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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2011 

火之旅行

2011年9月23日起，在韩国陶瓷之乡京畿道的三个城市里将举行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Gyeonggi Interna-
tional Ceramix Biennale 2011)， 在为期一个月的陶瓷庆典中，我们恭候着世界陶瓷艺术家们的驾临。

世界陶瓷双年展(CEBIKO)自2001年举办以来，在过去的十年间作为世界陶瓷艺术家的盛会一直备受

瞩目，如今又将迎来新的十年迎来一个全新的挑战。我们将为世界各国的陶瓷艺术家与陶瓷爱好者

们展现一个全新的变化，并在“火之旅行”的主题下，将所有艺术领域融入到陶瓷的世界中，展示

一个全新的“CERAMIX ART FESTIVAL”，以此探索陶瓷艺术的新远景。

在本届双年展中，我们以“土”为媒，并以“火”为介，让大家心心相聚，让大家创作的热情沸

腾，一起踏上一条与众不同的想象之路。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这些尝试能够成为一个促进世界艺

术家与爱好者们沟通的契机。

陶瓷双年展为实现艺术与生活的融合，并为世界陶瓷艺术家的创作赋予永远的生命，在韩国京畿道

的三个城市利川、骊州、广州营造艺术公园，我们称它为CERAPIA（陶瓷乌托邦）。

我真诚希望与各位在韩国的CERAPIA相会。

韩国陶瓷财团理事长

康禹铉



主要活动

竞赛展

• 陶瓷竞赛展“CERAMIX”（利川、骊州、广州）
• 第4届美丽的韩国陶瓷（广州）

展览 

• 世界现代陶瓷展：火之旅行（利川）
• 陶瓷之路（利川）
• 设计精选（骊州)
• CERAMIX设计(骊州)

• 陶瓷三国志：韩中日传统陶瓷交流展（广州）

户外展览

• CERAMIX自由造型展（利川）
• 世界陶瓷建筑展（广州）
• CERAMIX公共设计展（坡州临津阁公园）
• 生活陶瓷廉价名品展（骊州）

研讨会、讨论会 

• 国际陶瓷学术会议 
• 学术讨论会I：陶瓷技术与设计的融合

• 学术讨论会II: 在公共设计领域的CERAMIX 

国际陶瓷艺术家驻场项目

• 造型（利川）
• 传统陶瓷（广州）

国际陶瓷培训营 

• 韩中陶艺家交流合作培训营（利川）
• 世界青少年CERAMIX培训营（利川）
• 生活陶瓷设计培训营（骊州）
• 世界窑炉建造培训营（广州）

全国大学生CERAMIX培训营（骊州）

庆典

1. CERAMIX庆典 

• 京畿CERAMIX丰收庆典
• CERAPIA开幕式

2. 焰火活动

• 世界窑炉接力点火开幕式
• 周末焰火庆典
• 传统窑炉“出炉”活动

3. 饮食庆典
• 烧烤庆典
• 韩国烤肉庆典
• 精美餐具摆设庆典

4. 演出

• CERAMIX乱打演出 
• 周末全国农乐接力庆典 
• 周末文化演出 

5. 体验型活动

• 儿童、青少年陶艺家体验 
• 街头陶瓷作坊
• 周末陶艺学校

6. 市场

• 生活陶瓷特别销售场
• CERAMIX艺术销售场

超过界线

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2011

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在世界陶瓷艺术庆典中向来以规模与内容著称，并享有世界之最的美誉。由于

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在世界陶瓷艺术界中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因而备受众人青睐。 

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自2001年举办以来，在以往5届的活动中不但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展览及文化活

动,还审视了世界各国的陶瓷历史与陶瓷艺术，并提出了陶瓷产业的未来。不仅如此，活动还盛情

邀请了世界著名的陶瓷艺术家，他们的到来也为世界陶瓷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至今，京

畿世界陶瓷双年展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陶瓷艺术家们与世人欢聚一堂并尽情享受其中的文化庆典。

但我们并不满足于现状，回顾与总结过去十年的成就与历程，今后我们应站在文化、艺术、工业的

层次上去探索陶瓷的价值，为让韩国的陶瓷文化进一步腾飞继续不断地做出我们的努力。我衷心期

待从2011年的双年展开始，我们能够欣赏到通过Mix & Match而诞生的、富有创意的陶瓷作品。京

畿世界陶瓷双年展（GICBiennale）也将是世界陶瓷双年展的新名称。 

主题 火之旅行

时间 9月24日（周六）~ 10月23日（周日）
 30天 9月23日开幕

地点 利川、骊州、广州、坡州（临津阁公园）

承办 韩国陶瓷财团 

主办 京畿道   

内容 竞赛展、展览、研讨会、交流活动、庆典   

协办 文化体育观光部
 行政安全部
 知识经济部
 外交通商部
 教育科学技
 术 部
 IAC
 NCECA 



火之旅行

地球深处喷发的火焰变为岩石，
而那座岩石又经历了岁月，风雨洗刷而化身为尘土。
再将那岁月的泥土重新用火来塑造，这样的过程便是陶瓷艺术。

创作的火焰不断地改其形，换其色，变其质，让一切发生着变化。
陶艺家们对土，对火或许在斗争着，或许在顺应着，
但都怀着冒险进取的精神，继续地走在这“火之旅行”的大道上。

