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2-24  舞蹈

非人與科技的交互感應《虫》

演出：稻草人現代舞團

時間：2018/12/16 19：00 
地點：十鼓仁糖文創園區創客基地

文  徐瑋瑩（2018年度駐站評論人）

為何人會／要變形為虫？為何舞蹈人會／要變形為虫？「虫」這個字，直覺就令人聯想到居住在潮濕、暗黑、啃食腐

蝕性食物，連帶發出令人不悅乃至作噁臭氣的低等生物。節目取名

《虫》，特別注音為「ㄏㄨㄟˇ」，強調「虫」是一個可以延伸成不同生物種類的部首，例如蛇、蛾、蝶、蜜、蟹……
等等。

大部分的人對「虫」的物種形象聯想，或許陰濕爬行類昆蟲的意象要多過能飛翔（且象徵光明燦爛）的蝶、蜜、蛾。

表演者在整部作品的動作形式大致也是低水平，身體接近地面的爬行、匍匐、坐姿移動，偶而出現翻滾動作，而非高

水平跳躍、或象徵飛翔的滑順動作。這與作品靈感來源自卡夫卡的《變形記》，主角格里高爾變形為一隻大蟲有關。

雖然舞作無意再現小說中的情節，然而編舞者暨舞者羅文瑾的姿態與動作，讓人不得不直接聯想到格里高爾所變形的

那隻大蟲。

回到一開始的提問，為何人會／要變形為「虫」？特別對以身體感受與表達的舞蹈人而言，有何意義？倘若身體的型

態、組織結構與所延伸出的感官知覺是人經驗世界的根本，那麼當人身不再而變形為「虫」時，經驗世界的身體感必

然相當不同。當人體變形為非人的「虫」時，就必須牽制於「虫」的身體外型與功能和世界遭遇。或許在那怪異、不

適、難以控制的身軀中，才能重新體會擁有人體身型的價值。也或許，透過進入「虫」的軀體，才能展開人形身體所

不曾經驗的視角，打開另一種存在與經驗世界的方式。

羅文瑾大膽嘗試以「虫」化的身軀姿態經驗世界，全程幾乎以低水平的動作展演，過程中能感受到她從人形試圖變為

蟲形，身體呈現扭曲、拉扯、緊繃之張力，並帶著焦躁情緒與兩隻機械虫互動。對比編創者以低水平的姿態挑戰日常

身體慣性，身為觀眾的我們似乎保守拘謹了些。雖然演出前工作人員宣布觀眾在特定區域內可以自由移動，然而大部

分觀眾幾乎從頭到尾站在原地，從上往下觀看貼近地板的表演者與機械虫。站著觀看的視角容易距離化、客體化表演

者與機械虫，同時加強表演者爬蟲化的身體，然而卻不容易同感共鳴表演者當下貼近地面移動的身體感。對比人體雙

腳站立而能輕鬆位移，表演者四肢低水平的挪動讓短距離的移動都顯得費力。畢竟，表演者的生理構造是人，不是

蟲。

以人身模擬蟲的低水平姿態，會發覺身處環境的空間頓時變得巨大。這也是創作團隊刻意選擇十鼓仁糖文創園區內廢

棄的巨大工業機具中的一小方塊為展演場地。觀眾必須穿越巨大冰冷、陰暗可怖的廢棄機具中的鐵製老舊天橋，才能

抵達表演場所，身體的臨場經驗還真像是一隻蟲般在黑夜出沒，棲身於老腐陰暗之地，圍困於龐然大物、充滿危險的

機關之間。而表演者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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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是，化身蟲的表演者與機器虫

透過空間移動、視覺亮光、聽覺聲

音的互動，彰顯戲劇性的對話、共

處與權力關係。但從另一角度視

之，卻隱藏了表演者如何以身體

（腳）控制、反饋機器虫的趣味

性。（徐瑋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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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低動作水平，想必從她的角度觀看四周機具環境，應該更顯得巨大與壓迫。在龐然機械廠中的一方小空間，羅文

