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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Cerapia
京畿道利川市京忠大路2697番路263
自驾

Tel. +82-31-631-6501

首尔外廓循环道路 : 城南IC → 3号国道 (利川、长湖院方向)
中部高速公路 : 西利川IC → 3号国道 (利川、长湖院方向)

机场巴士 仁川机场 → 金浦 → 东首尔 → 利川客运总站 (公交车) → 雪峰公园车站
(间隔60分钟，首班车07:00)
高速巴士 东首尔客运总站 (间隔20分钟) → 利川客运总站 (公交车) → 雪峰公园车站
首尔高速巴士客运总站 (间隔20分钟) → 利川客运总站 (公交车) → 雪峰
公园车站

广州昆池岩陶瓷公园
京畿道广州市昆池岩邑京忠大路727
自驾

Tel. +82-31-799-1500

首尔外廓循环道路 : 城南IC → 3号国道 (利川方向)
中部高速公路 : 昆池岩IC → 3号国道 (利川方向)

机场巴士 仁川机场 → 金浦 → 东首尔（座位巴士 1113-1号) → 昆池岩陶瓷公园车站
(间隔20~60分钟，首班车06:30)
高速巴士 东首尔客运总站 (1113-1号，间隔10分钟) → 昆池岩陶瓷公园车站
蚕室站 (500-1号，间隔15分钟) → 昆池岩陶瓷公园车站
南部客运总站 (500-2号, 间隔20分钟) → 昆池岩陶瓷公园车站

骊州Dojasesang
京畿道骊州郡骊州邑神勒寺路7 Tel. +82-31-884-8644
自驾

岭东高速公路 : 骊州IC → 37号国道 (利川、骊州方向)

机场巴士 仁川机场 → 金浦 → 东首尔 → 骊州客运总站 (公交车) → 川松洞车站
(间隔120分钟，首班车08:50 / 末班车18:50)
高速巴士 首尔高速巴士客运总站 (间隔30分钟) → 骊州客运总站 (公交车)
→ 川松洞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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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天的陶瓷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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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大路
通陶瓷！
陶瓷产生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饮食生活。随着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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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举行的15年以上的时间里，陶瓷不
仅在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应用陶瓷等多样维度得到认可，并
做出多样的探索与尝试，与大众共享陶瓷拥有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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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韩国陶瓷财团完成开通了连结韩国具有代表性瓷都
利川、广州、骊州的365天陶瓷旅游路线，并在此基础上致力
于陶瓷研究与交流，探索促使陶瓷艺术深入人心、国内外发展
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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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世界陶瓷中心
九美湖
九美亭
CeraMIX璧
月牙舞台

创造整合的现代艺术空间

陶仙堂

——利川Cerapia

自助餐厅
野生庭园
解忧园
Zeumzip

位于韩国代表性陶瓷艺术城市——京畿道利川的

Restaurant M

Cerapia，名称来自“陶瓷 (Ceramic) ”与“乌托

Toyaseum

邦(Utopia)”的合成词，意为“用陶瓷构建的乌托

Toya亭

邦”，是闻名世界的陶瓷艺术公园。作为Cerapia核
心内容的利川世界陶瓷中心，珍藏了两千余件世界性
现代陶瓷作品，是一家通过丰富多彩的企划和特别展
览向观众介绍世界著名陶瓷艺术作品的美术馆，也是
兼备了让艺术家能够专注于创作活动的驻地工作室、

传统木柴窑炉
连理木

作坊和体验设施功能的综合性文化空间。尤其是位于

户外小演出场

世界陶瓷中心（Ceramix创造中心）一层的Ceramix

声音树(Sorinamu)

创造工房，作为可以让观众亲眼欣赏并学习陶瓷、吹

茶道演示场

塑工艺和灯具作品等玻璃工艺作品演示的创造空间，

烟斗窑炉

备受关注。此外，还有机会参观、学习并享受开放式

户外瓮器展

思考的路

入驻厅(土乐教室)