我们将创作之火改变一切的整个过程诠释为“火之旅行”。
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2011将关注这段“火之旅行”。

超过界线

竞赛展

1. 国际竞赛展“CERAMIX”(利川 / 骊州 / 广州)

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国际竞赛展是审视世界现代陶瓷艺术趋向的世界最大规
模的陶瓷竞赛展，它将让我们观赏到世界各国参展优秀艺术家们丰富多彩的
作品。

2011年第6届竞赛展为了进一步探索陶瓷的应用范围与其发展可能性，将其应
征范围从以往的陶瓷作品扩大到了与陶瓷相结合的其它领域的作品，应征范
围也将从以往的生活、造型陶瓷，扩大到包括传统陶瓷在内的三个领域。获
奖作品也会按其分类分别以造型陶瓷在利川，生活陶瓷在骊州，传统陶瓷在
广州的划分予以展出。竞赛展的具体内容将于2010年10月公布在韩国陶瓷财
团网站上。www.kocef.org

• 报名申请将从2011年1月起开始。
• 奖金

大奖 1件  各50,000,000韩元（≒US＄43,000）

金奖 3件    各20,000,000韩元(≒US＄17,000)

银奖 6件  各10,000,000韩元(≒US＄9,000)

铜奖 6件  各6,000,000韩元(≒US＄5,000)

特别奖 6件 各2,000,000韩元(≒US＄2,000)

评委奖 5件 各1,000,000韩元(≒US＄1,000) 

2. 第4届美丽的韩国陶瓷展

“美丽的韩国陶瓷竞赛展”的宗旨在于挖掘新一代陶瓷艺术家与陶瓷作品，
继承并运用现代造型理念重新探索韩国传统文化的造型精神。
通过美丽的韩国陶瓷竞赛展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作精神上反映并继承韩国独有
情绪，工艺上显现出卓越完成度，材料上富有创意并极具创作新美感，且适
合我们生活的全新陶瓷。
竞赛展的具体内容将于2010年10月公布在韩国陶瓷财团网站上。
www.kocef.org



知识的扩展

展览,
研讨会、讨论会

观摩 – 展览

1. 世界现代陶瓷展“火之旅行”（利川）

“火之旅行”是本届双年展精心筹划的展览。本次展览在“火之旅行”的主题下，将着重介绍世
界著名陶瓷艺术家的作品，并提出陶瓷领域崭新的观点。如果说历届5次的双年展注重的是陶艺家
与“火”之间的关系，那本届世界现代陶瓷展则注重探讨艺术家们在表现个人、艺术精神时该站在
什么立场以及怀着什么样的态度，并以“火”这一关键性因素，来考察现代陶瓷见解的多样性。

2. Ceramic Road 陶瓷之路（利川）

陶瓷之路展览将以纪录片的形式介绍“创造之火”是如何越过大陆与各个文化圈来创造历史，开创
文明，世界主要瓷都诞生的历程。我们将用全新的眼光来介绍世界主要陶瓷之乡，介绍它们以创造
的热情再加上土与火相辅而成的每个地区不同的陶瓷文化，以及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与他们的作品，
并重新审视世界陶瓷的今天。 

3. 设计精选（骊州) 

这将是众多陶瓷厂商、设计师、陶艺家、建筑家、时尚设计师等在各种领域活动的艺术家们开展合
作，创造新生活陶瓷品牌的展览。这次展览不仅将展出事先策划生产出的合作作品，还将通过“设
计精选”的方式生产出展现每个艺术家的特性的陶瓷品牌，这一展览作为一项实践性展览，验证今
后以各领域合作的方式来开发最高档生活陶瓷品牌的可能性。

4. CERAMIX 设计（骊州) 

陶艺家、工艺家、设计师开展合作并提出符合现代美感、现代生活风格的高品质生活文化。不仅是
餐具，还有家具、生活用品、时尚服饰等生活空间的所有物品都将与陶瓷及其他领域的材料、技法
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在蕴含着韩国美的布展空间里予以展出。

