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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計畫成效表 

（一）本計畫實施成果按照年、月份排列，以下： 

1. 2018 年七月(於台灣進行文本發想與軟體測試) 

  作品製作說明：《登月(To the Moon)》是台灣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與美國當代藝術家 Laurie 

Anderson 所共同創作的 VR 裝置作品。此作品來自人類登月五十週年，讓觀眾從神話、文學、科

學與政治的發想，用虛擬實境重回登月現場的旅程，在十五分鐘的虛擬實境體驗中，觀眾將會化

身為太空人，在月球低重力的表面漫步飛行，穿梭於六個場景，從唯心的角度重寫登月的歷史。 

場景 說明 

1.星座 亙古不變的星座曾是人們辨別方向的指標，但在人眼的注視下，曾經的方向指引，逐漸崩解消失。 

2. DNA 墓園 

月球曾經也是地球的一部份，月引起的潮汐，是地球生命起源重要的推手。距離地球三十八萬四

千公里以外的巨大石塊，是地球生命的見證，也成為生命安息的墓園。 

3. 垃圾山 

曾有人建議，將月球當成核廢料的存放場所，想像如果有一天月球成為人類棄置廢物的世界，地

球與月表飄散著人類文明的最顯著產物：垃圾。 

4. 石之玫瑰 由法國童話小王子的玫瑰而來的靈感，孤獨漂浮在宇宙中的化石玫瑰，成為記憶的引力軸心。 

5. 雪山 

傳說曾有位中國畫家，花了畢生心血繪製一幅鉅細靡遺的山水畫作。當他完成之時，他拋下畫筆，

走入了自己創造的世界。虛擬實境就如同這個故事，我們創造了一個想像的世界，然後我們戴上

頭盔，拋棄舊的軀殼，進入這個世界。 

6. 騎驢 

想像成為這宇宙最後一人，在月球孤獨地騎著驢子漫步，最後，所有的恆星也走到盡頭，演出最

精彩的煙火表演。 

《登月(To the Moon)》不同以往的作品，除了 VR 內容的創新，更是加入了穿戴式裝置的部

分，VR 內容與穿戴式裝置皆已在 2018 年八月完成設計與測試階段。To The Moon 的露出便是受

到各國矚目與關切，紛紛受邀至不同國家參與展演活動，其不同以往的作品，在 VR 內容上擁有

創新的視覺效果，結合太空之科幻元素，帶給大眾不同的視覺饗宴。 

 



 

 

使用者穿戴感應手套、背包型電腦及頭戴式顯示器。 背包、頭盔及手套放置 

 

2. 2018 年八月(前往紐約與 Laurie Anderson 開會，進行最後校正) 

 
 

VR 軟體程式碼校正畫面 VR 軟體程式進行視覺渲染與模擬 

  

Laurie 紐約工作室內測試實況-1 Laurie 紐約工作室內測試實況-2 



  

測試 A 式攜帶型設備之合用性 測試 B 式攜帶型設備之合用性 

  

VR 設備總體觀看測試-1 VR 設備總體觀看測試-2 

  

VR 設備總體觀看測試-3 作品測試後的檢討會議 

 

3. 2018 年九月 

(1) 丹麥 Louisiana museum－展出《登月(To the Moon)》 

時間：2018/9/13-2019/1/20 

地點：丹麥哥本哈根 

  為慶祝登月五十週年，以「月」為主題的虛擬實境計畫《登月(To the Moon)》，已於

九月十二日於丹麥的 Louisiana 現代美術館成功開展。此作品為十五分鐘的虛擬實境體驗，

觀眾穿戴背包電腦，分別在文學、神話、想像、政治等不同的情境下登月。 



  從繪畫到虛擬實境、迷信到科學、神話到使命、幻想到太空殖民地，從月球之旅進入

太空、進入我們自己的世界。ARTNEWS 也將 To The Moon 稱為本季最有趣的創作計畫。 

  這次大型展覽中突顯了月亮的作用、重要性和迷人的力量。 展覽展示了 200 多件作

品，展示了月亮如何在我們的藝術和文化歷史中反映。從伽利略的月球地圖到諾曼福斯特

的 3D 列印月球基地的計劃。展覽將藝術、電影、音樂、文學、建築、文化歷史、設計和

自然科學融合成一幅充滿活力且多樣的畫面，展現我們在天空中最親近的鄰居。我們將月

球作為一個基本的象徵，並作為浪漫和藝術、科學探究、存在問題的目標以及政治擴張的

衝動。 

    通過這次展覽，Louisiana 現代美術館紀念人類即將登月的 50 週年紀念日，同時也引

起人們對藝術中對月亮的強烈興趣和新的關注，並將其作為新太空競賽的跳板，具有其所

有戰略和經濟意義。 

 

 