万卷堂

停车场

藏品美术馆Toyaseum、山顶湖——九美湖、陶瓷购

Ceramix创造工坊

小卖店

洗手间

物中心“陶仙堂”及声音树等美丽的室外环境陶瓷造

Cerapia咖啡馆

陶瓷宣言文

利川市立 博物馆

土也探险队

大公演场

利川市立月田美术馆

型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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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典藏品特别展：陶瓷中的绘画
2016. 04. 22~2017. 01. 29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第二，第三展览室

典藏品常设展览：各大陆世界现代陶瓷
常设展览

在“陶艺界的杰克逊·波洛克”
彼得·沃克思、“陶艺界的马蒂
斯”鲁迪·奥迪奥等陶艺巨匠手中
诞生的兼具造型性、绘画性的90余
件陶瓷作品予以展出。根据主题、
倾向分别展出的作品在陶瓷中的人
生、陶瓷中的自然、陶瓷中的抽象
等三个展区等候观众。

悠久的未来，黄钟礼展览
2016. 08. 26~2017. 01. 29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第一展览室

黄钟礼艺术家是开拓韩国现代陶
艺的第一代陶艺家。黄钟礼展览将
介绍黄艺术家与深受其影响的弟子
70余件作品，纵观韩国现代陶瓷
100年的发展历程，并提出未来陶
瓷艺术的方向。

Toyaseum二，三层

韩国陶瓷财团典藏品展览，介绍
代表世界现代陶瓷历史的，优秀的
艺术陶瓷、日用陶瓷、传统陶瓷、
继承陶瓷等典藏品。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外部单位展览
展览名称及时间

陶瓷，与花相伴
2016. 10. 11~10. 23

韩日陶艺文化交流展
2016. 11. 15~11. 20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第四展览室

80名30至70年龄段的女性陶艺家与花卉
造型组的15名艺术家参加的联合展览，介绍
花卉与陶瓷的完美结合。

作为韩国陶瓷财团海外交流支持项目举行
的企划邀请展，活跃于韩国、日本的两国20
名艺术家参加。

GICB 2015国际竞赛展获奖作品特别展览
2015. 06. 19~2017. 01. 29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三层阶梯室

韩国陶艺高校
第13届毕业展览
2016. 12. 02~12. 11

介绍2015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
国际竞赛展获奖作品，大奖作品尼
尔·布朗斯沃德的《国宝》、金奖
作品安德鲁·伯顿的《垮塌的》等
主要获奖作品予以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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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与陶瓷的融合
2016. 12. 14~12. 24

未来的陶艺家——韩国陶艺高校60余名毕
业生参加的毕业展览。

新丘大学纤维衣裳搭配系创作社团学生参
加的展览，展出用纺织图案设计制作的日用
瓷器。

利川Cerapia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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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验 | 艺术家驻留项目 | 购物

CERAPIA
土乐教室

Ceramix 创造工房

是一所常设教育体验空间，引领指导参加者用泥土表现想象、思维。

观众与艺术家互动

制作陶瓷 使用泥土制作泥条、泥板
制作陶瓷的活动

彩绘陶瓷 在已烧成瓷的釉面上描绘
纹样、填彩完成陶瓷的活动
参加费（一件）：个人15,000韩元 | 团体（20名以上）13,000韩元

陶瓷、玻璃共存融合的创造性文化内容。观众可以观摩体验陶瓷、玻璃领域
入驻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与艺术家互动。

土也探险队艺术游乐场

陶瓷纪念品店——陶仙堂

为儿童设计的学习性体验展览

陶仙堂以低廉的价格销售

为儿童设计的学习性体验展览，由
多样的学习内容、身体活动、娱乐组
成的体验性展览
参加费（一小时）：儿童 4,000韩元（未满12岁） | 成人 2,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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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韩国陶瓷财团严格审查挑
选出来的陶瓷饰品、小品、
装饰陶瓷等陶瓷产品与传统
窑炉烧制的艺术陶瓷作品。
此外，韩国陶瓷财团发行的
展览图录、陶瓷相关书籍也
在此销售。

