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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此语出自《庄子·知北游》，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庄子认为美存在于“天地”之中。

这种独特的美学观念，即对自然、平衡、和谐的追求，不仅是东方文化的精髓，更在千年传承中，渗透社会观念与个体生活，影响深远。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仅是一种理想和追求，更是一种状态，进而引发了先民在对自然的观察感悟中，寻找生命规律，并加以利用，

最终衍化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工艺智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造以东方美学为魂，以传统为本，以现代审美和时尚设计为驱动，实现艺术与生活、美学与实用、工艺与材料、历史与文化等有机结合，

造就适合当代国际生活方式的精致器物，演绎古今中外共生之智慧。

SANZAO



中国·台湾艺术家

威狮国际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创意总监

曾于台湾、大陆、日本等全球多地学习生活 以材料和工艺为研究主题，以“破坏性重组”为创作理念 擅长跨文化、多媒材创意，并融

入设计、文学、科学等思考，推动传统的当代更新

Artist Taiwan·China

Chief Creative Officer of SEEWELL International Art Development Co.,Ltd.

Studied in Taiwan, mainland China, Japan and other places.

Takes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as research topics, and follows the philosophy of "destructive rebuilding".

Excels in cross-culture and multi-media creation by integrating his thoughts on desig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for the sake of 

renewing the traditional art.。

黄宝贤 Huang Pao Hsien

       遵循东方人对生命本意的感悟进而达到对自然规律的利用，三造创立五大工坊，继承弘扬中国工艺传统和东方审美哲思。太朴万象

，阴阳互补，四时变化，五行相生相克，土可为器，木可造物，火可成形……从物质转化到精神升华，生生不息。

       中国自古以漆为大，故称“大漆”。大漆取自漆树汁液，天然无毒；固化后可独立造物，轻巧耐用，历经千载，隽永弥新；亦可包

容万物，颜色千变万化，流光溢彩，尽显华贵；自然之道与匠心之工，永恒与深刻，隐约与高贵，简与繁，除大漆外再无别物。在浙江

跨湖桥出土的8000多年前的漆器，木胎尽毁，唯有漆衣如初，仿佛与时间同存，蕴含千载，以至永恒。大漆独特的包容性和承载力，

使其与陶瓷、木作、金工、琉璃、丝绸棉麻等，都能达成材质和精神上意味深长地妙契、和鸣。三造以漆为媒，融合5大工坊技艺，取

相生相克之自然道法，创作6大品牌产品，尽显造物之美。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在中国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中如是记载，能合此

四者，必为良工巧匠莫属。三造实力打造匠人、艺术家、设计师跨界合作平台，在传承传统的同时，以现代审美与时尚设计为驱动，助

力手艺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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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系列·大漆红木禅桌