瑾對話的對象是圍繞在她身旁的兩隻機械虫。

兩隻機械虫裝有感應器，能夠發聲（且有大小聲）、發光（向不同方向）、前進後退旁移。透過表演者裝在腳部的

感應器短距離遙控，表演者與機器虫產生相互牽制的關係。技術性上，雖然機器虫被表演者所操控，然而因腳部形

狀影響方位控制的精準性，機械虫的移動方式並非每次都如表演者之意，過程中表演者也得遷就機械虫的移動而改

變身體姿態與行動。展演性上，表演者又與機器虫有舞蹈化的情緒互動。表演者與機器虫具表現性的互動，掩蓋了

兩者間相互操控的關係。特別是感應裝置設置於腳背，遠離了表現性強、吸引目光的身軀與臉部。當觀者的目光被

上半身動作與臉部表情吸引，就難以分心關注腳部動作與機械虫的互動關係。作品如此設計的優點是，化身蟲的表

演者與機器虫透過空間移動、視覺亮光、聽覺聲音的互動，彰顯戲劇性的對話、共處與權力關係。但從另一角度視

之，卻隱藏了表演者如何以身體（腳）控制、反饋機器虫的趣味性，或放大腳的細微移動如何牽制機器虫的「奇

觀」，以及機器虫的行動、光線、聲音如何刺激並改變舞者身體行動與選擇、回應之關係。

整體而言，「虫」的實驗蘊含幾個有趣的現象。一則是透過機器的移動（動覺）、光線（視覺）、聲音（聽覺）刺

激表演者（與觀者）的生理感官，挑戰不同感官接受器對外在刺激可能給出的回應，再將之以身體動作（舞蹈）展

現回饋。一則是嘗試機器與人對話的可能性，是否機器將靈活猶如人，進而翻轉人對機器的想像，與人對自我的想

像。再一則是人是否可能以非人「虫」的姿態觀看與感受世界？從中人類可以學到甚麼？這些現象都有待創作團隊

更深刻的疑問與實驗。

稻草人舞團近年的幾支作品圍繞在非人的題材，從爬蟲類、飛禽類到尼采的超人，接連出現於近作中。「虫」的實

驗以科技加入非人系列的嘗試，目前只是初步成果，卻可預期後續巨大的創作空間與能量。超越現狀、勇於嘗試一

直是稻草人舞團的創作精神，就如作品題名「虫」，以之為部首，能夠開展之空間與想像力無限廣大。
【閱讀作者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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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現代舞團年度壓軸演出 震撼力卡夫卡原型計畫
《虫》舞蹈科技

【勁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時光飛逝，轉眼間 年即將結束，在歲末之際，

稻草人舞團特別邀請民眾前 來觀賞一場非常另類又獨特壓軸演出「稻草人舞團卡夫卡

原型計畫《虫》」；卡夫卡原型計畫《虫》是藝術總監羅文瑾與新媒體藝術家 王連晟

繼年後再度合體，並特別邀請澳洲聲音藝術家Nigel Brown一起加入的，以追求精緻特

殊的全新舞蹈科技藝術的長程創作研發計畫；本計畫於2018年首先獲得文化部「科技

藝術實驗創新及輔導推動計畫」補助，於上半年完成第1階段舞蹈科技相互運用與研發

創作：用舞者文瑾的身體動態去驅動穿戴於身上的三軸感應裝置所相互連結的兩隻機

械蟲，使他們產生動作、聲音與光線的即時回應，讓舞者身體和機械蟲體產生合為一

體的錯覺。
  

《虫》是編舞家羅文瑾從舞蹈創作的形式與角度出發，將 卡夫卡的經典文學著作《變

形記》，結合新媒體與科技多媒材的運用，把這齣已被戲劇廣為用來編劇演出的經典

文學作品，創造出一個屬於舞蹈劇場風格的跨界科技作品，將卡夫卡《變形記》文學

深度滲透到舞蹈身體與肢體語彙裡，並輔以具開創精神的新媒體語言和身體語彙，共

同產生令人期待又獨特的對話；技術研發之後，《虫》演出製作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

會補助，即將於2018年12月14、15、16日每晚17時及20時30分，在臺南市十鼓文創

園區 創客基地公開發表演出。
  

透過編舞家亦是表演家羅文瑾，與2個機械虫在有著百年歷史與廢棄大型機具的糖廠特

殊環境裡，相互操控、牽制、感應與連結，觀眾將看見真實的人體，充滿蟲的特性，

而機械的蟲體，反而深具人性，兩者相互交織出極具震撼力的聲光影體的超現實舞蹈

科技藝術作品。
  

十鼓園區表示，邀請各位民眾一起來到十鼓仁糖文創園區，欣賞這齣難得一見的演

臺北市
降雨：80%
氣溫：19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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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跟我們一同用舞蹈藝術，為精彩的2018年劃下美好的句點！購票請洽「兩廳院售

