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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界��双年�

2019�10����界��双年�的策划�旨是�重����。��双年�
�请当�时代我们应当关�的300�重�艺术�，策划�样活动，�利用�
场、�络等�样��恭�各�的�临。 

2019双年��作为艺术�、专�、大��相��的��，也为国内��
�艺术���欢�一堂、发挥�艺的��。观��在�厅内�赏作品��，还
可��国内�艺术�面�面���流，�用自己的�种��来理���，��
目����受����的��艺术�打�的�览�围。

双年�还�备了丰���的大���式庆典活动。观�����的��
庆典活动�带来艺术�大�����的��纷�的双年�。

KICB2019国际�员�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1. 24(星期日)  (共59�)

庆典 2019. 9. 27(星期�) - 10. 13(星期日)

主题 

��土�和� Peace through Clay

地点 

利川Cerapia、骊州Dojasesang、�州�池岩���园

组成 

�览、�术活动、配�活动、地���庆典等

主办 

���

�办 

韩国��财�、KICB2019国际�员�

协办、�作��
• ��体�观��、行政���、���、产业��资��、 

�佣劳动�、���、韩国观��社

• 丹麦驻韩国大使馆、��驻韩国大使馆、荷兰驻韩国大使馆、
瑞典驻韩国大使馆、乌克兰驻韩国大使馆、 

波兰驻韩国大使馆、爱�兰驻韩国大使馆

• 丹麦艺术财�、丹麦���、��工艺厅、英国驻韩国���、
�国驻韩国���、日��乐�����园、 

荷兰��驻馆中�sundaymorning@ekwc、 

ClayArch金海�术馆、��莺����物馆、 

�州工艺双年�组��、 

丹麦国际��研�中�Guldagergaard、 

英国��双年�、IAC(国际����)

银行�作�� 

NH农协银行

2019 
�10�
���界��
双年� 



利川Cerapia
 Icheon

主�活动 �池岩���园
Gwangju

骊州Dojasesang
 Yeoju

INDEX

�览
• 2019国际竞赛� : �地�览、�络�览
• 大奖得主�别�请� 《Torbjøn Kvasbø:Cluster of Vases》

�览
• 2019������征��

�览
• 南北���别�

�络��
• 艺术��络陈列�
• �络�话&��&研讨�

�络��
• 2019������征���络评审 

(Naver GRAFOLIO)

体验·��式活动
• �示活动 : 由�器艺术�、�艺�主持的制作�器、用�车制作作
品等体验课�

• ��体验 : 传统��、乐烧烧制、露�烧制、�柴等
• 泥土�戏 : ���筑师、��神�、我�当�古��、
 爱����、我也是�艺�、���戏体验、�览配�活动等
• ����创作�赛��现自己吧 !�
• 寻找黄金猪
• ����� : ����、��冰壶等
• 泥土�戏活动 : 挑战!��吉尼�;���型�赛等
• Utube活动 : �视频征�、评�等

体验·��式活动
• ��+�品�型�
• 饮�活动
• 创作者体验
• 长期创作

体验·��式活动
• ���园
• 泥土�戏 : ���筑师、 ��神�、我也是�艺�等
• ���戏 : �壶、掷柶�戏、��棋等
• ��活动 : 栉纹�器、 红�等史前时代��烧制体验

CLAY PLAY (共同)
• 赠品活动:�柴/��泥土/�长泥土/����创作�赛
• 由�艺��(�艺�)主持的��体验活动
• ��:街头路�、�艺��艺术��

配�活动
• ���� : 流行�曲�乐剧、双年�庆祝��
• 工艺品�场 : 工艺�场-River market

配�活动
• ���� : 虚�现�(VR)、双年�����
• 艺术品�场 : 制作者�场、Dojasesang购物中�

配�活动
• ���� : 场�剧、双年�����
• 自由艺术�场 : �池岩工艺自由�场

�动式艺术活动
• �� 

- 现场�示制作�� 
- 观��、专���式活动

• �艺术�的�话

创作�流活动
• 韩国·丹麦工艺创作�流活动 

- 指导�训营 
- �别讲� 
- 韩国·丹麦工艺�训营 
- 丹麦��节

• 艺术��流活动 
- KICB驻馆项目 
- 快��友 
- �流�� 
- ��艺术旅� 

创作�流活动
• 骊州工艺品制作者联欢节 

- �览、体验·�示、长期创作、研讨�、�销�等

创作�流活动
• 南北�� �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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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奖得主�别�请�
Torbjøn Kvasbø: Cluster of Vases