丹麥 Louisiana 現代美術館以登月為主題展的海報 
黃心健與 Laurie Anderson 在丹麥 Louisiana museum 開

展記者會現場。 

  

黃心健與 Laurie Anderson 在丹麥 Louisiana Museum 於

展場與民眾交流。 

民眾在 Louisiana Museum 體驗《登月(To the Moon)》的

實況。 



 

 

當看到觀眾伸展雙手飛向宇宙，心中不禁暗暗驚喜了

一下，「我們成功了！」 
《登月(To the Moon)》丹麥展出時的圖說標示。 

  

《登月(To the Moon)》丹麥展出時的國藝會支持之露

出標示。 

原任職斯德哥爾摩現代美術館館長的 Daniel Birnbaum

（右二），現在是倫敦的虛擬實境藝術公司 Acute Art 總

監，他與該公司的 CEO Jacob De Geer 聯袂特地到丹麥

來觀看 To the Moon。 

 

 

 

 

 

 

 



3. 2018 年十月 

(1) CNN 採訪與報導 

  

CNN Style 採訪《登月(To the Moon)》之訪問過程-1 CNN Style 採訪《登月(To the Moon)》之訪問過程-2 

  

CNN Style 採訪《登月(To the Moon)》之訪問過程-3 CNN Style 採訪《登月(To the Moon)》之訪問過程-4 

 

 

CNN Style 採訪 The Moon.之訪問過程-5 CNN Style 記者實際體驗登月過程-1 



 

 

CNN Style 記者實際體驗登月過程-2 CNN Style 記者實際體驗登月過程-3 

 

報導連結：https://edition.cnn.com/style/article/laurie-anderson-moon-virtual-reality-smart-

reativity/index.html?fbclid=IwAR3nq_GFjKDv9KTFM4hAgHGg3aYSsojzW0nGaof9HDyr0IJYnUyRuG

HyvOE 

 

 

CNN Style 網

站露出截圖-1 

https://edition.cnn.com/style/article/laurie-anderson-moon-virtual-reality-smart-reativity/index.html?fbclid=IwAR3nq_GFjKDv9KTFM4hAgHGg3aYSsojzW0nGaof9HDyr0IJY
https://edition.cnn.com/style/article/laurie-anderson-moon-virtual-reality-smart-reativity/index.html?fbclid=IwAR3nq_GFjKDv9KTFM4hAgHGg3aYSsojzW0nGaof9HDyr0IJY


 

CNN Style 網

站露出截圖-2 



 

CNN Style 網

站露出截圖-3 

 

 

 



 

4. 2018 年十一月 

(1) 2018 AICA 國際藝評人協會台北世界年會研討會 

時間：2018/11/18 

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雨賢廳、北師美術館 

    本計畫積極參與學術交流活動，由黃心健理事長代表出席 2018 年度國際藝評人年會

研討會發表，以下為發表和參與實績與紀錄。 

*年度主題：虛擬性與民主時代的藝術評論   

 

  

研討會主辦與協辦單位列表一覽 簡章與研討會結集成冊 



  

當日研討會相關議程 研討會手冊登錄文章內容-1 

 
 

研討會手冊登錄文章內容-2 研討會手冊登錄文章內容-3 



 
 

研討會手冊登錄文章內容-4 研討會手冊登錄文章內容-5 

研討會發表全文內容： 

Whereas not so long ago digital forms of communication were seen as the hope for new forms of de The Moon 

is projected by Laurie Anderson and Hsin-Chien Huang are doing for the Louisiana Museum and Denmark. This i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in that the color combinations of art and science. So, they asked us to make our versions of 

the moon. And they are doing a big exhibition – a scientific exhibition about the moon.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only 

art project in their series. 

It is of course a kind of imaginary moon where it is anti-gravitational but it’s all kind of things happening. As it 

turns out, it’s a kind of a dark version of it because while we are working on it, the announcements of space force 

that’s going to patrolling space; there is a lot of concern with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with the earth debris. So, we 

imagine it circling the earth and travelling to the moon. So, it’s a kind of dystopic picture of the moon. 

It’s a fifteen minutes piece because we learnt in making other works. We have collaborated on Chalk Room and 

Aloft; we realized fifteen minutes is a pretty good amount of time for people to be in VR. The head sets, for some 

people are a little bit challenging.  

This is a slightly more controlled work because we realized that we need to guide people a little bit more. But of 

course, it is flying so it’s a free form work. And there is another thing that we learnt from working on Chalk Room 

and Aloft which they are both very much airborne, very much about the air and the flight. So The Moon was a kind 



of a natural work for us to take on because it involved in bringing that very much. It will be installed very soon and 

so we are working very hard on the music. For me, it’s a huge challenge to do the music because it’s nothing like I 

know how to do. It’s not narrative music with a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 It’s spatial so you walk into music. And 

I believe it’s the future of imagery and music too. That you walk into these works of art. They will no longer to be 

pasted on the wall.  

