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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火开始
踏上创造之旅

欢迎大家的到来！ 

陶瓷是土与火再加上匠人的劳动一起来实现的艺术。韩国陶瓷财团一向致力于这一神秘艺术领域的
发展，并受到了众人的肯定，如今已发展成为了促进陶瓷领域交流与发展的国际性机构。

我们韩国陶瓷财团今后也将继续展望未来，并不断地关心与支持陶瓷艺术的发展。陶瓷好似一个生
物，正在呼吸，不断成长，陶瓷的未来也将有着无限潜力。但我们仍需不断地回顾过去的工艺与艺
术匠人们，拓展我们的眼光，以便让我们再次发掘陶瓷领域的新元素。过去的匠人不仅给我们注入
了艺术的灵感，还将引领我们朝着正确的发展方向迈进。

真诚希望各位参与到这一奇妙的旅行中来。

韩国陶瓷财团理事长

康禹铉
Kim Chan-Oh, Making S-曲线

第四届京畿道世界陶瓷双年展 图片选拔赛 受奖作品，韩国，2007

Gwyne Hanssen Pigott , 记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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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

从农村到城市，由各种产业、各类人群组成了我们的京畿道，京畿道政府支持韩国陶瓷财团，以促
进韩国文化不可或缺的本质——“陶瓷”的发展。
无论在世界任何国家，也没有像韩国陶瓷财团那样的先例，在明确的远景目标下支持作为国家文化
一部分的陶瓷。

韩国陶瓷财团的眼光并不仅局限于陶瓷领域，而是将眼光不断地扩大。我们财团坚决拒绝狭窄的思
想观念，并且将容纳世界所有类型的陶瓷文化，进而追求发展陶瓷文化的最佳之路。

陶瓷双年展的会址利川、骊州、广州将展现出传统、现代与超越现代的陶瓷艺术以及它们所展示的
发展面貌。敬请各位的光临，与我们一同分享这份对陶瓷文化的热情。

任务

‘陶瓷艺术家创作环境的大幅改善与陶瓷文化划时代的振兴’

‘以陶瓷材料为中心不断地改善生活文化环境’

‘将陶瓷文化融入我们的生活，以此来推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

2005京畿道世界陶瓷双年展[鹤纹镶嵌]现场制作表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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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三种类型、三个国家

过去数千年之间，韩国陶瓷一直是韩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优秀陶瓷传统的基础上，韩国产生了青瓷、粉青、白瓷等神秘形状的陶瓷，它们的出现给陶
瓷艺术的世界带来了诸多影响。

青瓷 –青瓷的秘密在于胎土、釉药包含的氧化铁所显示出来的天青“秘色”。氧化铁在白色
胎土中更显光亮，而在红色的胎土中却显出更灰暗的颜色。青瓷的烧制温度为1300°C，釉药包含
1-3%的氧化铁。

粉青 – 粉青是韩国独有的陶瓷类型，并且它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产生的。高丽时代
末期随着官窑的日益衰落，陶瓷匠人们便开始建造自己的窑炉，粉青这一朴素的陶瓷形式便在
这些窑炉中诞生了。从那以后的200百年时间里，粉青一直备受青睐，但自从简练的陶瓷上市以
后便逐渐地被淘汰出了市场。

白瓷 – 朝鲜白瓷是由官窑开发的。朝鲜时代主管王宫饮食的“司饔院”规定只有宫廷与中
央政府才可以使用白瓷。在白土上施透明釉的白瓷比青瓷更坚硬、清淡、实用。司饔院于1467
年在京畿道广州设置官窑并开始生产白瓷，之后白瓷便成为了朝鲜具有代表性的陶瓷作品。

韩国、日本、中国 –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也都站在了世界陶瓷领域的中心。中国、
韩国、日本在过去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直生产兼具功能性与实用美的陶瓷，给世界陶艺界带
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回顾历史，中国是亚洲陶瓷史上第一个陶瓷中心国家。在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韩国在陶
瓷的生产、技术、艺术探索等方面均超越了日本。

17世纪初，日本人购买了朝鲜人模仿中国陶瓷生产的陶瓷器皿，并在朝鲜陶瓷生产技术的基础
上生产出了他们的陶瓷。从那以后，韩国、日本、中国的陶瓷艺术家开始生产出富有创意的陶
瓷器皿，并一直站在世界陶瓷领域的中心，在世界陶艺界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Park Seung-Phil, 韩国传统转盘

第四届京畿道世界陶瓷双年展图片选拔赛受奖作品，韩国，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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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找回失去之物
从传统出发的新巨匠

