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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FCA

2015年设立，到2018年设立的3年期间，在横滨美术馆
及京都市国际交流会馆举办了2个大型专题座谈会，和
4个日本国内的文化讲座。开展了在中国北京的普及扩
展活动，参加了中国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等活动。

网址
日本本部 http://afca.asia/
香港支部 http://www.hkafca.asia 1



◆ 几何造型
英国的英式传统花艺和美国的美式花艺是以几何形状作为外轮廓的设计。几何造型设计的理
念传入日本后，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逐渐成为了花艺设计的基础理念。几何造型在最初装饰性
花艺设计的学习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AFCA的48个花艺主题中有6个采用了几何造型的设
计理念。几何造型即使在现在，婚礼和教会的装饰，展示和酒店的装饰，日常的花艺等装饰性
设计理念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 德国的花艺设计理念
几何造型设计理念之后，传入日本的是被称为欧式设计理念的德国设计理念。AFCA学习吸取
了欧式设计的基础设计理念「自然构成」和通过技巧・构造・形和线的构成法来发现每朵花的个
性，然后将其展现在作品上的造型方法。

◆ 日本花道
日本花道的流派和团体非常多，各流派有自成一套的想法和理论。AFCA的日式花道选取花道
中基础的概念综合而成。

◆ 婚礼花课程
除了英美式几何造型，德国欧式花艺理念，AFCA日式花道理念，AFCA还加入了非常实用的
婚礼花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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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证课程

▶基础科 Basic Course          12主题

趣味活用，初阶知识

▶本科 Regular Course                12主题

基础知识技术学习

▶专科 Special Course                12主题

      研究自己的设计，迈向AFCA讲师资格认证

▶婚礼花科 Wedding bouquet  Course 12主题

婚礼花艺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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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A讲师
 

AFCA认证讲师

婚礼花科12主题

基础科 12主题

本科12主题

专科12主题　　

证书发行费
（US$120）

证书发行费
（US$120）

证书发行费
（US$120）

证书发行费
（US$120）

AFCA讲师考试费（US 
$200）合格证书发行费
（US$200）

申请认证登记

认证讲师登录年费（US 
$200）

＊持有基础科12主题，本科12主题，专科12主题和婚礼花科12主题的AFCA认证资格的讲师，可在教授完各科的12个主题后，颁发各级证
书。
＊可以只履修婚礼花科。
＊完成4个科目后可以参加认证讲师考试。
＊讲师考试合格后可成为AFCA讲师，可以申请合格证书。（US$200）
＊讲师可以得到协会的定期教学资料以及参加进修讲座。
＊讲师可以登录为认证讲师，认证讲师可为学员申请协会的证书和申请讲师考试。4



AFCA证书
Special Course

此外
Basic Course　　　
Regular Course
Wedding Bouquet Course
根据课程不同，证书颜色也会不同

证书预定以后在理事长的签字和立体印章上添加色带贴
纸。
讲师认定证会采用不同的设计样式。

认定证书预定以后会放在印有金字的盒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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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作为日本地表参加第３回 Interflora World Cup。获得婚礼花部第3名。

1997年／　作为亚洲代表在德国 IPM Essen（国际花卉展示会）做示范展示

2001年／创办“Ｂｌｕｍｅｎｓｃｈｕｌｅ（花阿彌花艺学校）”。

2006年／在韩国，高扬世界花博览会上做示范展示。

2007年／作为社团法人日本花艺协会（NFD）的第一代编纂委员长吸取欧式花艺理论

　构筑了NFD理论。并致力于新资格鉴定考试和教学课程教科书的出版。

2007年／在中国上海举办的花博览会做示范展示和竞赛的审查。

2007年／担任社团法人日本花艺协会（NFD）的理事长（2007/6～2009/5）。

2008年／为了培育世界通用的指导者，和Gregor Lersch 一起开办了“International Teachers

　of Floristry（INT）”研究讲座。

2013年／成为新加坡花艺竞赛的审查员，并担任以后每年的竞赛审查。

2013年／担任比利时STICHING主办的“International Floral Art 14/15”竞赛审查。

2015年～担任一般社团亚洲花协会AFCA理事

现在，以花阿彌花艺学校课程为中心，同时在世界各地进行演讲・示范展示等，并全心致力于指导者的培育。

 讲师介绍

         久保数政　Kazumasa Kubo

株式会社花阿彌　    代表取缔役社长・主办人

International Teachers of Floristry Japan   运营代表

Gregor Lersch Edition                      亚洲代表

公益社団法人日本花艺協会　        原理事长

一般社团法人亚洲花协会 AFCA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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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荣获滋贺县知事作为技能鉴定委员的表彰
2012　荣获厚生大臣作为技能鉴定委员的表彰