票系統及各地端點」，演出詳情「稻草人舞團06-2253218」。

FB留言FB留言

讚 分享 成為朋友中第一個說這個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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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現代舞團年度壓軸「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
《虫》」

2018年即將結束，歲末之際，稻草人現代舞團特別邀請民眾觀賞非常另類又獨特的壓軸演出-稻草人現

代舞團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虫》。

稻草人現代舞蹈團團長羅文君表示，卡夫卡原型計畫《虫》是藝術總監羅文瑾與新媒體藝術家王連晟繼

2014年後再度合體，特別邀請澳洲聲音藝術家Nigel Brown一起加入，以追求精緻特殊的全新舞蹈結合

科技藝術之長程創作研發計畫。

羅文君指出，該計畫於2018年首先獲得文化部「科技藝術實驗創新及輔導推動計畫」補助，於上半年

完成第一階段舞蹈科技相互運用與研發創作，即是用舞者羅文瑾的身體動態，驅動穿戴於身上的三軸感

應裝置所相互連結的兩隻機械蟲，使他們產生動作、聲音與光線的即時回應，讓舞者身體和機械蟲體產

生合為一體的錯覺。

▲編舞家、表演家的羅文瑾與機械蟲。(圖/記者陳聖璋攝，201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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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舞家亦是表演家的羅文瑾表示，舞者與兩個機械虫在有著百年歷史與廢棄大型機具的糖廠特殊環境

裡，相互操控、牽制、感應與連結，觀眾將看見真實的人體充滿蟲的特性，而機械蟲體反而深具人性，

兩者相互交織出極具震撼力的聲光影體，更是超現實舞蹈科技藝術作品。透過一位舞者與兩個機械虫的

身體連結與感應，透視存在本質的意義與價值，進而剖析「虫」對人感官上及心理層面所造成的各種負

面影響及刻板印象，探究我們內心深層真正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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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訊息 不只滿血！特斯拉重回高點 多頭：還會再漲

稻草人現代舞團年度壓軸「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
《虫》」
記者陳聖璋/ 台南報導 - 2018-12-14 17:57:21

縮小 放大

2018年即將結束，歲末之際，稻草人現代舞團特別邀請民眾觀賞非常另類又獨特的壓
軸演出-稻草人現代舞團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虫》。

稻草人現代舞蹈團團長羅文君表示，卡夫卡原型計畫《虫》是藝術總監羅文瑾與新媒
體藝術家王連晟繼2014年後再度合體，特別邀請澳洲聲音藝術家Nigel Brown一起加
入，以追求精緻特殊的全新舞蹈結合科技藝術之長程創作研發計畫。

羅文君指出，該計畫於2018年首先獲得文化部「科技藝術實驗創新及輔導推動計畫」
補助，於上半年完成第一階段舞蹈科技相互運用與研發創作，即是用舞者羅文瑾的身
體動態，驅動穿戴於身上的三軸感應裝置所相互連結的兩隻機械蟲，使他們產生動
作、聲音與光線的即時回應，讓舞者身體和機械蟲體產生合為一體的錯覺。

《虫》是編舞家羅文瑾從舞蹈創作的形式與角度出發，將卡夫卡的經典文學著作〈變
形記〉，結合新媒體與科技多媒材的運用，將這齣已被戲劇廣為用來編劇演出的經典
文學作品，創造出一個屬於舞蹈劇場風格的跨界科技作品，將卡夫卡〈變形記〉的文
學深度滲透到舞蹈身體與肢體語彙裡，並輔以具開創精神的新媒體語言和身體語彙，
共同產生令人期待又獨特的對話。

編舞家亦是表演家的羅文瑾表示，舞者與兩個機械虫在有著百年歷史與廢棄大型機具
的糖廠特殊環境裡，相互操控、牽制、感應與連結，觀眾將看見真實的人體充滿蟲的
特性，而機械蟲體反而深具人性，兩者相互交織出極具震撼力的聲光影體，更是超現
實舞蹈科技藝術作品。透過一位舞者與兩個機械虫的身體連結與感應，透視存在本質
的意義與價值，進而剖析「虫」對人感官上及心理層面所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及刻板
印象，探究我們內心深層真正的恐懼。 