韩国陶瓷的衰退

经过日帝强占时期与二战以及将整个国土变为一片废墟的韩国战争以后，1955年的韩国陶
瓷站在了一个岔路口之上。殖民统治与战争给艺术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韩国的艺术家
也不例外。对陶艺家来说，最迫切的是温饱问题，而不是去维系一个国家的文化。故此，他
们无法维持熟练的技术，学徒们也自然离他们而去。

在这一艰苦的环境中，韩国的陶艺家为了生存做出了惨烈的斗争。上世纪10年代，工业化
的“模仿”陶瓷开始大量生产，然而再加上消费者的购买倾向也发生了变化，塑料等近代
发明开始让有着500年传统的朝鲜陶瓷走上没落之路。

韩国陶瓷的新时代

上世纪30年代，有很多陶瓷匠人开始搬迁到他们的家乡或一些遥远的地方。自从这一“出
走”后，韩国的陶瓷艺术开始呈现出新的倾向。随着正式教育的开展，就像700年前粉青陶
瓷诞生那样，富有“民俗”色彩的陶瓷开始发展起来。从那时候起，韩国的陶瓷样式开始走
向了多样化。

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陶艺家们紧跟国际趋势发掘出了他们自身的潜力。他们仍旧保持着
传统的形状与技法，但韩国陶瓷杰作中的表现与艺术灵感已不再受传统形式的约束。但是
现在的韩国陶艺界仍用三个类别来区分韩国著名陶艺家的作品。

青瓷：You Geun-hyung、Hwang In-choon、 粉青：Ji Soon-taek、
Han Chang-moon、白瓷：An Dong-oh、Kim Wan-bae.

Lee Hyang-Gu,   白瓷唐草纹透刻壶

Lee Hyang-Gu, 白瓷透刻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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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Eui-Sup, 绘画娄碗

粉青土，转盘胚土成型，粉妆，绘画

Lim Eui-Sup, 绘画娄碗

粉青土，转盘胚土成型，粉妆，绘画

Park Jae-Guk, 母爱

混合土，转盘胚胎成型，浮雕，线刻，刷子，铁画

Ko Hee-Sook, 水之记忆

瓷器黏土，注入成型，转盘成型

Lee Myung-Gyun, 河滨青釉水指和支撑

白土，转盘成型，青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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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双年展与其超越（Biennale and Beyond） 

世界陶瓷博览会财团在2001年举办了第一届世界陶瓷双年展。目前世界上虽有很多双年展在

举行，但集中讨论陶瓷这一领域或持续关注陶瓷的双年展却是寥寥无几。（世界陶瓷双年展的

名称从2011年起改为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

在全球的各类陶瓷双年展中，韩国举行的世界陶瓷双年展，无论是在作品的卓越性、调查研究

的严密性、还是规模与互动性等领域上都是受到众人肯定的，并已发展成为了名副其的“世界”

陶瓷双年展。

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的宗旨是向国际社会展现出韩国陶瓷的面貌，并显示我们对有着一千年历

史的韩国陶瓷的自豪与信心。

作为文化活动，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将继续不断地扩展陶瓷艺术的领域与界限，以后也将一如

既往地拓展国内外的陶瓷市场。卓越的创意便是陶瓷艺术与陶瓷产业相结合的结果，京畿世界

陶瓷双年展为综合介绍陶瓷艺术与产业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与此同时，在双年展里将会介绍

世界上受到认可的艺术家们，以此来促进不同陶瓷文化圈之间的交流。

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以后也会发展文化、艺术、陶瓷产业到实用性等所有领域，为发扬陶瓷所

拥有的永远价值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2001年世界陶瓷双年展的主题是“以土塑造未来”，2003年的主题是“创造的热情、传统的格

调、生活的香味”，2005年的主题是“文化的桥梁——陶瓷”，2007年的主题是“塑造亚洲的未

来！”，2009年的主题是“火之冒险”，历届世界陶瓷双年展的主题充分显示了陶瓷振兴财团所

追求的目标。 

Seung Jae-Min, 牡丹与水珠，瓷器黏土躯干

肥沃，瓷器黏土躯干

Spider and Waterdrop 
蜘蛛与水珠，瓷器黏土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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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
现代陶瓷艺术的中心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

集中探讨现代造型陶瓷的利川世界陶瓷中心每年接待了许许多多的观众。他们有的是为了观摩

特别展，有的则是要享受视觉上的快感。还有的观众是为了一边观摩这里提供的广阔艺术世界，

一边分析现代陶瓷所带来的艺术、文化影响而光顾利川世界陶瓷中心的。

Toyaseum 

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多的观摩机会，财团的高管与职员自发地作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决定。根据