尺⼨寸：280*80*56

⼯工艺：⼤大漆素髹、⽊木作

材料料：红花梨梨⽊木、⼤大漆、铜

单价：85000RMB



结构上以禅定为源，⽅方圆曲直的变化，有如动静之间，在看似简单的外表只有却蕴藏其对于禅所诠释的内涵。

形态看似细⻓长，却将所有⾜足以⽀支撑起众⼈人落座的重⼒力力，化解在内部结构之中。





禅系列·大漆红木禅椅

尺⼨寸：79.5*57.5*51

⼯工艺：⼤大漆素髹、⽊木作

材料料：红花梨梨⽊木、⼤大漆、铜

单价：12000RMB





禅者，示单。则习禅，实为⾃自性不不动，⼼心念不不起，于坐⽴立卧⾏行行、⽣生活点滴中明了了⾃自⼼心⾃自性本来光明清

净，明极即如来也。

结构上以禅定为源，⽅方圆曲直的变化，有如动静之间，在看似简单的外表只有却蕴藏其对于禅所诠释

的内涵。

形态看似细⻓长，却将所有⾜足以⽀支撑起众⼈人落座的重⼒力力，化解在内部结构之中。



禅系列·大漆变涂山水椅

尺⼨寸：121*61*73

⼯工艺：⼤大漆素髹\变涂、⽊木作

材料料：实⽊木、⼤大漆、铜

单价：15000RMB





禅系列·桌椅搭配方案一



禅系列·桌椅搭配方案二



禅系列·桌椅尺寸面饰定制



红  ⽊木 纯  铜 天然漆

SANZAO 我 们 承 诺



系  列列 产品名 图     ⽚片 规格（cm） 单价（元） 数 量量 总⾦金金额（元） ⼯工艺 / 材料料 简称

禅系列列 ⼤大漆红⽊木禅桌 280x80.5x66 87000 1 87000 ⼤大漆、布纹变涂、红⽊木 禅桌

禅系列列 ⼤大漆红⽊木禅座（主） 89x57x50 15000 1 15000 ⼤大漆、布纹变涂 
红⽊木、精编草垫 ⼤大禅椅

禅系列列 ⼤大漆红⽊木禅座（客） 79x57x50 12000 4 48000 ⼤大漆、布纹变涂 
红⽊木、精编草垫 ⼩小禅椅

⽅方案A 150000

禅系列列 ⼤大漆红⽊木禅桌 280x80.5x66 87000 1 87000 ⼤大漆、布纹变涂、红⽊木 禅桌

远近系列列 ⼤大漆变涂罗汉椅 120x60x72 16000 1 16000 ⼤大漆、犀⽪皮变涂 罗汉椅

禅系列列 ⼤大漆红⽊木禅座（客） 79x57x50 12000 4 48000 ⼤大漆、布纹变涂 
红⽊木、精编草垫 禅椅

⽅方案B 151000



禅系列·大漆红木禅沙发

尺⼨寸：325*90*50

⼯工艺：⼤大漆素髹、⽊木作

材料料：红花梨梨⽊木、⼤大漆、铜

单价：定制咨询





禅系列·大漆红木禅床

尺⼨寸：285*253*75

⼯工艺：⼤大漆素髹、⽊木作

材料料：红花梨梨⽊木、⼤大漆、铜

单价：定制咨询





禅系列·大漆变涂烧水台

尺⼨寸：50*38*63

⼯工艺：⼤大漆变涂、古法琉璃、⽊木作

材料料：实⽊木、⼤大漆、琉璃

单价：5800RMB



⼤大漆红⾦金金变涂 ⼤大漆⿊黑⾦金金变涂 ⼤大漆绿⾦金金变涂

⼤大漆紫变涂⼤大漆篮变涂



禅系列·大漆金丝纹花几

尺⼨寸：40*40*90/75/40

⼯工艺：⼤大漆素髹、⽊木作

材料料：实⽊木、⼤大漆、铜

单价：5000/4800/4500RMB



尺⼨寸：40*40*90 尺⼨寸：40*40*75 尺⼨寸：40*40*50



禅系列·大漆金丝纹格柜

尺⼨寸：120*36*85

⼯工艺：⼤大漆素髹、⽊木作

材料料：红花梨梨⽊木、⼤大漆、铜

单价：32000RMB



禅系列·大漆焰纹茶几

尺⼨寸：220*90*50

⼯工艺：⼤大漆起皱、⽊木作

材料料：实⽊木、⼤大漆、

单价：20000RMB







远近系列·大漆太师椅

尺⼨寸：63*54*96.5

⼯工艺：⼤大漆变涂/戗⾦金金、⽊木作

材料料：红花梨梨⽊木、⼤大漆、铜

单价：7000/8500RMB







鸱吻纹戗⾦金金·红 鸱吻纹戗⾦金金·⿊黑

⼤大漆变涂·蛋壳/螺钿 ⼤大漆变涂·红 ⼤大漆变涂·紫 ⼤大漆变涂·蓝 ⼤大漆变涂·绿



远近系列·大漆戗金餐桌

尺⼨寸：245*100*75

⼯工艺：⼤大漆素髹、⽊木作

材料料：红花梨梨⽊木、⼤大漆、铜

单价：95000RMB









远近系列·漆纹椅官帽椅

尺⼨寸：63*54*96.5

⼯工艺：⼤大漆素髹、⽊木作

材料料：紫⼼心苏沐、⼤大漆变涂

单价：12000RMB





远近系列·彩绘莲柜

尺⼨寸：103*42*129

⼯工艺：⼤大漆彩绘、古法琉璃、⽊木作

材料料：实⽊木、⼤大漆、琉璃

单价：80000RMB







远近系列·大漆牡丹屏风

尺⼨寸：( 60*192*5 )*4

⼯工艺：⼤大漆彩绘、⽊木作、⾦金金⼯工

材料料：实⽊木、⼤大漆、铜

单价：100000RMB







艺术系列·蛋壳回边几

尺⼨寸：60*60*65

⼯工艺：⼤大漆镶嵌、⽊木作、⾦金金⼯工

材料料：实⽊木、⼤大漆、蛋壳、铜

单价：定制咨询





艺术系列·宝贤老师作品

尺⼨寸：120*120*10

⼯工艺：⼤大漆起皱、⽊木作、⾦金金⼯工

材料料：实⽊木、⼤大漆、⾦金金箔、铜

单价：定制咨询



⾦金金 箔 ⼤大 漆





三造·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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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漆艺
LACQUEER



联系三造

www.sanzao.com  |  sanzao@seewellintl.net

http://www.seewellart.net  |  chenqijie@seewellintl.net

CONTACT US

三造文创工坊

威狮国际集团总部

+8618673204371

+8618650733887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616号
威狮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
上街镇厚美村厚美282号 福建省闽侯民间工艺品有限公司内三号厂房

威狮·禾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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