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窯生勢

第五屆柴燒蓋窯大賽

在全球「柴燒陶藝」的風潮之下，台灣有越來越多的柴燒窯工作室成立；
自己蓋窯燒陶成為一種樂活趨勢。很多人嚮往「柴燒陶藝」卻沒有機會實際
蓋窯，親自燒陶……。
「蓋窯大賽」讓許多人夢想成真，也在最短時間內交流
學習各種柴窯燒窯技藝！
苗栗不但是全國最多傳統古窯的地方，也是現代柴燒小窯的重鎮。
「苗栗
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與「台灣區裝飾陶瓷輸出業同業公會」
、
「頭份鎮公所」
、
「竹南蛇窯地方文化館」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共同舉辦第五屆「柴燒蓋窯
大賽」；結合產、官、學，共同造窯生勢、共創苗栗柴燒活力。
本次「蓋窯大賽」採用「迷你窯」模式，採用 85×120 ㎝的鐵板作為基底，
讓選手突破傳統蓋窯的思維，在有限的材料與空間裡展現迷你窯的火路設
計、砌築工法以及柴燒司火的技藝。歡迎熱愛柴燒陶藝的民眾自行組隊參加。

詳細辦法請洽 TEL：037-623057
報名簡章下載： http://www.skiln.com.tw/

主辦單位

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

台灣區裝飾陶瓷輸出業同業公會

【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項目

備註

10/3(五)

9:00~9:30

報到

由隊長代表領取蓋窯、燒窯物資

9:30~18:00

生活創意市集

9:30~10:00

2014「第五屆柴燒蓋窯大 宣讀比賽規則
賽」開鑼

介紹參賽團隊
理事長致詞

10/4 (六)

10:00~10:10

拜窯神

10:10~24:00

蓋窯比開賽始

時間限定 38 小時內蓋窯燒窯完成

燒窯（小火）

各隊隊員自行排班燒窯

9：30-18：00 生活創意市集
11：00-12：00 藝文團體表演
0：00-24：00 燒窯（中火）

各隊隊員自行排班燒窯

燒窯（大火）
封窯
10/5(日)

9：30-18：00 生活創意市集
9：00-12：00 蓋窯經驗分享會

請各隊代表 20 分鐘發表

12：00-12：30 午餐
12：30-14：00 開窯、評審

開窯作品欣賞

14：00-15：00 藝文團體表演

評審評分

15：00-16：00 頒獎典禮
16：00~

作品交流、整理打包

【簡章】
（1） 由熱愛柴燒陶藝的民眾自行組隊參加，每隊含隊長最多 6 人（3-5 人亦可）比賽
期間人員不可替換，違規者取消比賽資格。
（2） 每隊報名費 12000 元、學生隊伍 10000 元、保證金 5000 元。
（參賽隊伍若依大會規範完成比賽，退回保證金，如有破壞公物或違反大會規範
者，將沒收保證金）
（3）由主辦單位統一提供---「蓋窯材料」：耐火磚 300 塊、斷熱磚 50 塊
鐵板基座（85×120 ㎝）1 台、耐火泥 1 包、鐵絲半公斤
棚板（43×40）3 塊、棚柱（15 ㎝）4 支、角鐵 8 個

「燒窯木材」： 1 立方米
「燒窯設備」：測溫棒
「設備」：園遊會帳篷一頂、椅子二張、桌子一張
（4）參賽隊伍應自備「蓋窯工具」：如鋸子、水桶、手套、抹刀、模具、鉗子、尺、
水平儀、清理柴灰的工具、投柴口非固定蓋子等。