2019
国际竞赛�

黄仁�、柳�滢、池顺铎、���、任驷�是经历祖国�裂�苦的南北韩传统�
艺�，彼此间友谊�笃。南北���别��绍他们自上�纪30年代�80年代的70�
件主�作品�他们的�生，�讨韩国�裂��在��的�苦历史中，�岛的传统��
在南北韩�别走过的发��路。财��过�览扩大�岛��发�史的�图，让南北韩
双�共同�讨�岛��的未来。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1. 24(星期日)

�地�览 
利川�界��中��一、�二、�三、���览�

�络�览 
www.kicb.co.kr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1. 24(星期日)

地点 
�����物馆�划�览�

EXHIBITION EXHIBITION

《2019国际竞赛�》摆脱��评审作品的�式，�用选�艺术�的�颖��，�
�了82�国�1599�艺术��品的10716件作品，规模创历���。审评�员�评�
报�艺术�的�验性、艺术性�创�性，选��当�时代我们应当关�的300�艺术
�，�在利川�界��中���其中18国42�艺术�的200�件作品。��作品包括
�调��传统技��使用�值的作品、�调�念�事的作品、�简主�作品、抽�作
品、生���的作品、�objet(物件)���作品，��主题、门�的��艺术�在双
年���上予���。

9月27日�10月13日，观��可在利川�界��中��厅�42�艺术�进行�
动。�览�摆脱���示作品的�态�览�式，在�厅内举办讲�、作品制作�示、
体验式活动等，为观��提供一��动态���动�的经验，观����过�种��体
验了�作品。双年�期间，主办��获选的300�艺术�为��，�过�络进行�别
奖、观�奖评审，大奖、��奖等主�获奖�单�于11月��。

Sungwook Park | 韩国

Tip Toland | �国 

为纪念���业历史150年，韩国��财�策
划了2017国际竞赛�大奖得主Torbjøn Kvasbø的
�别�请�。

* 为纪念韩国·����60周年，��在��驻韩
国大使馆、��工艺厅的赞助��作下举行。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1. 24(星期日)

地点 
利川�界��中��别�览�

南北���别�

青�鹤菊�纹壶 | 1982年 | Chiseon Wu | Height 2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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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式艺术活动

主题 

��土�和� Peace through Clay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1. 24(星期日) 

地点　骊州�界生活��馆二层�厅

2019������征��的�旨在于向��
�议�韩国������样的饮��间���中，
���韩国门���Naver�作，活动在Naver作
品�服务grafolio(www.grafolio.com)上进行。
����册Grafolio��，进�"2019�����
�征���页面，上传使用韩国��的饮��间图
片�可��。

征��报�时间是6月21日�9月1日，主办�
�过�络进行观�、评��评审，选���2019

���界��双年��地�览的24组�队、��
图片�览的20组�队。用韩国��设计饮��间
者�可��。

2019���界��双年�不��绍������，还�讨其间��岛�裂而历经不
同发��路的南北韩����。���览�泥土��的��这一共同��，�诚祈�
南北韩���界和�，重�树立����的�值。

2019���界��双年�策划�动式艺术活动，让艺术��观��在�厅内��
����流，提�艺术活动的�范式。

国际竞赛��围艺术��自��主持的�话、�示�观��、专���式活动、
艺术��其他艺术门�的�作活动等，观�可在�厅里�赏作品���获不同的艺术
经验�体验。超�视觉范�，凭��样��的�觉式观��式�让观����体验的
艺术�界。

�络��

EXHIBITION LIVE ART EVENT & ONLINE PLATFORM

2017���界��双年� | Rita Floyd�示

��双年�首�策划的�络��活动是一�����络�档��，在连����
�艺术的同时，也为我们�绍当�时代我们应当关�的300�艺术�的艺术�界。�
�活动的艺术��拥有���的艺术�页面�艺术��络陈列��，艺术�在此�自上
载��简历�作品相关材料�绍其艺术�界。活动提供的�络�览为观�提供��不
在的观���，观�可�不受时间��间的�制，自由观赏��双年�的����作
品。�络��是让��艺术��过其作品�相��共鸣的开�性�间，也是一�大型
档�馆，让我们一�观�当�时代应当受�关�的艺术��作品�界，用���络�
����艺术联�在一�。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常年

地点 
www.kicb.co.kr

主�内� 
300�获选艺术�的�络陈列�、 
�络�话 & �� & 研讨�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0. 13(星期日)