▲舞者與機械蟲相互交織出極具震撼力的聲光影體。(圖/記者陳聖璋攝，
2018.12.13)

技術研發之後，《虫》演出製作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即將於2018年12月
14、15、16日每晚19:00及20:30在台南市十鼓文創園區創客基地公開發表演出。

為了提供更好的閱讀內容，我們使用相關網站技術來改善 使用者體驗，也尊重用戶的隱私權，特別提出說明。 OK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1215/312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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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 《虫》舞蹈x科技x特定空間
演出

（台灣TB新聞網）時光飛逝，轉眼間2018年即將結束，在歲末之際稻草人舞團特別邀請各位民眾前來
觀賞一場非常另類又獨特的壓軸演出「稻草人舞團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虫》」。卡夫卡原型計畫
《虫》是藝術總監羅文瑾與新媒體藝術家王連晟繼2014年後再度合體，並特別邀請澳洲聲音藝術家
Nigel Brown一起加入的以追求精緻特殊的全新舞蹈x科技藝術的長程創作研發計畫。該計畫於2018年首
先獲得文化部「科技藝術實驗創新及輔導推動計畫」補助，於上半年完成第一階段舞蹈科技相互運用與
研發創作：用舞者文瑾的身體動態去驅動穿戴於身上的三軸感應裝置所相互連結的兩隻機械蟲，使他們
產生動作、聲音與光線的即時回應，讓舞者身體和機械蟲體產生合為一體的錯覺。

《虫》是編舞家羅文瑾從舞蹈創作的形式與角度出發，將卡夫卡的經典文學著作〈變形記〉，結合新媒
體與科技多媒材的運用，把這齣已被戲劇廣為用來編劇演出的經典文學作品，創造出一個屬於舞蹈劇場
風格的跨界科技作品，將卡夫卡〈變形記〉的文學深度滲透到舞蹈身體與肢體語彙裡，並輔以具開創精
神的新媒體語言和身體語彙共同產生令人期待又獨特的對話。技術研發之後《虫》演出製作獲國家文化
藝術基金會補助即將於2018年12月14、15、16日每晚19:00及20:30在台南市十鼓文創園區創客基地公開
發表演出。透過編舞家亦是表演家羅文瑾與兩個機械虫在有著百年歷史與廢棄大型機具的糖廠特殊環境
裡相互操控、牽制、感應與連結，觀眾將看見真實的人體充滿蟲的特性，而機械的蟲體反而深具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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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相互交織出極具震撼力的聲光影體的超現實舞蹈科技藝術作品，邀請各位民眾一起來到十鼓仁糖文
創園區欣賞這齣難得一見的演出，跟我們一同用舞蹈藝術為精彩的2018年劃下美好的句點！

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及各地端點，演出詳情：稻草人舞團06-2253218。

▲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 《虫》舞蹈x科技x特定空間演出



▲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 《虫》舞蹈x科技x特定空間演出

 
標籤:表演活動課程活動稻草人劇團
上一篇：洪鈞培文教基金會《36》系列第六場公益講座資訊
下一篇：沒有了
其他課程活動：

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 《虫》舞蹈x科技
洪鈞培文教基金會《36》系列第六場公
洪鈞培文教基金會《35》系列第十二場
洪鈞培文教基金會《34》系列第十二場
洪鈞培文教基金會《33》系列第十二場
彰化台灣好行：搭好行免開車 親子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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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現代舞團 2018 卡夫卡原型計畫 《虫》
舞蹈 x 科技 x 特定空間演出