这一决定以往的办公楼变为了展厅。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创意无限的新展厅出现了，多达3,000余

件的财团收藏品将在这里轮流地被展出。

到目前为止，财团大部分的收藏品未能向外公开。随着Toyaseum的开馆，观众能够参观到更加丰

富多彩的作品。展出的作品当中有的作品则是首次向外公开。这一展览空间为以往被隔离于财
团收藏库的收藏品注入了新的活力。

创作中心

创作中心可以说是一所多功能的复合型文化空间。这里除了展厅外，还设置了提供尖端技术支

持的艺术信息中心、学术研究以及艺术创作空间、娱乐设施等。

兼具多种功能的创作中心将成为陶瓷主题公园的主要设施，并会成为国内外驻场艺术家项目基

地，这里还会邀来陶瓷领域的各类专家，让其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富有创意的基础设施

Lee Chun-Bok, 森林

白瓷土，纸，重叠垒积单个体

Shingo Takeuchi, 镶嵌装饰坛子

卷取(Coiling)，石器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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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州 

生活陶瓷 

色彩、节奏与日常

骊州世界生活陶瓷馆

骊州世界生活陶瓷馆将展出世界最尖端的“生活”陶瓷设计，观众在此地能够体验到既革新又富

有创新感的美感以及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精品生活陶瓷。

骊州世界生活陶瓷馆的展览虽以餐具为主，但室内装修、照明灯具以及建筑用陶瓷等相互结合的

独特艺术类型也将期待着观众们的到来。

现在我们引进星期的概念，将人、水、火、土、金属、光、木等自然元素来作为布展主题，并逐

个构建展览空间。这一展览运用表现力、形状、技法与艺术感觉等形式来激发创意，颇受陶艺家

与设计师的好评。

骊州世界生活陶瓷馆让我们联想起空荡荡的画幅，它也正在改变着观众对生活陶瓷设计的认识。 

骊州世界生活陶瓷馆位于南汉江旅游区，周围有神勒寺等美丽的自然景点，在它旁边的便是南汉

江流域

   Lee Eun-Joo, 点，点，2009 

  白瓷黏土

Jung Gil-Young, 花盆，2009

骊州世界陶瓷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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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分院：朝鲜官窑

京畿陶瓷博物馆

1467年朝鲜王朝在广州设置官窑——司饔院分院，以求长期稳定地供应宫廷所需瓷器。从那以

后，一直到19世纪末走上民营化之路为止，在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最优质的白瓷都是在广州分院

生产的。

京畿陶瓷博物馆成立的宗旨在于收集、帮助、研究、展览韩国陶瓷相关的文化遗产。

韩国传统陶瓷的常设展览将介绍韩国陶瓷的制作史与其传统，韩国陶瓷博物馆不仅拥有早期的陶

瓷，还收藏了各种传统陶瓷。陶瓷教育是韩国陶瓷博物馆的核心活动项目，以求增进民众对陶瓷

的了解，并通过此类教育让人们能够了解并发现审视陶瓷美的这门学问并不是单调乏味的。

博物馆的活动当中研究活动所占的比重较大，对古文件、考古学方面的调查、窑址的挖掘等也都

是京畿陶瓷博物馆的重要活动项目。博物馆位于几个窑址所在的山脚，这些窑址中的一个将搬迁

到博物馆的院子里，然后通过研究调查将所收集到的全部资料严密分析，最后认为合适的将用于

博物馆的展览和教育用途。

京畿陶瓷博物馆是大韩民国学术活动的中心，也是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根基，从为儿童、成人观

摩游客精心设计的体验型活动到韩国美术史、材料、陶瓷制作技法等讲座，京畿陶瓷博物馆都为

人们设立了各种的教育课程

青瓷镶嵌莲池纹扁瓶

高丽13世纪，高 28.0cm，瓶口直径 7.0cm，瓶底直径 9.0cm

粉青象樽，

朝鲜16世纪，高 20.3cm，躯干 28.1cm×16.5cm

京畿陶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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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陶瓷 _ 新政

陶瓷“新政”事业

造型艺术从匠人手中诞生并成长。以前制作的工艺作品是纯粹的艺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喜欢上了兼具

美丽形态与功能的实用性作品。

功能是陶瓷不可或缺的部分，回顾近代史，功能一向凌驾于形态之上，对功能与形态这两方面来说都是不利的。艺

术家或着是匠人们都在这种斗争中受了伤。为解决这些问题，韩国陶瓷财团引进了上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模