5. 陶瓷三国志
韩中日传统陶艺交流展（广州)

在各种文化交叉发展的时代里，韩中日文化的角色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一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从陶瓷历史与交流的背景上来看，韩中日三国的现代传统陶瓷艺术都建立了其独特的陶瓷传统，
陶瓷三国志展览将总结三国现代传统陶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参观各国多彩多样的陶瓷，
观众们可以了解三国陶瓷文化的发展历程，并探索亚洲传统陶瓷的拓展及现代化这一崭新的远景。

观摩–户外展览
世界各国陶瓷艺术家制作的大型陶瓷作品将在户外予以展出。

1. CERAMIX自由造型展（利川）

驻场艺术家的大型造型作品将在会场各地予以设置。

2. 世界陶瓷建筑展（广州）

用陶瓷来塑造世界各国著名建筑物的主题造型户外展览

3. CERAMIX公共设计展（坡州临津阁公园)

通过城市家具、标志、照明灯等物品，在公共美术的层次上探索陶瓷与环境的关系。

4. 生活陶瓷廉价名品展（骊州) 

本展览将介绍骊州地区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生活陶瓷及廉价名品陶瓷

听取–研讨会(HEAR–SYMPOSIUM)

国际陶瓷学术会议

“迈向CERAMIX世界”多艺术讨论会（利川）

国际陶瓷学术会议是第6届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的主要学术活动，与会人士将提出能够克服陶瓷艺术

界限，扩大其应用范围的方案，并提出符合实际的方法论，然后就这些问题开展积极认真的讨论，

集思广益。会上将发表和分享促进陶瓷与其他领域、其他文化接轨并融合的各国案例及学术理论等

内容，本次学术会议还将成为带动陶瓷未来发展，探索陶瓷发展方向的契机。

畅谈–讨论会(TALK–SEMINARS)

除了国际陶瓷学术会议以外，还将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此次讨论会能让与会嘉宾自由放松地讨论

富有创意、符合实际的陶瓷艺术发展方案。讨论会将围绕陶瓷艺术发展所需的新技术、开拓新市场

的新方案等主题进行。不仅是专家，还有来参展的艺术家和与会来宾也都能参与到自由积极的讨论

中去，这里将会成为一个沟通与交流的舞台。 

陶瓷技术与设计的融合（广州）

本次讨论会的宗旨是让我们通过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和设计来克服陶瓷技术的局限，提出符合用户需

求的陶瓷设计并开拓陶瓷产品市场。陶瓷技术院、韩国设计振兴院等机构也前来参加。

CERAMIX公共设计（广州）

讨论会上将介绍“陶瓷+其他领域艺术+公共美术”等各领域相互融合的成功案例，并就其未来的发

展方向进行讨论。参展艺术家、驻场艺术家、陶瓷评比参加艺术家等将按组进行讨论。



居住–分享(LIVING – SHARING) 

居住&培训营 

1. 国际陶瓷艺术家驻场项目

国际陶瓷艺术家驻场项目将于第6届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举办之时正式启动。国际陶瓷艺术家驻场项
目将邀请到世界著名陶艺家及艺术家们，本届的国际驻场艺术家项目将分为自由造型驻场、传统陶
瓷驻场两个方面进行。

自由造型驻场项目（利川）

世界著名陶艺家将参与长、短期的作品制作演示以及讨论会。在驻场项目上制作的作品将在户外
的“CERAMIX雕塑展”进行摆置，然后向来访游客一一介绍。为让学生们能更好地参与到国际交流中
去，以便得到更多的现场经验以及学到各种的制作过程，我们还开展了助教项目。 

传统陶瓷驻场项目（广州）

介绍韩中日三国的传统陶瓷与世界各国民俗陶瓷的制作过程，并展出其创作作品。 

2. 国际陶瓷培训营

世界各国的陶瓷艺术家将用韩国的土和火来开拓其崭新的艺术世界。艺术家们将现场演示制作陶瓷
作品，并进行技术交流，举行讨论会，还会与当地艺术家联合起来一起构筑一个人力、技术等信息

交流的场合。

韩中陶瓷艺术家交流合作培训营（利川）

韩中两国具有代表性的陶瓷艺术家聚集一堂交流技术与其创作精神。

世界青少年CERAMIX培训营（利川）

此次培训营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一起共同探讨培育未来艺术家的远景目标，并讨论其
创作精神。