＊為求公平起見，參賽隊伍不得自行增加「蓋窯材料」以及「燒窯木材」
。
（5）為評比「燒成率」，主辦單位統一提供生坯共 10 件。比賽後可自行帶回紀念，或
當場販售。參賽隊伍可自己攜帶若干作品放入柴窯內燒製。
（6）參賽團隊必須在規定 38 小時時間內，蓋窯並燒陶完成。所以參賽隊伍請事先自
行設計窯爐，逕行演練。
（7）比賽使用測溫棒（熱電偶）判定溫度。
（8）由主辦單位聘請柴窯專家組成評審團，在「蓋窯」與「燒窯」期間（三天）評分，
「開窯」後評選出優秀的組別，頒發下列獎項：
【團隊精神獎】----比賽期間團隊秩序、環保、清潔等總評分最高分者，獎金 3000
元，獎狀及錦旗一面。
【燒成獎】----由評審團評定，限「大會提供」作品燒成率最高者獲獎，獎金 10000
元、獎狀一只。
【火神獎】----最高溫隊伍獲獎。獎金 10000 元。獎狀一只。
【造窯技藝獎】----由評審團打分數決定「造型」、「砌窯技藝」、「火路設計」，獎
金 10000 元、獎狀一只。
【柴燒窯王獎】----由各隊選出剛出爐作品二件（大會提供生坯）
，由評審團判定，
最高票者獲獎，獎金 12000 元。獎狀一只。得獎一件作品（大會
所提供生坯）交由主辦單位收藏。
【環保獎】-----比賽期間，冒黑煙隊伍超過 5 分鐘記警告一次。以警告最少者進
入評比，多數則以溫度最高者獲獎。獎金 10000 元、獎狀一只。

（9）比賽時間 10 月 3～10 月 5 日舉行、開窯日訂於 10 月 5 日。若因氣候、非人為等
因素，主辦單位有權更改活動日期，若參賽者因活動日期更改，不克前來，主辦
單位將退費辦理。

（10）比賽地點：頭份鎮建國花市（苗栗縣頭份鎮力行街與合作街交叉口 建國國小旁）
（11）報名請填寫報名表，並繳交報名費、保證金後視為報名完成，名額有限，以報名
順序為優先。報名時間從 7 月 15 日起至 8 月 31 日截止。
＊參賽名額限定 10 組（額滿排為候補隊伍）。
匯款戶名：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 任翔雲
匯款郵局：頭份尖山郵局
帳號： 0291350 0112711
國外隊伍請匯款至
1. A/C WITH BANK：Bank of Taiwan
﹙SWIFT CODE：BKTWTWTP﹚
2 .BENEFICIARY'S NAME: JEN, HSIANG-YUN
3 .ACCOUNT NO：015-008-12008-4
4 .BENEFICIARY'S TELEPHONE NO：+886-975502201
（12）各隊交通自理。
（13）比賽期間，主辦單位已投保新光產物保險之公共意外責任險新台幣 2400 萬元
整，若不慎於比賽場地發生之任何意外，則由投保之保險公司負責理賠，主辦
單位不再另行賠償。
（14）食：中午提供便當，早、晚餐自理。（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陶杯、碗、筷）
（15）宿：自備帳棚休息或至附近旅館住宿
比賽規範與細則如有未詳盡處，主辦單位有權修改，並以比賽當天所統一公佈的「大
會手冊」為準以示公平。

住宿資訊:
宿園休閒汽車旅館 +886-37-590088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 1489 號

豪美優質旅店

+886-37-663388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1319號

廷翊汽車旅館

+886-37-664805

苗栗縣頭份鎮頭份里 14 鄰 255-45 號

東園大飯店

+886-37-665688

苗栗縣頭份鎮信東路 115 號

報名表
報名表郵寄：苗栗縣竹南鎮公館里七鄰大埔頂 7 號 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 收
或 e-mail：wang930123@yahoo.com.tw
或 FAX：037-633661

柴燒蓋窯大賽

報名表

隊名：
隊長姓名

簽名

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參
加
隊

料

□葷

□素

本隊（所有隊員簽名）了解柴燒活動過程艱辛，願意遵從主辦單位之柴燒安全規
範。如不遵從大會規範造成火災等事故，本隊所有隊員願負一切法律與賠償
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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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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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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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手機：
姓名：

隊員
姓名

用 餐

手機：
姓名：

隊員
姓名

簽名:

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