We were talking about a Chinese story that I like very much. I don’t know where this comes from. It sounds like 

a Borges’ story. It’s a story of a Chinese painter who makes a beautiful landscape piece; he spent a long time working 

on these beautiful, vertiginous mountains with pine trees and huts and roads that are going up the mountains; he’s 

painting this landscape and then when he is finished, he walks into it. And this is kind of what VR feels like to me 

that you are actually able to walk into a work of art. That is really very exciting!  

It’s been wonderful to work on this project. Hsin-Chien Huang is one of my favorite artists in the world so it’s a 

great privilege for me to work with him and see him visualizing these things. When you said, “Well, maybe it could 

look like this...” And he comes with an idea that is like wow, so much more beautiful than anything I had imagined! 

So it’s very exciting. And it’s a kind of work of discovery for us. We discovered The Moon.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I have worked on VR. I am learning a lot. You know. We don’t know really how to 

make music for this art form, how to make a story, so each work is an experiment. It’s a very exciting thing to be at 

the beginning of a medium like VR. Of course it’s been going on for quite a while but it’s just beginning to be an 

actual art form. So the people kind of go ‘Oh I know what it is…’, ‘I have seen a couple…’ so people are becoming 

more literate in VR. That’s a big challenge to artists who are beginning to work in it because then the novelty and 

the shock of it are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t’s what you begin to do with it; how you shape it. So it’s, for me, 

very, very exciting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it is! So we just try to invent things. You kinda go, “Does that work?”, 

“I don’t know.”, “Does that work?” It’s no rules so it’s a real adventure! 

 

5. 2019 年三月 

(1)香港 Art Basel－展出《登月(To the Moon)》 

時間：2019/3/29-31 

地點：香港 

  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於 1970 年由來自巴塞爾的藝廊創辦人成立，現今為全球

一致推崇的國際藝術交流平台。每年於巴塞爾、邁阿密海灘和香港舉行的藝術展會，演示

了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最高水平。三大展會各有其地區性意義，可從參展藝廊、作品展

出及與當地文化組織於同期合辦不同類型內容的藝術活動反映出來。巴塞爾藝術展透過



持續拓展全新計劃，突破了現有的藝術展會模式，包括開展「巴塞爾藝術展都會」（Art 

Basel Cities）嶄新舉措，與獲選夥伴城市攜手舉辦多項精彩的文化活動。 

  To the Moon《登月》受到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官方合作夥伴 HTC VIVE Arts 的邀請，

在 2019 年 3 月 29 日至 31 日，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Level 3 Concourse 的 HTC VIVE 展間

特別展出。此次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為《登月》亞洲首發，也是其中最受矚目的作品。 

*活動官方網址: https://www.artbasel.com/hong-kong 

  

登月於活動現場之展位置 開展前工作人員測試機台。 

  

此次香港 Art basel 以登月為主題展的主視覺與文宣內容，內含國藝會 LOGO 露出。 



  

當年創立 Atari 的 Nolan Bushnell 率先體驗。 國際知名策展人 Hans Ulrich Obrist。 

 

 

家畫廊 Brenda Wang 
Melissa Zhu, 赫須巨集博物館(Hirshhorn Museum and 

Sculpture Garden)館長 



 

 

現代水墨畫家劉國松老師也徜徉在月球上。 在現場與現代水墨畫家劉國松老師合影。 

  

黃心健理事長向 HTC 董事長王雪紅解說作品。 HTC 董事長王雪紅女士體驗登月。 

  

黃心健理事長與 HTC 董事長王雪紅合影。 民眾於現場操作體驗登月作品實際狀況-1 



 

 

民眾於現場操作體驗登月作品實際狀況-2 民眾於現場操作體驗登月作品實際狀況-3 

 

6. 2019 年五月 

(1) 法國坎城影展－展出《登月(To the Moon)》 

時間：2019 5/15-25 

地點：法國坎城 

    此次參展活動由今年第 51 屆「導演雙週」的藝術總監 Paolo Moretti 直接邀請，更是黃心

健與美國前衛音樂教母 Laurie Anderson 合作四年 VR 以來的完整呈現，將以獨立的展館盛大

展開。參展作品有榮獲 74 屆威尼斯影展虛擬實境最佳體驗得獎作品《沙中房間（La Camera 

Insabbiata/ Chalkroom）》，以及兩件最新 VR 力作《登月（To the Moon）》與《高空（Aloft）》

亮相，與世界各地的觀眾們分享著離開地表遨遊的 VR 觀賞體驗。 

*活動官方網址：https://www.quinzaine-realisateurs.com/en/vr-exhibition-2019/ 

 

https://www.quinzaine-realisateurs.com/en/vr-exhibition-2019/


 