 【記者連凱斐/林舒婷/綜合報導】時光飛逝，即將告別2018 年歲末之

際,稻草人舞團特別推出一場非常另類又獨特的壓軸演出：【稻草人舞

團 2018 卡夫卡原型計畫《虫》】。 卡夫卡原型計畫《虫》是藝術總

監 羅文瑾與新媒體藝術家 王連晟繼 2014 年後再度合體，並特別邀請

澳洲聲音藝術家 Nigel Brown 一起加入的以追求精緻特殊的全新舞蹈

x 科技藝術的長程創作研發計畫。

http://www.new888.com.tw/
http://www.item-news.com/work/new888s/aboutus.php


  本計畫於 2018 年首先獲得文化部「科技藝術實驗創 新及輔導推動計

畫」補助，於上半年完成第一階段舞蹈科技相互運用與研發創作：用

舞者 文瑾的身體動態去驅動穿戴於身上的三軸感應裝置所相互連結的

兩隻機械蟲，使 他們產生動作、聲音與光線的即時回應，讓舞者身體

和機械蟲體產生合為一體的錯覺。

《虫》是編舞家羅文瑾從舞蹈創作的形式與角度出發，將卡夫卡的經

典文學著作〈變 形記〉，結合新媒體與科技多媒材的運用，把這齣已

被戲劇廣為用來編劇演出的經典文 學作品，創造出一個屬於舞蹈劇場

風格的跨界科技作品，將卡夫卡〈變形記〉的文學 深度滲透到舞蹈身

體與肢體語彙裡，並輔以具開創精神的新媒體語言和身體語彙共同 產

生令人期待又獨特的對話。



   技術研發之後《虫》演出製作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 助即將於

2018 年 12 月 14、15、16 日每晚 19:00 及 20:30 在台南市十鼓文創

園區 創 客基地公開發表演出。透過編舞家也是表演家羅文瑾與兩個機

械虫在有有著百年歷史與 廢棄大型機具的糖廠特殊環境裡相互操控、

牽制、感應與連結，觀眾將看見真實的人 體充滿蟲的特性，而機械的

蟲體反而深具人性，兩者相互交織出極具震撼力的聲光影體的超現實

舞蹈科技藝術作品，歡迎大家一起到十鼓仁糖文創園區欣賞這齣難得

一見的演出，一同用舞蹈藝術為精彩的 2018 年劃下美好的句點！購票

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及各地端點，演出詳情：稻草人舞團 06-

2253218。

本頁短網址：http://bit.ly/2LgxiIr

http://bit.ly/2Lgx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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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現代舞團年度壓軸「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虫》」

▲編舞家、表演家的羅文瑾與機械蟲。(圖/記者陳聖璋攝，2018.12.13)

2018年即將結束，歲末之際，稻草人現代舞團特別邀請民眾觀賞非常另類又獨特的壓

軸演出-稻草人現代舞團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虫》。
  

稻草人現代舞蹈團團長羅文君表示，卡夫卡原型計畫《虫》是藝術總監羅文瑾與新媒

體藝術家王連晟繼2014年後再度合體，特別邀請澳洲聲音藝術家Nigel Brown一起加

入，以追求精緻特殊的全新舞蹈結合科技藝術之長程創作研發計畫。
  

羅文君指出，該計畫於2018年首先獲得文化部「科技藝術實驗創新及輔導推動計畫」

補助，於上半年完成第一階段舞蹈科技相互運用與研發創作，即是用舞者羅文瑾的身

體動態，驅動穿戴於身上的三軸感應裝置所相互連結的兩隻機械蟲，使他們產生動

作、聲音與光線的即時回應，讓舞者身體和機械蟲體產生合為一體的錯覺。
  

《虫》是編舞家羅文瑾從舞蹈創作的形式與角度出發，將卡夫卡的經典文學著作〈變

形記〉，結合新媒體與科技多媒材的運用，將這齣已被戲劇廣為用來編劇演出的經典

文學作品，創造出一個屬於舞蹈劇場風格的跨界科技作品，將卡夫卡〈變形記〉的文

學深度滲透到舞蹈身體與肢體語彙裡，並輔以具開創精神的新媒體語言和身體語彙，

共同產生令人期待又獨特的對話。
  

編舞家亦是表演家的羅文瑾表示，舞者與兩個機械虫在有著百年歷史與廢棄大型機具

的糖廠特殊環境裡，相互操控、牽制、感應與連結，觀眾將看見真實的人體充滿蟲的

特性，而機械蟲體反而深具人性，兩者相互交織出極具震撼力的聲光影體，更是超現

實舞蹈科技藝術作品。透過一位舞者與兩個機械虫的身體連結與感應，透視存在本質

臺北市
降雨：0%
氣溫：12 - 21℃

娃娃機倒閉潮 桃市多店申請
停歇業

NOW早報／冷氣團發…

韓國冬「遊」體驗 釣冰魚採
果

菲律賓長灘島開放了 夢…

澳門回台秒檢舉同行者帶鳳凰捲

宋慧喬美出新高度！穿熱褲辣秀長

19歲辣模隆乳術後照曝光 血滲

減稅有感 年收40.8萬以下單

將嫁展昭何家勁？ 高金素梅9字

豆導硬起來了？ 鈕承澤駁性侵：

MLB／王建民最崇拜的學長 竟

MLB／再次穿上洋基40號球衣

網紅空姐偷吃攝影師…「老公床邊

過度溺愛孫安佐！ 他曝狄鶯心理

首頁 > 焦點

NOWnews 2018/12/14 17:57(3天前)