利川Cerapia 11

京畿陶瓷博物馆

EXPO雕刻公园

传统木柴窑炉

儿童游乐场

停车场

马赛克公园

传统木柴窑炉

旱冰场

旧石器遗址入口

售票处

Clay Play体验馆

韩国庭院

西班牙雕刻公园

紫芒园

洗手间

GABI 咖啡馆

茶道演示场

莲花群落红白院

秋季庭园

广州王室陶瓷器贩卖馆

韩国陶瓷财团办公楼

停车场

户外大演出场

陶艺地

户外小演出场

木槿花园

小溪

CERAMIC PARK

GONJIAM

过去与现在共存的陶瓷文化环境

——广州昆池岩陶瓷公园

陶文地
进出门
户外大演出场
环境陶艺与韩文
户外瓮器展
陶瓷工房

京畿道广州是朝鲜时期专为王宫制作并进贡白瓷
的官窑所在地。面积66万平方米的昆池岩陶瓷公园
内，包括了森里旧石器遗址，完整地记录着史前时代
直到现在的陶瓷历史传统。京畿陶瓷博物馆展示了韩
国陶瓷从萌芽至今的主要文物与作品，马赛克公园则
由公共美术作品构成。昆池岩陶瓷公园以京畿陶瓷博
物馆、马赛克公园为中心，常年运营传统工艺院、体
验教室、露天演出场、陶瓷商场、雕塑公园、画廊咖
啡厅等，是集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娱乐、休闲
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化体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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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JIAM

展览

CERAMIC PARK

京畿陶瓷博物馆收藏品常设展览：
韩国人手中的神韵
2015. 06. 27~2016. 12. 31

京畿陶瓷博物馆第一，第二展览室

捐赠陶瓷碎片资料展：
旧窑址考察展
2016. 09. 09~12. 31

京畿陶瓷博物馆一层
京畿陶瓷博物馆展出金荣薰先生
(前任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图书管理员)
捐赠的陶瓷碎片资料及记录。这些
资料是他在1975年至1986年的十
余年的时间里对全国窑址进行考察
所得到的成果。展览将基于高丽至
朝鲜的窑址记录探索韩国陶瓷文化
遗产的过去与现在。

收藏品常设展览按时间顺序介绍自高丽至朝鲜后期的55件文物与30余件陶瓷
作品，观摩游客可在一个展厅里了解贯穿韩国陶瓷传统的发展过程与精髓。在
“生活中的白瓷”展区，利用传统木制家具展出朝鲜时期使用的生活白瓷，介绍
白瓷的多样面貌。

金荣薰先生捐赠陶瓷
于广州松亭洞白瓷窑址清理收集的白瓷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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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室
常设展览

京畿陶瓷博物馆一层陶瓷文化室

利用墙板、视频、模型等视听觉
材料、体验工具帮助观摩游客容易
了解陶瓷的概念、历史、技法等陶
瓷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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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验 | 艺术家驻留项目 | 购物

CERAMIC PARK

Clay Play体验教室

广州王室陶瓷销售馆

是一个富有乐趣的教育体验性活动，帮助儿童学习陶瓷历史，参加陶瓷相关活动。
体验 探访陶瓷公园、陶瓷探险队等
装饰 陶瓷绘画、利用转印纸的马克
杯装饰体验等
塑造 制作土器花盆、用手塑造陶
瓷、制作瓦当项链等
特别活动 美丽的韩国陶瓷绘画大
赛、儿童假期特别讲座等

330平方米规模的陶瓷商店，京畿道广州地区57家陶瓷作坊入驻，展览销售
传统方式的手工艺日用陶瓷、艺术陶瓷、陶瓷饰品等多样的陶瓷作品。

参加费（一件）：个人8,000韩元~16,000韩元
团体（20人以上）：3,000韩元~14,000韩元

传统工艺院

散步与游戏
集娱乐、休闲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化体验中心

作为传统工艺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为韩国传统文化、艺术提出新的方向，观众
可以观摩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与艺术家互动。
博览会与西班牙雕刻公园 | 马赛克公园 | 传统木柴窑炉 | 木槿花园 | 莲花群落 |
韩国庭院 | 茶道演示场 | 儿童游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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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