式，为韩国陶瓷产业注入了活力，以此来实现当地经济与陶瓷产业的腾飞。

新政事业将成为提高陶瓷制作的效率，实现陶瓷产业繁荣昌盛的新契机，这一想法跟其它妙计一样其基本目的是单

纯的。

新政事业的第一阶段是购买未能销售或未能受到重视的陶艺家的优秀作品，这样不但可以解决短期之内陶艺家的

资金周转问题，也将为营造韩国陶瓷财团的陶瓷主题公园打下一定的基础。

陶瓷主题公园

营造新的陶瓷世界，让人获得全新的认知 

陶瓷主题公园

“新政”事业将作为“陶瓷主题公园”这一全新事业的根基。 

主题公园的主要组成要素之一就是“人”。因此主题公园将关注陶艺家、学者、记者，这些人员

要素，并运营由这些人员发挥重要作用的驻场项目。这里不仅能让观众在近距离观摩艺术家的创

作活动，还可以通过在“现场”与艺术家沟通的驻场项目为旅游产业做出一定的贡献。陶瓷主题

公园将会以现代造型陶瓷为中心，从环境陶瓷到生活陶瓷，在各种的主题下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作

活动。

通过逼真的体验活动，观摩游客可以拥有各自的塑造陶瓷，成为艺术家、匠人的梦想。为观众打

造成为陶艺家的梦想，并增进文化观光同时，围绕这一公园建立的国内外陶艺界信息库也将吸引

来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在“新政”的基础上，促进国际陶瓷文化产业的最后一个要素就是“呈现”。这其中包括介绍富

有潜力的艺术家，呈现陶瓷的美与其功能，展现陶瓷的朴素与对人体的益处，呈现自古以来的亲

密的形态，并强调它的正值与其卓越性等等。

其实“新政”的大部分是给我们的任务，包括对自然环境的信赖，要有一份意愿去创造更加精致

有用的东西，这些都无异于我们所奉行的“传统价值”。

真诚希望各位见证我们的这一努力。

利川陶瓷主题公园 规划方案陶瓷新政事业所收集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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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届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

GICBiennale 2011

意义深远的国际活动

恰逢成立十周年之际，为加强并重新定位韩国陶瓷财团，2011年举行的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将

在“火之旅行”这一主题下，谈论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以及陶艺界自己的特定问题。

2011年世界陶瓷双年展的三大重点是改进、开发与改革。在成功举办过5届双年展后，京畿世界

陶瓷双年展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享有声誉和受到了国际认可，现已发展成为了世界规模最

大的国际双年展。

如今正是世界陶瓷双年展回顾过去，展望2011年的关键时刻。凡是关注2011年世界陶瓷双年展

的人，都须提出相应的意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和机构能独自提供完整的答案，所以这里的

很多问题都急需解答。

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将一如既往地扩大陶瓷这一领域，并已经作为陶艺家的国际盛会落地生

根。故此它已能超越陶瓷这一范畴，在全国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国际性文化交流的场合。

双年展已经转变为了国际陶瓷学术会议、艺术讨论会和任何艺术形式的文化活动舞台，并已成

为了庆祝所有文化活动的庆典。

艺术家、学者、哲学家将前来参加的2011年的世界陶瓷双年展，这里将为艺术家、学者、哲学

家们提供交流的场合。富有活力的展览、谈论双年展主题的各种研讨会、讨论陶瓷产业未来的

各种讨论会都将恭候各位的光临。

富有朝气，兴致勃勃的文化交流与国际合作将不断地开展，不断地进行，不断地发展，这样的

过程将通过土与火的语言来推动，这就是“陶瓷新政”。

与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

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签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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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

韩国的面积为20万平方公里，位于远东地区的中心。这一地区
一向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地区。西边有中国，东边
有日本，北边有西伯利亚，南边有太平洋的韩国自古以来海运
就很发达，当然，北亚地区的贸易活动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韩国早在8世纪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东地区接触，主要
交易的商品便是陶瓷与丝绸，就是在向西欧的交易品当中它们
也占了颇大的比重。

流淌于韩半岛的且流域面积最广的汉江贯穿京畿道，京畿道有
2,500万人口，这相当于南韩总人口的二分之一。京畿道的中心
是韩国的首都首尔，京畿道北部与北韩接壤，西边是海岸。京
畿道的面积超过南韩总面积的10%以上。

