後的灰燼能倒進

植物的土壤當中，做到真正的物盡其用，將環保意識融日常生活。

課程需時 105 分鐘

團體價收費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材料）     原價: HKD480           

開班人數 20人起

*實際時間、人數及課程 內容可根據合作伙伴的預算和工作坊時間而有所調整

環保手工香     /    天然蚊香    l    再造花紙    l    鋅鐵木盒    l    不止一盞燈     l    木製電話盆栽座     l    動物娃娃    l    導賞活動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2) 日式印香（中階）

導師會介紹各種原材料的特征和功效，並會引導學員從嗅覺出發，學習

分辦各種打磨成粉末的原材料。

學員能從原材料中揀選喜愛的味道，在導師的指導下，使用工具混合香

泥，調配出味道芳香，形狀精巧的日式印香。

課程需時 105 分鐘

團體價收費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材料）     原價: HKD480         

開班人數 15人起

*實際時間、人數及課程 內容可根據合作伙伴的預算和工作坊時間而有所調整

環保手工香     l    日式印香    l    再造花紙    l    鋅鐵木盒    l    不止一盞燈     l    木製電話盆栽座     l    動物娃娃    l    導賞活動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3) 線香 / 臥香體驗（高階）

體驗班將簡介各種適合在秋天燃點的原材料，並教授學員以檀香、崖

柏、藿香等傳統原材料製作獨一無二的「線香」/ 「臥香」。從中體驗如何搓

揉香團，擠壓線香及排香、切香的樂趣。

課程需時 105 分鐘

收費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材料）     原價: HKD580

開班人數 15人起

*實際時間、人數及課程 內容可根據合作伙伴的預算和工作坊時間而有所調整

環保手工香     l    日式線香    l    再造花紙    l    鋅鐵木盒    l    不止一盞燈     l    木製電話盆栽座     l    動物娃娃    l    導賞活動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4)  尼泊爾繩香．體驗（進階）

體驗班會介紹尼泊爾繩香常見的原材料如雪松木、檀香、甘松、王桂和

丁香，亦會提供深愛大家喜愛的白鼠尾草、側柏葉、乳香和安息香等材

料，並透過試點品嚐，讓學員了解各種材料在點燃前後的分別。 
 
學員會學習如何把原材料調和放在Lokta Paper上，然後搓成繩狀。一般

香品需要晾乾後才能使用，繩香的好處做於能做到即製即點。

課程需時 120 分鐘

團體價收費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材料）     原價: HKD680         

開班人數 10人起

*實際時間、人數及課程 內容可根據合作伙伴的預算和工作坊時間而有所調整

環保手工香     l    天然蚊香    l    再造花紙    l    鋅鐵木盒    l    不止一盞燈     l    木製電話盆栽座     l    動物娃娃    l    導賞活動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5) 尼泊爾藏香．初體驗（進階）

體驗班會介紹尼泊爾藏香的常用的木本、草本及樹脂材料，製香的工具

及方法。學員在導師的指導下，分辦各種原材料 (如檀香、柏木、側柏葉、

除障草、甘松、乳香、沒樂等 )，從中體驗及學習研磨香料，搓揉香團，擠

壓線香及排香、切香的技巧。    

全天然藏香燃燒後可去除因潮濕而 產生的霉味及淨化氣場。燒畢之灰燼

可直接倒進泥土，充當盆栽肥料養分，做到真正的物盡其用。

課程需時 180 分鐘

團體價收費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材料）     原價: HKD980         

開班人數 10人起

*實際時間、人數及課程 內容可根據合作伙伴的預算和工作坊時間而有所調整

環保手工香     l    天然蚊香    l    再造花紙    l    鋅鐵木盒    l    不止一盞燈     l    木製電話盆栽座     l    動物娃娃    l    導賞活動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6) 再造花紙 及 種子再造紙