世界生活陶瓷馆

洗手间

月牙咖啡馆
陶艺廊
满载 Living Shop
美丽 Art Shop
手工 Gallery Shop
旋风 Brand Shop
骊州陶瓷名品销售馆
韩文世界
户外大演出场

日用陶瓷复合性购物空间

DOJASESANG

YEOJU

——骊州Dojasesang

洁净的水、葱茏的松树、优质的高岭土等，骊州

环境陶艺与韩文

拥有生产陶瓷的绝佳条件，Dojasesang位于韩国日

户外瓮器展

用陶瓷生产基地骊州，拥有日用陶瓷专题博物馆——

陶瓷工房

世界生活陶瓷馆，并根据产品特点、客户嗜好经营艺
术品商店、生活用品商店、品牌商店、画廊等国内最
大规模的陶瓷商店。此外，骊州有江畔公园、神勒
寺、明成皇后故居、英陵宁陵等景点，堪称是集观
摩、购物、制作、休息、享受功能于一身的日用陶瓷
专题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传统木柴窑炉
江畔公园
韩国陶瓷财团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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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 购物

DOJASESANG

餐桌上的旅游
2016. 4. 22 ~ 12. 31

陶瓷画廊 Gallery shop
骊州世界生活陶瓷馆第三、第四展览室

陶瓷工艺作品与绘画、图片、插图作品一道为日常生活空间增添光彩。酱缸
台、卧室、客厅、咖啡、餐厅等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的空间在工艺作品的点缀之
下变成一个美丽的空间。

纪念品店 Art shop

骊州世界生活陶瓷馆外部单位展览
地点

骊州
世界生活陶瓷馆
第一展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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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名称

用多样色彩、设计制作的一万余件手工日用陶瓷、艺术陶瓷予以展出销售。

时间

Park, in-sook
个展

2016. 10. 07 ~ 11. 06

Park, Jae Guk
个展

2016. 11. 11 ~ 12. 04

Joe, Won-sok
个展

2016. 12. 09 ~ 2017. 01. 02

经严格审查选出的送
礼之用的陶瓷小品、陶
瓷饰品、纪念品、工艺
品等50余家陶瓷作坊的
19,000余件陶瓷产品予
以展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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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利川

品牌商店 Brand shop

骊州
广州

展览销售广州窑、Neoflam、Living韩国、杏南瓷器等引领国内餐具文
化流行趋势的著名品牌产品。

京畿世界陶瓷
双年展
叙事——歌颂人生

日用陶瓷商店 Living shop

观摩指南
＊ 运营时间 常年开放（每年一月一日、每周一休馆）
＊ 参观时间 09:00 ~ 18:00（必须在闭馆一小时前入场）
展览销售大量生产的中、低价日用陶瓷，陶瓷产品应有尽有，为家庭、
餐厅提供选择丰盛、快乐的饮食生活文化。

门票
成人

月牙空间 Bandal space

个人
3,000韩元

学生及军人

团体
2,000韩元

个人
2,000韩元

团体
1,000韩元

※ 19岁以上购买成人票 ，小学生及未满19岁者购买学生票。
※ 团体（20人以上）

优惠内容
减价1,000韩元
优惠

展览销售月牙美术馆展览配套产品、国内著名艺术家富有创意的作品。
配备多样产品，适合收藏、送礼。

京畿道民
（个人）

免费

备注

·未满7岁及65岁以上
·国家功劳者、基础生活补贴领取者
·残疾人及1名陪同保护者（1级~3级）
·领队及教师（每20名中一名）
·旅游团队导游及司机

不能重复
享受优惠

※ 特别展览、体验活动费用另计
※ 双年展举行时期适用双年展门票价格
※ 展览解说需另行预约（ Tel. +82-31-645-0778）
22 KOREA CERAMIC FOU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