京畿道 

京畿道夏季炎热，冬季多雪，年降水量充足约为1,000毫米。京畿

道山地多，下雨就湿润京畿道各地，从这样的情况来看，京畿道已

然具备优质的土壤、丰富的木材、干净的水源等条件来支持优质陶

瓷的生产。 

由于京畿道临近海岸，又被汉江贯穿而过，并包围朝鲜王朝的首都

首尔，因此它具备的优越条件满足了朝鲜王朝与民众对陶瓷的需

求，不仅如此，它也能满足中国、中东与欧洲等国际市场的需求。

ICHEON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

(467-020)韩国京畿道利川市官庫洞山63-1
T.+82 31 645 0730

YEOJU 
骊州世界生活陶瓷馆

(469-809)韩国京畿道骊州郡骊州邑川松里301-1
T.+82 31 884 8644

GWANGJU 
京畿陶瓷博物馆

(464-873)韩国京畿道广州市实村邑三里72-1
T.+82 31 799 1500

韩国陶瓷财团©2010

(467-020)韩国

京畿道利川市官庫洞406

www.kocef.org

中国

首尔

京畿道
西海

东海

俄国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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어려움을극복하고 크게 발전하는 한국도자문화 

일제강점기와 수 차례에 걸친 전쟁으로 인해 한국도자는 침체기를 겪게 되었지만, 
어려움 속에서도 한국도자의 정신을 이어온 장인들에 의해 한국도자는 다시 살아
나게 되었습니다. 이러한 새로운 역사적 조건하에 한국 경기도정부에서는 정부출
연기관으로 한국도자재단을 설립하여 한국도자문화를 실질적이고 지속적으로 발
전시켜 나아갈 것을 목표로 하고 있습니다. 이를 시작하는 의지의 표명으로 지난 
2010년 4월부터 영세한 도예가들로부터 도자창작 소재 매입을 통해 사무실로 사용
하던 건물을 수장고 기능을 겸한 미술관으로 개조하여 한국도자발전의 새로운 시
발점이 될 토야지움(TOYA+Museum)을 준공하였습니다.

 하나의 목표로 일구어낸 도자의 결실

한국도자재단은 무한한 잠재력을 갖고 있는 한국도자문화의 전초기지 역할을 다하고 있습니다. 
한국도자문화의 발전을 위하여 도예가들을 실질적으로 지원하는 도자뉴딜사업을 통해 도자테마파
크를 조성하고 있으며, 이를 도자비엔날레로 관람객들에게 공개하여 도자의 필요성을 널리 알리고 
도자를 일상생활의 중심으로 이끌어냄으로써 생활환경을 개선시켜 나가고 있습니다. 
뿐만 아니라, 이천, 여주, 광주 지역도자의 과거, 현재, 미래 등 모든 발전 양상을 보여줄 수 있는 
도자전문미술관을 운영하고 있습니다. 이 모든 것을 통해 한국도자의 문화적 우수성을 세계에 알리고 
세계의 도자문화를 한국으로 모으고 발전시켜나가고 있다.한국도자재단은 한국도자에 근본을 두고 
세계적인 시야로 한국도자문화의 주도적 역할을 확고히 해나가고 있으며, 한국도자문화를 전세계 
모든 영역으로 확대·발전시켜 나가고 있습니다.

청자상감포류수금문 병, 1991년, 고 유근형 백자청화모란문 큰항아리, 19세기, 조선시대

민화-회혼례도, 18세기, 조선시대

분청인화국화문 합, 15세기, 조선시대

토야지움 외관 도자 화단

토야지움 내부전경

이천세계도자센터 전시장 전경

사무실을 개조한 수장고형 미술관 토야지움 외부전경

전통가마에서 도자기를 보는 장면

역사

현재

미래 

(467-020)한국 경기도 이천시 관고동 산 69-1

TEL  + 82 31 631 6501   FAX  + 82 31 631 6648

www.kocef.org

기간 :  2011년 9월 24일 ~10월 23일
장소 : 이천 · 여주 · 광주  , 파주

삼국의 교류를 통해 일궈낸 삼색의 도자문화

한국, 중국, 일본은 일찍부터 높은 온도에서 구운 유기질의 자기를 생산하면서 세계 
도자사의 흐름을 주도하였습니다. 문화교류에 있어서 중국이 항상 전초기지 역할을 
하였고, 중국의 문화를 한국이 받아들이고, 이를 다시 일본에 전파하였습니다. 
삼국은 상호간에 교류를 통한 영향관계가 뚜렸하였지만, 각자 독창적인 도자문화를 
일구어 왔습니다. 송나라 태평노인의 <수중금>에서 누구도 따라 할 수 없는 천하제일의 
것들이라 하여‘건주의 차촉 지방의 비단’,‘정요백자 절강의 차’와 함께‘고려의 비색’
[태평노인 원문을 열거, 기타 산물에 대한 극찬 포함]을 꼽아 한국의 청자를 칭송한 것
을 보면 중국으로부터 영향을 받았지만 한국의 도자문화가 독창적이라는 것을 알 수 있
습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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