導師會介紹別具創意的造紙技術和製作過程，以及造紙的工具、材料

等。本工作室在教授再造紙時著意教授學員從嗅覺出發，了解紙的特性

和可塑性。

從中混入不同的食物或植物原料，混入自己打磨的紙漿中，製作不同圖

案和味道的再造紙。再造花紙或種子再造紙完成品可作書籤、明信片、

心意卡或種植等用途。

環保手工香     l    天然蚊香    l    再造花紙    l    鋅鐵木盒    l    不止一盞燈     l    木製電話盆栽座     l    動物娃娃    l    導賞活動

課程需時 105 分鐘

團體價收費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材料）     原價: HKD380          

開班人數 20人起

*實際時間、人數及課程 內容可根據合作伙伴的預算和工作坊時間而有所調整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7) 鋅鐵木盒

okapi studio 利用鋅鐵片重現舊香港的場景，如公共屋村的鐵閘或是

上演神功戲的大戲棚，這些極具辨識度的圖案不止是懷舊的圖騰，更是

不少人真真切切的童年回憶。

學員預先選擇鋅片圖案，並學習鑲嵌原理，打磨木盒，進行染色，或利用

烙鐵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語句。這個有本土印記的小木盒可以用來放植

物、文具或小飾物。

課程需時 105 分鐘

收費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材料）     原價: HKD580

開班人數 10人起

*實際時間、人數及課程 內容可根據合作伙伴的預算和工作坊時間而有所調整

環保手工香     l    天然蚊香    l    再造花紙    l    鋅鐵木盒    l    不止一盞燈     l    木製電話盆栽座     l    動物娃娃    l    導賞活動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8) “不止一盞燈”

想為房間加點氣氛？還是為書枱加點照明？仲想在客廳加一盞吊燈？

三個願望，點實現？

okapi studio 的木製「神燈」適合善變又貪心的你！只要跟着完成基本

的木片上色和組裝工序，你就得到「三盞燈」－  每次做幾個簡單的步驟

，就能夠自由切換成座枱燈、床頭燈和吊燈～仲可以親自染上喜歡的

顏色、繪上心儀的圖案！

課程需時 90 分鐘

團體價收費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材料）     原價: HKD580         

開班人數 15人起

*實際時間、人數及課程 內容可根據合作伙伴的預算和工作坊時間而有所調整

環保手工香     l    天然蚊香    l    再造花紙    l    鋅鐵木盒    l    不止一盞燈     l    木製電話盆栽座     l    動物娃娃    l    導賞活動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9) 木製電話盆栽座

導師會教導大家如何打磨木座，學員更能親自為其染上喜愛的顏色或畫

上心儀的圖案。木座完成品可作電話座及盆栽盒之用途。學員可選擇由

導師預先準備的植物作移植，或選擇其他具特別花語的種籽。

木製電話盆栽座完成品可作電話座和或卡片座之用途。

課程需時 105 分鐘

團體價收費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材料）     原價: HKD380      

開班人數 20人起

*實際時間、人數及課程 內容可根據合作伙伴的預算和工作坊時間而有所調整

環保手工香     l    天然蚊香    l    再造花紙    l    鋅鐵木盒    l    不止一盞燈     l    木製電話盆栽座     l    動物娃娃    l    導賞活動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10) 動物娃娃 / 日式娃娃

想為單調的空間增添玩味 ? 找不到心水裝飾品 ? 

學員可選擇由導師預先準備的動物圖片作參考，或選擇其他自己喜愛

的圖案。

導師教授學員繪畫和上色技巧，設計出獨一無二的作品。一個娃娃， 內

藏不一樣的故事！

課程需時 120 分鐘

團體價收費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材料）      原價: HKD380         

開班人數 20人起

*實際時間及課程內容可根據合作伙伴的預算和工作坊時間而有所調整

環保手工香     l    天然蚊香    l    再造花紙    l    鋅鐵木盒    l    不止一盞燈     l    木製電話盆栽座     l    動物娃娃    l    導賞活動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11) 大自然體驗及藝術工作坊