此次坎城影展以登月為主題展的海報。 

 

  

佈展時 Laurie Anderson 與黃心健的合照。 作品登月《To the Moon》的展場照片-1 

 
 

作品登月《To the Moon》的展場照片-2 黃心健與 Laurie Anderson 親手繪製展場空間-1 



 
 

黃心健與 Laurie Anderson 親手繪製展場空間-2 坎城影展於 2019 年 5 月 14 日開幕現場 

  

開幕現場致詞活動。 黃心健為法國坎城市市長 David Lisnard 解說 VR 作品 

  

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與美國前衛音樂家 Laurie 

Anderson 法國坎城影展導演雙週盛大開幕合照(左一起

為法國坎城市市長 David Lisnard、新媒體藝術家黃心

健、美國前衛音樂家 Laurie Anderson 及導演雙週策展

人 Paolo Moretti)。 

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與美國前衛音樂家 Laurie Anderson

法國坎城影展導演雙週盛大開幕合照(左一起為美國前衛

音樂家 Laurie Anderson、導演雙週策展人 Paolo Moretti、

威尼斯影展 VR 策展人 Liz Rosenthal 及新媒體藝術家黃

心健)。 



  

名導演 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_Moon 前來體驗。 名導演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 Orozco)前來體驗。 

  

法國電子音樂教父讓-米歇爾·雅爾(Jean-Michel Jarre)

與鞏俐前來體驗。 
臺灣駐法國大使前來體驗 

  

工作團隊與臺灣駐法國大使合影於展場門口。 參與臺灣之夜，與《灼人秘密》電影劇組團隊一同合照。 

 

  此次策展人熱情的邀約與成功的展出代表著 VR 技術不只是新媒體藝術的實踐平台，

也是作為與傳統電影跨域結合的重要里程，更是台灣電影製片於 VR 技術與實力的展現。

臺灣在 VR 領域有極大優勢，尤其硬體層面更是領跑全球。現今步上世界級影展，與全球

影人共赴盛會，透過此活動在 VR 領域的活躍，拓展臺灣 VR 在國際的一席之地。 

 



(2) Creator lab 工作坊 

時間：2019 5/27-5/31  

地點：德國慕尼黑 

本計畫參加德國 Bayerisches Filmzentrum (European Creators’Lab)所舉辦的 Creative 

Europe MEDIA trainings，工作內容主要進行演講分享與教學，透過 To the Moon 登月的示

範教學與製作過程分享給予學員更多的創作發想與體驗。 

 
 

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進行專題演講。 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與學員交流與案例討論。 

  

專題演講會後進行深度討論-1 專題演講會後進行深度討論-2 

  

專題演講會後大合影-1 專題演講會後大合影-2 



7. 2019 年七月 

(1) Virtual Worlds –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 Exhibition 展出《登月(To the Moon)》 

時間：2019/7/2-7/4 

地點：德國慕尼黑 

    此活動由 Creator Lab 工作坊所延伸，該機構負責人邀請黃心健展出 To the Moon 作品，為

競賽單元的貴賓私下展出交流。 

  

與競賽單元貴賓與藝術家進行交流-1 與競賽單元貴賓與藝術家進行交流-2 

 

 (2) HPC 功夫競賽大師營 

時間：2019/7/3 

地點：台灣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 12 號 1 樓 A 棟  (高軟園區/高軟會議中心中庭交誼廳) 

  本計畫實際協助推動 VR 產業在學界之的廣度與深度，因此透過大師營的舉辦，希冀

能夠讓大學生更加了解 VR 製作與產鏈現況。 

  



  

  

大師營演講照 

 

(3)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多媒體科技藝術展－展出《登月(To the Moon)》 

時間：2019/7/5-7/14 

地點：英國曼特斯特 

時間/日期 當日行程與工作項目 

7/5（五） 搭機赴英 

7/6（六） 抵達曼徹斯特、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布置展覽場地 

7/7（日） 討論與裝機 

7/8（一）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布置展覽場地 

7/9（二）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布置展覽場地 

7/10（三）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布置展覽場地 

7/11（四） 正式展出 

7/12（四） 開幕 

7/13（六） 搭機 

7/14（日） 晚間抵台 
 



  本協會理事長黃心健受邀至 2019 英國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展出其 VR 作

品。英國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創辦自 2007 年，每兩年一屆，為國際具代表性的

原創、頂尖藝術節，期間展示許多領先全球的新型藝術等跨界藝術創作。本次行程主要為佈

展於七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英國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所展覽的 VR 作品「登月」 

( To The Moon )。英國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創辦自 2007 年，每兩年一屆，為國