生活陶瓷设计培训营（骊州）

融会作坊陶瓷与工业陶瓷，并探索其在生活陶瓷新发展方向上的交流平台。 

世界窑炉建造培训营

能够让世界各国各式各样的窑炉与制作技法及陶瓷技术尽收眼底的培训营

3. 全国大学生CERAMIX培训营（骊州）

邀请全国大学造型相关专业及陶艺系的教授与学生，让其与新一代陶艺家进行“火之旅行”的创作
庆典

点火

庆典活动 

CERAMIX庆典(9.18~10.23)

京畿CERAMIX丰收庆典（坡州临津阁9.18~10.23）
利川、广州、骊州CERAPIA开馆活动 

焰火活动 

世界窑炉接力点火（开幕式） 

周末焰火庆典（利川/骊州/广州)

传统窑炉“出炉”活动（利川/骊州/广州)

饮食庆典

烧烤庆典（利川)

韩国烤肉庆典（广州)

餐具摆设庆典 (骊州)

演出

CERAMIX乱打演出（利川)

周末全国农乐接力庆典（广州)

周末文化演出（利川/骊州/广州)

体验型活动

儿童/青少年陶瓷艺术家体验（利川/骊州/广州)

街头作坊（利川/骊州/广州)

周末陶艺学校（韩国陶艺高中）

市场

生活陶瓷特别销售场（利川/骊州/广州)

CERAMIX艺术销售场（利川/骊州/广州)

 



土与火的达人

韩国陶瓷财团

韩国陶瓷财团是在世纪交替之际为了开拓陶瓷艺术的新领域，并为让利川、骊州、广州发展成为全球

著名的陶瓷中心而成立的。世界陶瓷双年展与利川世界陶瓷中心、骊州世界生活陶瓷馆、京畿陶瓷博

物馆精心策划的各式各样的展览便是韩国陶瓷财团发展的最大动力。

  

远景目标

• 引导韩国陶瓷发展的京畿道出资财团

• 将世界陶瓷文化的中心转移到京畿道的公共财团 

• 将陶瓷文化融入城市环境中的生活文化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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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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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政策性事业

陶瓷新政事业

韩国陶瓷财团大量购买小规模陶瓷作坊的作品用来建立陶瓷主题公园。这将给陶瓷艺术家提供优质的

创作环境，也可以给其经济上带来一些实惠。

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 

韩国陶瓷财团通过举办世界陶瓷双年展，一方面向世界介绍了韩国陶瓷与韩国陶瓷文化，另一方面也

可提高韩国人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并可以增加陶瓷产品的需求。世界陶瓷双年展一向都在介绍陶瓷

艺术作品和工业陶瓷产品上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并且诚邀世界著名的陶瓷艺术家参加双年展，使双

年展成为一个国际陶艺界沟通交流的平台。

陶瓷主题公园 

韩国陶瓷财团将双年展会址建造成主题公园，以求让来访游客在双年展结束之后也可以欣赏到陶瓷作

品。这座主题公园将展出通过“陶瓷新政”事业采购到的陶瓷作品以及双年展驻场参展艺术家所制作

的作品。故此这座主题公园每两年，也就是每次双年展结束的时候都会实现进一步的扩展，而且越办

越精彩。



交通指南

利川

• 机场巴士: 仁川机场（停车场7A，开往利川）/ 发车间隔时间60分钟

• 高速巴士: 江南高速巴士总站/ 发车间隔时间30-40分钟

• 市外巴士: 东首尔总站、水源总站、城南总站、仁川总站

• 私家汽车: 中部中部高速公路- 西利川IC / 岭东高速公路- 利川IC

骊州

• 机场巴士: 仁川机场（停车场7A，开往骊州)/ 发车间隔时间60分钟

• 高速巴士: 江南高速巴士总站/ 发车间隔时间40分钟

• 市外巴士: 东首尔总站、水源总站、城南总站

• 私家汽车: 岭东高速公路-骊州IC / 上3号国道经由利川市

广州

• 机场巴士: 仁川机场（停车场7A，开往广州)/ 停车场7A，开往广州)/ 发车间隔时间60分钟

• 市外巴士: 东首尔总站 (1113-1)、蚕室（500-1)、南部总站（500-2) 

• 私家汽车: 中部高速公路 – 昆池岩IC/ 首尔外部循环道路 – 城南IC

韩国陶瓷财团 © 2010
大韩民国京畿道利川市官库洞406番地,467-020

T +82 31 631 6501 / 0685
www.kocef.org

利川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

大韩民国京畿道利川市官库洞山69-1,467-020
Republic of Korea

T +82 31 645 0730

骊州
骊州世界生活陶瓷馆

大韩民国京畿道骊州郡骊州邑川松里301-1,469-809
T +82 31 884 8644

广州
京畿陶瓷波博物馆

大韩民国京畿道广州市实村邑森里72-1,464-873
T +82 31 799 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