地点 
利川�界��中�

主�内� 
��(�示，观��、专���式活动)、 
�艺术�的�话

2019 
������征��

2018年������征�� | 大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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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B驻馆项目

时间 
�一� 
2019. 7. 15(星期一) - 9. 26(星期�) 
�二� 
2019. 9. 27(星期�) - 11. 24(星期日) 
�三� 
2020 -

���� 
韩国��财�、荷兰��驻馆中�
sundaymorning@ekwc、 
��莺����物馆、 
丹麦国际��研�中�、 
日��乐�����园、 
英国��双年�、ClayArch金海�术馆

地点 
各��驻馆项目地点

快��友

快��友是一项专���活动，为国内�双年���艺术�提供�绍��作品�
作品�界的��。受�艺术���受�国内�20��专�一�一�流的��。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0. 13(星期日)  
(��举行三、��)

地点 
利川�界��中�

指导�训营 | Morten Løbner Espersen

GLOBAL EXCHANGE & COLLABORATION COMMUNITY PROJECT

纪念2019年韩国·丹麦��60周年，促进两国��艺术�流的�样��艺术活
动，�自两国艺术��手

* 上�活动由韩国��财�、�州工艺双年�组��联�策划，丹麦驻韩国大使馆、丹
麦����丹麦艺术财�赞助。���界��双年��举行�指导�训营�、�工艺�训
营�活动、�别讲��丹麦��节，�州工艺双年�举行工艺�训营�国�馆活动。

时间 
2019. 9. 28(星期六) - 11. 17(星期日)

地点 
���界��双年�主址Cerapia、 
�州工艺双年�主址

�� 时间 ��� 地点

指导�训营 2019.9.28 - 10.12(15�) �一�队:Søren Thygesen-金�
�二�队:Morten Løbner Espersen-李�莲

利川�界��中�创�作�

韩国·丹麦 
工艺�训营

2019.9.28 - 10.12(15�) Heidi Hentze - 金�爱(���艺术�)�一�艺术
�(��北�艺术�）

利川�界��中�创�作�

2019.10.13 - 10.17(5�) �州工艺双年�主址

�别讲� 2019.9.28 - 9.30(3�) Mette Blum Marcher 首�、利川Cerapia等

丹麦��节 待� - 利川Cerapia国际�流�场

国�馆 2019.10.8 - 11.17 15�丹麦艺术� �州工艺双年�主址

KICB驻馆项目是一�����，为2019���界��双年�国际竞赛�300��
围艺术�提供��国内�相关��艺术项目的��。韩国��财��国内�驻馆项目
�营��、�术馆、�t�等��开��作，在2019年�2020年期间里，面向300�
��围艺术�提供各����活动的����。

Alexandra Engelfreit | 荷兰 | KICB2019驻馆项目��艺术� 

韩国·丹麦工艺创作�流活动

M I N I S T E R I E T

EMBASSY OF DENMARK
Se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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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

�时���让双年���艺术�、策��、相关��艺术总监�有关�士、评论
�等国内���(工艺)专�共�一堂的����。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0. 13(星期日) 
(��举行三、��)

地点 
利川�界��中��园、Ye�s Park

��艺术旅�

南北韩���别讲�

时间 
2019. 10. 4(星期�), 10. 11(星期�)

地点 
�����物馆研讨�� 

骊州工艺品制作者联欢节
Y-Maker Festa

联欢节面向�有关�制作者��、工艺的�士开�，由�览、体验式活动、长期
创作、制作者研讨�、制作者�场等�样制作者��活动组成。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0. 13(星期日)

地点 
骊州Dojasesang��回�A��场

�� 主�活动 地点

�览 
Ep1. New Craft + Flow

利用���设备(3D打��、CNC等)制作的工艺品�览，�绍�工艺产业的流向
���动态

工艺创作��
中�

体验/�示 
Maker Play Zone

��都可��的制作者体验/�示活动(3D打��、CNC, 3D打�笔体验等活动)

体验/�示 
Art&Craft Makerthon

为期两�的���生活工艺作品创作大赛、研讨�

研讨� 
Y-制作者研讨�

���工艺��释的制作者��工艺产业浪潮的��

�场 
Y-Maker Market

���销���、木制工艺、玻�等工艺品����工艺品、���设备等 Dojasesang 
�场

COMMUNITY PROJECT COMMUNITY PROJECT

��艺术旅�是面向双年���艺术�、��艺术爱�者设计的��艺术�访
活动。为申请者���访���、首�的�����艺术相关��、�物馆�术馆的
活动，�提供���受韩国当代��艺术、韩国��、2019���界��双年�的�
�。