本工作室致力提供富深度的工作坊和相關的導賞活動，安排駐場農夫進行

導賞活動及農耕體驗，介紹農田運作模式和特色，期間講解一些有關農發展

與本土農業的議題。讓參加者了解活動地點的理念和發展，深入思考生活的

意義。

參加者就地取材，或使用導師預先準備好的原材料，嘗試把不同物料混合製

成再造紙及手工香。參加者既能感受大自然氣息之餘，同時體驗創意藝術的

可愛之處。

參加者亦可於活動期間購買一些農作物及農夫親手製作的手工皂。通過一

連串的活動，加深參加者對大自然的了解，將環保意識融入生活當中。

環保手工香     l    天然蚊香    l    再造花紙    l    鋅鐵木盒    l    不止一盞燈     l    木製電話盆栽座     l    動物娃娃    l    導賞活動

http://www.okapistudio.org/workshops


課程需時 農田導賞  ＋ 兩個工作坊  (手工香 /天然蚊香及再造紙 )：4.5 小時
農耕體驗  ＋ 兩個工作坊  (手工香 /天然蚊香及再造紙 )：6 小時

團體價收費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農夫導賞及材料費，不包括來回交通）                       原價: HKD 1,300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已包括所需農耕體驗及材料費，不包括來回交通）                       原價: HKD 1,800

開班人數 20人起        /        15人起

*實際時間、人數及課程 內容可根據合作伙伴的預算和工作坊時間而有所調整



活動花絮：香港中華煤氣公司

本工作室自創立以來已與許多企業、社福機構和組織合

作如煤氣公司、太古地 產、恒生銀行、巴克萊銀行、南華

早報、PMQ、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小童群益

會、香港青年協會、饒宗頤文化館、嘉道理農場、親子王

國等，亦履行社會責任，成立社企 摙香樓，為弱勢社群如

長者、特殊兒童少數族裔及低收入人士 *，舉辦了別具意

義和特色的活動。

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工藝體驗及提供就業機會。同時亦

能一起發揮創意，為傳統注入創意元素，提供一個愉快學

習和休閒的機會。

*相關活動詳情可瀏覽 (物盡其用  - 手工香聯乘計劃 )：okapistudio.org/projects

http://okapistudio.org/projects


活動花絮：太古地產 



活動花絮：物盡其用  - 手工香聯乘計劃

推廣社會責任  － 是次計劃是希望透過社福機構和地區組織向一些長者、特殊兒童和低收入家庭介紹香的傳統文化和製作過程，
乃至在日常生活的實際應用（手工香完成品可作蚊香、艾炙治療及香薰使用。燃點後的灰燼更能倒進植物的土壤當中，做到真正的
物盡其用，將環保意識融日常生活。

*相關活動詳情可瀏覽 (物盡其用  - 手工香聯乘計劃 )：okapistudio.org/projects



媒體報道

更多請點擊：www.okapistudio.org

http://www.okapistudio.org/media


特別優惠

okapi studio 現提供以下課程套餐優惠

環保體驗課程  (15人或以上)：

本課程著眼環保生活的可行性，教授學員天然有機生活的生活方式，將環保意識融日常生活。
(1)手工香及倒流香 /天然蚊香及驅蚊包、 (6)再造花紙及 (9)木製電話盆栽座   
同時報讀以上課程，優惠價為：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原價: HKD 1,240

生活休閒課程  (15人或以上)：

本課程專注教授學員提升生活品味，在生活和工作中取得平衡，淨化心靈。
(7)鋅鐵木盒、 (8)不止一盞燈及 (9)木製電話盆栽座或 (10)動物娃娃（二選其一）
同時報讀以上課程，優惠價為：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原價: HKD 1,540      

傳統製香工藝課程（ 15人或以上） :

本課程會教授學員各國製香及用香的文化，以及引導學員添加創意，重塑香的可能性。
傳統龍香製作理論及體驗、 (1)手工香/天然蚊香、 (2)日式印香、 (3)線香/臥香 、(4) 繩香及(5)藏香 
同時報讀以上課程，優惠價為： 詳情請向我們查詢    原價: HKD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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