際具代表性的原創、頂尖藝術節，期間展示許多領先全球的新型藝術等跨界藝術創作。作品

「登月」 ( To The Moon )是和美國前衛音樂藝術家 Laurie Anderson 攜手合作，透過科技的

輔助，不僅能體驗登上月球的奇幻旅程，也能近距離接觸藝術家的想像世界。 

  英國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創辦自 2007 年，每兩年一屆，為國際具代表性的

原創、頂尖藝術節，期間展示許多領先全球的新型藝術等跨界藝術創作。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主要關注原創藝術，參展藝術家採取邀請制， 將不同藝術形式和背景的

藝術家們聚集在一起，創造出充滿活力、創新和前瞻性的新作品，從劇院、畫廊和音樂廳到

鐵路車站等都可以欣賞不同作品。 

  本次展覽由黃心健和美國前衛音樂教母蘿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合作之 VR 作

品〈登月〉（To the moon）受邀參展英國曼徹斯特國際藝術節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黃心健教授作品〈登月〉 ( To The Moon )是和美國前衛音樂藝術家 Laurie Anderson 攜手合

作，透過科技的輔助，不僅能體驗登上月球的奇幻旅程，也能近距離接觸藝術家的想像世界。

VR 作品「登月」以紀念 2018 年為人類登陸月球 50 週年，作品也融入希臘的神話、文學、

科學等意象與比喻，創造出一個充滿想像、嶄新的月球世界，在十五分鐘的體驗中，觀眾將

會跳出地球，化身為太空人，在月球表面漫步飛行，讓觀眾體驗走進外太空的藝術世界是作

品登月的重要目的之一。 

  籌備期間，主要是協助安裝 VR 軟體及測試設備運作是否正常，整個展覽布置無論是施

工或是音樂等同步進行，展區分為兩個部分，入口處為等候區，由 Laurie Anderson 的團隊負

責音樂與展場布置投影的部分，體驗區則是有八台 VR 裝置讓觀眾體驗。其中比較困難的是

因為要測試投影效果，基本上施工和電腦測試都是在黑暗中進行，加上 VR 設備的纜線很

多，這些設備的纜線都必須隱藏起來，而同時需要的插座數量也為數不少，以上種種情況造

成在設置設備時有相當的難度也十分考驗技巧。另外一個布置的重點則是，虛擬實境的空間



必須吻合現實空間的方向配置，才能提供參訪者最好的體驗效果與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 

  曼徹斯特藝術節並非有一個固定的疆界，而是以一整個城鎮為單位，其中涵蓋著大大小

小、各種型態的「藝術」。利用佈展之餘，欣賞了一些樂團的演出，雖遺憾無從得知樂團的

名稱，但還是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身在藝術節氛圍之中的那種喜悅。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還

有路邊隨意擺起的小攤販，有一攤攤主正在販售書法作品，出乎意料的大受歐洲人歡迎與好

評。不禁讓人反思，身在台灣我們太習以為常覺得沒什麼的事物，在外國人眼中居然就是寶

物。我們應該要更重視、珍惜自身文化，因為這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所模仿不來的。正視屬

於我們自身的事物，檢視自己文化的根源，將這些事物應用在創作上，才會創作出真正獨特

且屬於我們的東西。 

 
 

黃心健及 MIF 的工作人員合影留念。 
與美國前衛音樂教母蘿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

合影。 

  

展場佈置與器材測試-1 展場佈置與器材測試-2 



 

 

展場佈置與器材測試-3 展場佈置與器材測試-4 

 
 

曼徹斯特藝術節的演出-1 曼徹斯特藝術節的演出-2 

(4) 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展出《登月(To the Moon)》 

時間：2019/7/20-728 

地點：美國紐約 

  此展覽計畫室配合美國紐約自然史博物館時逢 150 年館慶，共同紀念歷史性阿波羅十一號

登月五十周年，一齊慶祝過往人類於太空探索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自然史博物館在系列的展

覽活動中，提供具有親子性質的展演內容，以及相關的科技展演藝術作品，而《登月(To the 

Moon)》便是其策展主軸的其中之一，自然史博物館藉由太陽系的探索歷程，試圖想像人類在

未來五十年內將何去何從。自然史博物館希望除了透過原本科學知識與科普展示的基礎展示

外，也將科學教育的啟發藉由 VR 展演技術的平台得到實踐，以獨特互動冒險的科學概念帶入

生活當中。但《登月(To the Moon)》藉由太空電影與政治圖像的獨白，創建出另一個關於月球

的龐大敘事。 



 

 

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以登月為主題的展覽主軸 登月作品簡介下方有國藝會抬頭與 LOGO 露出 