时间 
2019. 9. 30(星期一) - 10. 16(星期三)  
(��举行三�，��10�左右)

地点 
首�����利川、骊州地�的��制作�、 
�物馆、�术馆等主�设���点

�� 
双年���艺术���术爱�者等

报��� 
电�邮件 
(gicb2019@gmail.com)

北�韩��

Shincheol艺术�工作�<来自地�的月亮>

南北韩��讲�是�览配��别讲�，帮助我们����开两�，各�一�的南
北韩��的理�，�索�岛��艺术的���未来，讲�主题是��鲜��艺术的理
��、�回顾��南北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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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活动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0. 13(星期日)

EVENT EVENT & MARKET

����现的和�
���园

��、��等观��共同���成的主题�园，��征和�、和�的雏菊为中
�，打�祈�和�的�卉�乐�园，两万���卉���为我们��和���。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0. 13(星期日)

地点 
�池岩���园 ���园

�场

工艺艺术�场 - River Market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0. 13(星期日)

地点　利川���园�Cerapia一带

规模　120����

�国�大国模的River Market��
��界��双年�联手��的工艺艺术
�场，�绍�自制作的工艺品、生活用
品、�品等手工�成的工艺品��品。
���性、�性的�品恭��的�临。

�池岩工艺�场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0. 13(星期日)

地点　 �池岩���园���园

规模　 20����

�池岩工艺�场是由��艺术�
��的综�性���场，�样��工艺
品、物品、��古董、��、��一应
俱�，为观��提供吃喝玩乐一�龙式
的�样��内�。

制作者�场

时间　 2019. 9. 27(星期�) -  

10. 13(星期日)

地点　 骊州Dojasesang�场

规模　 100����

��、玻�、木制工艺、金属工艺
等制作者(Maker)��的销�、体验、�
���。

�� 主�活动 地点

利川 ��土 
�和� 
���

由国内���艺术�的�示、���利用�样技�的观���式 
��制作活动 

• 国际�流�场一带

传统��、露�烧制、乐烧烧制等国内���艺术�、观����的 
��间��烧制体验

由受��界�艺�用南北韩�土进行的双年�开���

和�土路��、和�主题挥�等观����式活动

��:流行�曲�乐剧《��土�和�》、双年�庆祝��

�州 ��土 
�和� 
�玩�

���筑师(��泥土)、��神�(向标靶�掷泥土)、我也是�艺�等 
由�艺�的指导下��的��式活动

• 马赛克�园、传统工艺�一带

�壶、掷柶�戏、��棋、六�棋等�样���戏体验场

韩国��的�� ⸺�石器时代栉纹�器、红�等史前时代��烧制体验，
露�烧制的��活动

��:场�剧���土�和��、双年�庆祝��

骊州 ��土 
�和� 
�产�

�艺�、饮�设计师�作�成的���品�型� • �艺��Dojasesang�场

制作者体验:3D打��、CNC、3D打�笔等制作�技术�示�体验

长期创作:制作者���工艺作品创作评�

��:虚�现�(VR)、双年�����

共同 CLAY PLAY �柴/��泥土/�长泥土/����创作�赛等观����式赠品活动 •  利川Cerapia国际�流�场
•  �池岩���园 马赛克�园
•  骊州Dojasesang�场

由�艺��(�艺�)主持的��体验活动 

��:街头路�、�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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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nnale at...!

闻��界的��艺术�览、
体验��流��
利川Cerapia

�领生活��趋势的 
��产业��
骊州Dojasesang

Cerapia�于韩国��代�性的�都���利川，顾�思��是用��
��的乌托�，是为���设计的主题�园。

Cerapia的��内��利川�界��中��典�两千�件�界著�的现代
��作品，举行�样的主题�、�别�，为观���绍�界各国的��艺术
作品。

利川�界��中�也是一�综�性的���间，设有�让��、玻�艺
术�专�创作的艺术�驻地、体验设�等，�观者可�观��驻艺术�的创
作过�，�艺术��动。

韩国��财�2019年5月打��界��中�国际�流�场，使利川
Cerapia作为��顶级��艺术��相�流的中�基地重�开�。此�，�
��品���堂、用��风铃制作的声�树等�址的��⾓落都显示�浓郁
的�����蕴。