1980　The Old Schoolhouse of England 留学（学习了Rona Coleman女史）

2001　创办公益社团法人日本花艺协会公认校
2005～2010　担任公益社团法人日本花艺协会理事
2010～2015　担任公益社团法人日本花艺协会理事长

2011　担任World Association of Floral Artist美国世界大会竞赛审查员

2014 担任 World Association　of Floral Artists爱尔兰世界大会竞赛审查员

2015  担任Interflora World Cup世界大会日本选手权大会审查员

2010～2018　担任世界兰展花艺部审查员
2015　在中国北京开办婚礼花艺示范展示和体验讲座。

        回渕昌子　Masako Mawaribuchi

株式会社　花治　常务取缔役
Masako　花艺学校 主办人
一般社団法人亚洲花协会 理事长
滋贺县花艺装饰技能考试首席鉴定员
公益社団法人日本花艺协会名誉讲师
厚生劳动省认定1级花艺装饰技能士
滋贺县职业训练指导员
日本花道池坊协教授准华匡「回渕秀峯」
一般社団法人全国技能士联合会认定　花艺装饰全技连资格认证NPO法人
日本园艺福祉协会认定　园艺福祉士

现在，还有其他14名讲师在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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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携提案一　　　在日本开讲

讲习内容 讲习地点 费用 备考

第一天
AM  关于理论等的讲义 札幌、茨城

群马、东京
京都、滋贺
兵库、千叶

1人
3天
US＄100

①费用包含花资材，课本，
证书发行，午餐，翻译费。
②住宿费，观光费，机场接
送费用另算。
③也可以去香港听讲。

PM　Lesson NO1~2

第二天
AM　Lesson NO3~4

PM　Lesson NO5~7

第三天
AM　Lesson NO8~9

PM　Lesson NO10~12
＊会事前给讲习结束后想去观光的学员准备旅行指南。

＊学员超过5名以上，费用需要在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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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携提案二　　　派遣讲师

课程 讲习时间 讲师人数 派遣时间 备考

基础科

快 3天

讲师2名

5天 ①学员最多不能超
过40人。
②学员超过40人以
上增加讲师。
41～60名　3名
61～80名　4名
③讲习前的2天为
花资材的准备时
间。如果主办学校
可以准备的话，准
备时间可以缩短为
1天。

中 4天 6天
慢 4天×2次 6天×2次

本科

快 3天 5天
中 4天 6天
慢 4天×2次 6天×2次

专科

快 3天 5天
中 4天 6天
慢 4天×2次 6天×2次

婚礼花科

快 3天 5天
中 4天 6天
慢 4天×2次 6天×2次

考取证书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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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携提案二　费用参考表　

＊ 证书的费用请在开办讲习2周前汇入协会的账户
     讲习会结束当天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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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备考

讲师费用/人 US$400/天 讲师基本是2名  US$800/天

交通费 机票由讲师预约经济舱 主办学校负担

住宿 酒店由主办学校预约 主办学校负担

花资材 讲师指定
主办学校负担     当地市场调配
资材可以事先讨论调配方法

证书 US$120/人 全部学员

翻译1名和负责人
主办学校准备

协会可以协助翻译的派遣
机场接送  讲习期间的接送
讲习会的接待等



主题照片鉴赏

Basic Course　No6　并行
装饰 Regular Course　NO15　垂直花艺

Basic Course　No12　
AFCA花道

Basic Course　No10　形和线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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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体验课

•我们的小课程

• 12月跟客户一起去体验了花协的基础课，虽
然短短两日的课程，但是大家都是收获不小
的哟＾＾

• 上课体验很轻松，老师很温柔的，还很贴心
帮我们准备小点心，大家互相交流心得，欢
乐很多耶

• 两天时间完成了四个美美的作品，收获满满
，心情愉悦，闹市中的烦恼都一扫而光～修
生养性

•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吧



自然型花艺

• 第一个是自然主题的插花

• 在圆形花器中栽培出一个小小
的自然景观。热爱大自然，享受
自然景色的朋友可以在小小的
花器中做出独特的属于自己的
秀逸的作品哟

• 这是老师在生动讲课，学生在认
真听课的模样，最后作品完成展
示，是不是很心动呢～



半球形花艺

• 第二个是半圆形花艺学习，这种
几何结构且对称的花很适合节
日装饰和婚礼装饰。

• 主要用康乃馨，玫瑰等比较鲜艳
，常见的华材，很方便买到。虽
然这种作品看起来很精致，但是
很容易上手哦，完成后会有一种
满满的骄傲感

• 最后会包装成礼物的样子，是送
朋友恋人的绝佳礼物呢



完成品



垂直型花艺

• 第三个是将花朵形状突出表现
的垂直感花艺。

• 这种花艺制作简单，花的种类也
不拘泥，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挑
选。是最适合初学者在家轻松完
成的作品哟，可以摆放在迎客的
玄关处，生动漂亮，增添了丰富
的色彩



主题花艺

• 第四个是为了迎接圣诞节的到
来，我们做的圣诞花环。

• 虽然看起来制作环节复杂，但是
跟着老师一点点完成后，看到漂
亮温馨的花环，成就感十足，这
些作品都可以带回家装饰哦，圣
诞花环挂在门上节日气氛十足。



制作和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