7. 2019 年八月 

(1) 威尼斯影展－展出《登月(To the Moon)》 

時間：2019/8/21-8/30 

地點：義大利威尼斯 

    「威尼斯影展」（Venice Film Festival）是與德國柏林、法國坎城並稱世界三大影展，創

辦於 1932 年，其中金獅獎是作為威尼斯影展中的最高榮譽。然而，威尼斯影展不同於其他

影展有那般濃厚的商業化特質，反觀於威尼斯影展的設定主軸，是較為著重在影片的本質內

涵，並且積極開拓在電影工業的前瞻發展和內在意義；也就是說，威尼斯影展始終是保持著

對於電影與藝術間的密切關係；因而，威尼斯影展評審對於影片的評選標準上，是非常著重

於電影其中的「藝術性」而非商業性的追捧，抑或是娛樂性與否。 

  近年來，威尼斯影展對於新電影語言的運用表達，是採取著開放的態度，更是勇於接納

不同領域間的創新嘗試，甚至是電影媒材和影像載體的突破等，威尼斯影展有著包容且前衛

的視角，如 VR 領域的活動興辦與獎項設立等；無疑威尼斯影展所展現出的規模與抱負，對

於電影工業中的從業人員或者藝術家而言，都是畢生欲追求的最高殿堂。 

  威尼斯影展自 2018 年開始，首次舉辦 VR 虛擬實境單元：「最佳 VR」（Fuori Concorso 

Out of Competition：Best of VR）、「最佳 VR 體驗」（Concorso Competition：Interactive）、「最

佳 VR 故事」（線性敘事作品）。其中「最佳 VR 單元」的入圍標準大多著重在於作品的整體

性，包含故事線性、動畫設計、聲音配樂等；因此，對於 VR 作品的完整度要求相當高。另

外，在「最佳 VR 體驗」的單元範疇內，係較針對於觀者與使用者在進入作品後，作品與觀



者之間的互動情況，涵蓋了操控性、流暢度、作動效果等等；以上兩種不同類型的 VR 單元，

是考驗著導演對於 VR 軟硬體調教實力與想像力等的諸多挑戰。 

  

展覽現場布展情形-1 展覽現場布展情形-2 

 

 

黃心健與國際藝術機構負責人會晤 影展期間現場觀眾參觀作品狀況-1 

  

影展期間現場觀眾參觀作品狀況-2 
黃心健老師、Laurie Anderson 與國外策展人於威尼斯官

方所舉辦的 VR 論壇進行討論。 



   此次參展活動主要由導演黃心健所領銜，帶領《登月（To the Moon）》前往威尼斯影展

參展，而此件 VR 作品是以觀摩單元的身分參與展出。《登月》作品主要與觀者分享離開地

球後，以虛擬實境的幻化表現來模擬出於宇宙遨遊的狀態，以此紀念人類登陸月球 50 週年。 

  由於威尼斯影展為世界級的重要影展，參與的與會者大多是活躍知名的專業人士，於影

展期間與國際影展組織，以及國際策展人交流狀況佳，且繼 2017 年黃心健榮獲金獅獎的肯

定後，今年是第二次的入圍，因此在展期當中，便是吸引到國內外諸多媒體的熱烈關注與矚

目；除此之外，國際的新媒體空間、當代美術館、學術單位與 VR 技術的軟硬體公司等，亦

是對於此次所展出的作品十分驚艷且印象深刻，紛紛提出日後的展覽邀請與合作測試等，目

前已獲邀前往美國、加拿大、西班牙、荷蘭、波蘭、中國等地，進行發表展覽。 

 

8. 2019 年九月 

(1) 台北電影學院 VR 國際論壇－《VR 敘事與國際影展》 

時間：2019/9/11-12 

地點：101 獨一文創 (台北市 101 購物中心 4 樓) 

**活動官方網址：https://www.filmcommission.taipei/tw/MessageNotice/NewsDet/5446 

  「台北電影學院」自 2014 年起，除了精進原有系列的品質與規模，也應學員要求增加

課程的多元性。 

  2019 年「台北電影學院」增設了「VR 國際論壇」系列，力邀國內外獲獎的 VR 內容創

作者、製片、策展人、硬體開發者及互動體驗設計者等，並期待透過論壇的方式，集合各方

專業人士，開啟產業中不同角色的對話，讓學員一窺這個瞬息萬變的新敘事、創作領域的不

同面相，更加了解國際 VR 影視產業現況、各大影展選片趨勢，以及新媒體敘事與科技結合

的未來發展。 

  透過此論壇來探討近年來台灣的 VR 敘事創作，以及相關互動式體驗在世界各大影展屢

屢獲獎，由本計畫藝術家黃心健分享到底是什麼樣的故事或是體驗須要用到 VR 呢？以及現

今策展人們在尋找什麼樣的作品或是創作者？傳統的電影創作者或是製片要如何跨入這個

百家爭鳴的創作領域？有什麼樣的國內外甚至跨產業的資源，是影人們可以應用的？VR 愛



好者在未來幾年可以期待看到什麼樣的作品呢？本場論壇透過 VR 導演、製片、國際影展策

展人以及互動式體驗設計者等不同專業及角度進行對話，讓學員能夠汲取經驗，以及一窺不

同的 VR 思維、創作模式。 

 