自��传统共�的 
专业��主题��
�池岩���园

�池岩���园�于����州�里，这里是旧石器遗址�在地，同时
也是�鲜时代专为王宫制作供应白�的���在地。面积�44万��米的�
池岩���园讲�史前时代�当�时代韩国��的历史�传统。

�池岩���园在�����物馆常年��自韩国�������的
各时期主��物�作品，还常年�营马赛克�园、传统工艺�、体验��、
露�剧场、���场、���园、咖�厅等，是�传统��、��体验、娱
乐、休闲于一体的综�式��体验�间。

韩国��财�于2019年9月利用散�路、野��园、��长椅等为�
池岩���园的自����环�点缀，应用废��等资�打����园、�
�、照�等�有��力的旅�资�，作为��专业主题��重�开�。

BIENNALE AT

骊州Dojasesang设有日用��专题�术馆⸺�界生活��馆、�据
产品�点�顾�喜�设计的艺术品��、生活用品��、品���、���
�等，是国内�大规模的��购物流�中�。

此�，这里还有江边�园、神勒�、�成皇�故�、英陵�陵等旅��
点，��是�观�、购物、制作、休�、�受功�于一�的日用��专题综
�性���间。

2019年下�年，骊州Dojasesang在制作者�间的设想下��为工艺创
作��中�，�作为创�性��工艺�设计综�基地发挥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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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KET

交通指南

TRANSPORTATION

KICB 2019门票��

�湖�

中�
��

�东

河南J.C/I.C

�桥 J.C 城南
I.C

�池岩
I.C

骊州
I.C

⻄利川
I.C

�池岩���园
�����物馆

利川Cerapia
���园里

骊州Dojasesang
神勒�

龙仁
I.C

阳智
I.C

�坪
I.C

��
骊州J.C��J.C 利川I.C

甘�I.C

3�
国
�

42�
国�

���利川���大路2697�路263  |  Tel. +82-31-631-6501

利川Cerapia �界��中�

�场巴士 

自驾  

�束巴士

地铁

仁川�场巴士 → 利川��总� → ���园车�

中��束�路(⻄利川IC) → 3�国�(利川�向)

东首���总� → 利川��总� → ���园车�

�江线(利川�) → ��车 → ���园车�

���骊州�神勒�路7  |  Tel. +82-31-884-8644

骊州Dojasesang �界生活��馆

�场巴士 

自驾  

�束巴士

地铁

仁川�场巴士 → 骊州��总� → 神勒�车� 

�东�束�路(骊州IC) → 37�国�(利川�向)

首��束巴士��总� → 骊州��总� → 神勒�车� 

�江线(骊州�) → ��车 → 神勒�车�

����州��池岩���大路727  |  Tel. +82-31-799-1500

�州�池岩���园 �����物馆

�场巴士 

自驾  

�束巴士

地铁

仁川�场巴士 → 东首���总� → �池岩���园车�

中��束�路(�池岩IC) → 3�国�(利川�向)

东首���总� → �池岩���园车�

�江线(�池岩�) → ��车 → �池岩���园车�

划� 种� 现场购买(预订)韩元

联票 
+
双年� 
�惠�
5000韩元

�� 10,000韩元 (8,000韩元)

• 19岁~64岁

打� 8,000韩元 (7,000韩元)

• 7岁~18岁(小�生、中�生)

• 65岁�上
• 下士�下现�军��战��
• �州、利川、骊州��
• �术、工艺、�艺�大�生�研�生
• 20��上�体

��票
+
双年� 
�惠�
2000韩元

��
利川、
�州、
骊州

5,000韩元 (4,000韩元)

• 19岁~64岁

打�
利川、
�州、
骊州

4,000韩元 (3,000韩元)

• 7岁~18岁(小�生、中�生)

• 65岁�上
• 下士�下现�军��战��
• �州、利川、骊州地���
• �术、工艺、�艺�大�生�研�生
• 20��上�体

免费�场 
��

• 未满7岁的婴�儿
• 国�功劳者、基础生活补贴领�者
• ����1��同保护者（1级~3级）
• 财��册�艺�
• 领队��师(�20�中一�)

• 旅��队导��司�

• 预订门票可��受��25%的���惠。

• 凭一张联票可��观三��场。

• 购买门票可�获赠���千韩元的双年��惠�。

• ��观一��场，请购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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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瓷土求和平
PEACE THROUGH CLAY

Icheon

Yeoju

Gwangju

主办

承办

银行合作伙伴
KOREA CERAMIC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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