002 華視新聞資訊台 003 中天新聞台

熱門專題

供應鏈多空
財務規劃」既了解個
人資產，還能創造人
生幸福感。根據內政
部統計，台灣人平均
壽命八○．四歲，創
下歷年新高，同時高

雜誌

搜尋

https://times.hinet.net/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
https://times.hinet.net/channel/index
https://times.hinet.net/category/400
https://times.hinet.net/category/500
https://times.hinet.net/category/600
https://times.hinet.net/category/200
https://times.hinet.net/category/300
https://times.hinet.net/category/700
https://times.hinet.net/category/800
https://times.hinet.net/category/C00
https://times.hinet.net/category/A00
https://times.hinet.net/magazine/all
https://times.hinet.net/topicIndex
https://times.hinet.net/weather
https://member.hinet.net/MemberCenter/index.jsp
http://www.hinet.net/
https://www.facebook.com/HiNetnews
https://times.hinet.net/
https://times.hinet.net/invoice
https://times.hinet.net/lottery
https://times.hinet.net/topicList/800
https://times.hinet.net/topicList/800
https://times.hinet.net/topic/22154190
https://times.hinet.net/topicList/670
https://times.hinet.net/topicList/670
https://times.hinet.net/topic/22153298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153652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153644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153791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153803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153067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129085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153650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153654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153188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152063
https://times.hinet.net/
https://times.hinet.net/category/001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a33
https://times.hinet.net/channel/index
https://times.hinet.net/hotNews/daily/001
https://times.hinet.net/topicIndex
https://times.hinet.net/magazineList/142/19428
https://times.hinet.net/magazine/142/22147522
https://times.hinet.net/magazine/142/22147522
https://times.hinet.net/magazine/all


黃偉哲公布第二波小內閣名單 四位局 黨主席之爭／吳乃仁退黨 新潮流立

延伸閱讀

于品海首度出面談雙子星案 南海控股與中資無關 中央社 37分鐘前

NBA／場均僅得1.3分 火箭正式裁掉周琦 NOWnews 55分鐘前

丁守中砸428萬…找到「超狂廢票」 王世堅感動PO文尋人 NOWnews 56分鐘前

的意義與價值，進而剖析「虫」對人感官上及心理層面所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及刻板

印象，探究我們內心深層真正的恐懼。

▲舞者與機械蟲相互交織出極具震撼力的聲光影體。(圖/記者陳聖璋攝，2018.12.13)

技術研發之後，《虫》演出製作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即將於2018年12月14、

15、16日每晚19:00及20:30在台南市十鼓文創園區創客基地公開發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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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現代舞團年度壓軸演出 震撼力卡夫卡原型計畫《虫》舞蹈科技 勁報

臺南文化中心生日，隨機共舞光雕演出 勁報

臺南文化中心34歲生日 隨機共舞3D光雕演出 勁報

雲門舞集關於島嶼 獲英國國家舞蹈獎兩大提名 中央社

大師退休前最後回顧展 雲門舞集45週年「林懷民舞作精選」 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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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野狼來啦！ 彰化田中稻草人藝術節15、16日登場 聯合新聞網

將創意米食融入生活　彰化田中稻草人藝術節12/15、12/16登場 台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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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焦點 媒體 全部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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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現代舞團年度壓軸演出 【2018卡夫卡原型

畫《虫》】

時光飛逝，轉眼間2018年即將結束，在歲末之際稻草人舞團特別邀請民眾前來觀賞一場非常另類

特的壓軸演出：【稻草人舞團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虫》】。

    時光飛逝，轉眼間2018年即將結束，在歲末之際稻草人舞團特別邀請民眾前來觀賞一場非常另類

特的壓軸演出：【稻草人舞團2018卡夫卡原型計畫《虫》】。卡夫卡原型計畫《虫》是藝術總監 羅

與新媒體藝術家 王連晟繼2014年後再度合體，並特別邀請澳洲聲音藝術家 Nigel Brown一起加入的

求精緻特殊的全新舞蹈x科技藝術的長程創作研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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