 

台北電影學院海報 黃心健老師進行《VR 敘事與國際影展》專題演講 

  

《VR 國際論壇》之各領域專家綜合會談 論壇結束後與專家學者餐敘 

(2) Moody Center 展出《登月(To the Moon)》 

時間：2019/9/17-9/23 

地點：美國休士頓 

  台灣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與美國當代藝術家 Laurie Anderson 兩人再次合作的新作品

《登月(To the Moon)》，受邀於休士頓的 Moody Center 展出，展覽開幕日期為 9 月 20 日，

藝術家黃心健與製作人曹筱玥兩人於 9 月 17 日前往佈展。 

  黃心健與 Laurie Anderson 兩人近年持續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藉由 VR 虛擬實境互動

技術作為實踐平台，在連貫的情境中流露出真摯的藝術情感，並且偕同著細緻的 VR 軟硬



體設備的共同作動之下，提供觀者於沉浸式的視覺體感，因而造就出觀看經驗的革新運動。

同時間在製作 VR 的過程上，亦必須突破傳統電影純拍攝過程與手法，對於藝術家而言，

必須時時掌握最新的科技動態與發展趨勢，以便能夠有最佳的創作媒材，即是帶有著極大

的挑戰性。其再度合作的 VR 作品《登月(To the Moon)》，主要是以「月球」為主題的探索

計畫，採用目前最新的多媒體科技與 VR 穿戴式裝置，在不同情境的切換之下，觀眾得以

化身為太空人，體驗著在月球上所發生的諸種情境產生互動，進而觀賞到遠端與現場自身

的共同演出。 

 

展覽現場布展情形-1 

 

展覽現場布展情形-2 

 

臺灣書院王更陵主任、劉忠

耿秘書、劉昌漢老師蒞臨展

場參觀。 

 

 



(3) Attenborough Centre for the Creative Arts 展出《登月(To the Moon)》 

時間：2019/9/30-10/14 

地點：英國布萊頓 

    台灣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與美國當代藝術家 Laurie Anderson 兩人再次合作的新作品

《登月(To the Moon)》，受邀於英國布萊頓薩塞克斯大學的 Attenborough Centre for the 

Creative Arts 展出，展覽開幕日期為 9 月 30 日，技術總監邱煒傑於 9 月 26 日前往佈展。 

   此次展出 VR 作品《登月(To the Moon)》，更結合舞台紗幕投影，營造以「月球」為主

題的沈浸式劇場，不同情境的切換之下，觀眾得以化身為太空人，更可以觀察其他與會觀

眾的互動，一同體驗著在月球上所發生的諸種情境產生互動，進而觀賞到遠端與現場自身

的共同演出。 

  

展覽現場入口看板 展覽現場入口說明牌 

  

展覽說明牌 展覽宣傳海報張貼實況 

 
 

展覽簡介與操作設備 HTC VIVE 工作人員布展施作與施作工具 



  

展覽布展完成之展場照-1 展覽布展完成之展場照-2 

  

觀眾實際體驗登月實況-1 觀眾實際體驗登月實況-2 

  

觀眾實際體驗登月實況-3 觀眾實際體驗登月實況-4 

 

 

 



9. 2019 年十月 

(1) 文化科技節暨文化科技論壇  

時間：2019/10/3-10/5 

地點：台北華山文創園區 

    本計畫於 2019 年十月參與於台北華山文創園區所盛大舉辦的文化科技節，展出《登月

(To the Moon)》作品，作為國內文化與科技領域間跨域整合的重要成果；因而，本計畫除了

在此文化科技節中有 VR 展陳外，亦是主動參與文化科技論壇之演講，以黃心健老師近年來

對於 VR 虛擬實境的創作，以及科技應用層面上的多方整合，提供技術以及知識上的分享。 

  

現場布展與施工狀況-1 現場布展與施工狀況-2 

  

文化科技論壇報到處現場-1 文化科技論壇報到處現場-2 

  

文化部部長鄭麗君體驗登月-1 文化部部長鄭麗君體驗登月-2 



 

(2) Pratt Institute 演講 

時間：2019/10/9 

地點：美國紐約 

    本計畫之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應邀前往 Pratt Institute 進行專題演講，分享個人自身投

入 VR 產業的創作過程與創作心得，並也在演講會後設置《登月(To the Moon)》Demo 版作

品，提供與會嘉賓和專家學者一同體驗。. 

 

活動演講海報(內有國藝會

支持之 Logo 露出) 

 

 

機構系列演講活動講師海報(黃心健露出) 活動專題演講現場實況 



  

專題演講會後，與會來賓體驗登月-1 專題演講會後，與會來賓體驗登月-2 

 

 

專題演講會後，與會來賓體驗登月-3 專題演講會後，與會來賓體驗登月-4 
 

  



（二）整體效益 

1. 媒體露出 

(1) The New York Times 報導 

報導網址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12/arts/design/moon-exhibition-louisiana-

copenhagen.html?fblid=IwAR35UDUn5Uv7_L7wXbfmcBcrppx_8McA4Gb6Iw8ecAB

XywC1MhUA1AUrDGE 

報導截圖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12/arts/design/moon-exhibition-louisiana-copenhagen.html?fb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12/arts/design/moon-exhibition-louisiana-copenhagen.html?fb


(2) VR ROOM報導 

報導網址 https://vrroom.buzz/vr-news/arts-immersifs/laurie-anderson-takes-you-moon-vr 

報導截圖 

 

 

(3) OUTER PLACES報導 

報導網址 
https://www.outerplaces.com/science/item/18964-nasa-artist-in-residence-laurie-

anderson-creates-immersive-vr-moon-installation 

報導截圖 

 

 



(4) DRUGSTORE CULTURE報導 

報導網址 https://-.com/laurie-anderson-virtual-reality/ 

報導截圖 

 

 

 

 



(5) LOCAL NEWS8報導 

報導網址 
https://www.localnews8.com/news/odd-news/laurie-andersons-vr-installation-flies-you-

to-the-moon/807796051 

報導截圖 

 

 

 

 

 

 



 

(6) Kunsten.nu報導 

報導

網址 
https://kunsten.nu/journal/naar-maanen-bliver-vild/ 

報導

截圖 

 

 

 

 

 

 

 

 

 



(7) 蘋果日報 報導 

報導

網址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80808/38092247/?fbclid=IwAR1s0GFelb 

iYxNFefW83Kf7MmWRefZWkFCUilZjBoVLALV1Keue-I1FLNaI 

報導

截圖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80808/38092247/?fbclid=IwAR1s0GFelb


二、影展放映場次(威尼斯影展) 

 

 

 



 

三、影展相關證明文件(威尼斯影展參展感謝函) 

 

 

 

 



 

（三）綜合檢討 

一、展覽成果發表計畫： 

展演發表 地點 場次 

展演發表 丹麥哥本哈根 Louisiana 美術館 1 

展演發表 法國坎城影展 1 

展演發表 
德國慕尼黑 Virtual Worlds –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 Exhibition 
1 

展演發表 

英國曼特斯特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多媒體科技藝術展 

1 

展演發表 美國紐約自然史博館 1 

展演發表 義大利威尼斯影展 1 

展演發表 美國休士頓 Moody Center 1 

展演發表 
英國布萊頓 

Attenborough Centre for the Creative Arts 
1 

展演發表 台北華山文創園區 文化科技節 1 

學術分享會 台灣高雄 1 

學術分享會 美國紐約 Pratt Institute 演講 1 

產業分享會 台灣台北 1 

  

二、量化指標 

量化指標 預期成果 

專業團隊養成 1 

成果報告 1 

藝術展演活動 9 

學術分享活動 1 

產業分享活動 1 

技術授權或移轉 1 

 



 

 

三、質化效益 

    藝術結合科技的推廣：蘿瑞安德森與黃心健合作的「沙中房間」，在 2017 年奪得威尼斯影展的最佳 VR

體驗大獎，而此作品，從去年就持續在全球的美術館與影展持續巡迴，包括： 

⚫ 德國 ZKM 新媒體藝術中心 

⚫ 美國 MASS MoCA 現代美術館 

⚫ 臺北美術館 

⚫ 丹麥 Louisiana 美術館 

⚫ 美國 Athens 國際影展 

⚫ 紐約 Tribeca 影展 

⚫ 澳洲 Dark Mofo 藝術節 

⚫ 加拿大蒙特婁 Phi Centre 藝術中心 

⚫ 中國北京國際電影節 

   今年所申請的計畫，是希望持續這已經建立起的國際合作與亮眼成果，擴大其效應，將臺灣科技藝術

持續地在國際的藝術與影視平台上發光。 

   有鑒於近年來多媒體與互動裝置之應用，已廣為使用在表演藝術與文創產業，相關的技術發展亦隨著

趨勢快速進步，除了學術研究的深化之外，自行開發或引進國外技術的業者也因應市場需要而逐漸成長，產

學合作的案例更是屢見不鮮。本計畫展演目的是藉由整合國外多媒體表演藝術家的創作能量與國內的軟體應

用開發技術，建構一個互動式科技劇場，活化表演者與觀眾的互動交流，透過引進具備國際水準的藝術創作

內容，結合國內專業團隊研發之動作捕捉技術、互動多媒體程式開發及 3D 動畫設計，並應用於最先進的擴

增實境設備上，跨領域整合於劇場演出，必定能讓藝術與科技結合的火花開啟觀眾的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