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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休閒、展覽、娛樂、活動情報等... 搜尋

熱門： 國慶煙火  萬聖節派對  城市音樂會 我的訂單 刊登活動 活動宣傳

進行中活動 : 137756 場 已過期活動 : 1146117 場

4 小時前 有人看過 人氣 : 261
提醒 分享 發噗

0

日期 時間類型 地點 通知

2013-10-24 單日 19:30:00~20:30:00
臺北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
演廳 加入提醒

2013-10-25 單日 19:30:00~20:30:00
臺北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
演廳 加入提醒

2013-10-26
單日 14:30:00~15:30:00
單日 19:30:00~20:30:00

臺北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
演廳 加入提醒

2013-10-27 單日 14:30:00~15:30:00
臺北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
演廳 加入提醒

>  活動 >  [售票]科技媒體無人劇場《罪惡之城》2013數位表演藝術節

[售票]科技媒體無人劇場《罪惡之城》2013數位表演藝術節

加到最愛 20131011  星期五 26ºC ~ 33ºC台北市 註冊 會員登入 登入

去哪玩

首頁 活動 票券 求票 透可 CUE

全部 贈獎 休閒 展覽 表演 音樂 影視 夜店 好康 學習 運動 比賽 親子 校園 其他

活動時間:

活動場次: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費用資訊:

相關網址:

報名網址:

類別標籤:

聯 絡 人

:
聯絡信箱:

聯絡電話:

2013-10-24
時間從19:30:00至20:30:00

共 5 個場次

臺北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演廳-
光復南路133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票價：500 9/15前早鳥優惠75折

原始活動網址

報名網址

2013數位表演藝術節 戲劇表演 表演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

catmedia.tnua@gmail.com

(02)-2893884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

最終場倒數

13
天

3 天前有人訂票 11人已訂票 前往訂票

讚 成為你朋友中第一個說這讚的
人。 1 0 P

活動場次 Event time 進行中( 0 ) 即將開始( 4 ) 已過期( 0 )

誰來看過 Visitor

http://www.citytalk.tw/
http://www.citytalk.tw/cata/9397?from=keyword
http://www.citytalk.tw/cata/2059?from=keyword
http://www.citytalk.tw/cata/561?from=keyword
http://www.citytalk.tw/shop/user.php
http://www.citytalk.tw/tool/
http://www.citytalk.tw/sevent/platinum/
http://www.citytalk.tw/user/531447
http://www.citytalk.tw/user/229302
http://www.citytalk.tw/user/35
http://www.citytalk.tw/user/894113
http://www.citytalk.tw/
http://www.citytalk.tw/cata/
http://www.citytalk.tw/event/205043-%E7%A7%91%E6%8A%80%E5%AA%92%E9%AB%94%E7%84%A1%E4%BA%BA%E5%8A%87%E5%A0%B4%E3%80%8A%E7%BD%AA%E6%83%A1%E4%B9%8B%E5%9F%8E%E3%80%8B2013%E6%95%B8%E4%BD%8D%E8%A1%A8%E6%BC%94%E8%97%9D%E8%A1%93%E7%AF%80
http://www.citytalk.tw/event/205043-%E7%A7%91%E6%8A%80%E5%AA%92%E9%AB%94%E7%84%A1%E4%BA%BA%E5%8A%87%E5%A0%B4%E3%80%8A%E7%BD%AA%E6%83%A1%E4%B9%8B%E5%9F%8E%E3%80%8B2013%E6%95%B8%E4%BD%8D%E8%A1%A8%E6%BC%94%E8%97%9D%E8%A1%93%E7%AF%80
http://www.citytalk.tw/user/register.php?redirect_uri=http%3A%2F%2Fwww.citytalk.tw%2Fevent%2F205043-%25E7%25A7%2591%25E6%258A%2580%25E5%25AA%2592%25E9%25AB%2594%25E7%2584%25A1%25E4%25BA%25BA%25E5%258A%2587%25E5%25A0%25B4%25E3%2580%258A%25E7%25BD%25AA%25E6%2583%25A1%25E4%25B9%258B%25E5%259F%258E%25E3%2580%258B
http://www.citytalk.tw/user/login.php?redirect_uri=http%3A%2F%2Fwww.citytalk.tw%2Fevent%2F205043-%25E7%25A7%2591%25E6%258A%2580%25E5%25AA%2592%25E9%25AB%2594%25E7%2584%25A1%25E4%25BA%25BA%25E5%258A%2587%25E5%25A0%25B4%25E3%2580%258A%25E7%25BD%25AA%25E6%2583%25A1%25E4%25B9%258B%25E5%259F%258E%25E3%2580%258B
http://www.citytalk.tw/
http://www.citytalk.tw/cata/
http://www.citytalk.tw/ticket/
http://www.citytalk.tw/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107
http://www.citytalk.tw/bbs/forum.php
http://www.citytalk.tw/cue/
http://www.citytalk.tw/cata/
http://www.citytalk.tw/cata/1395/?prize=show
http://www.citytalk.tw/cata/55/
http://www.citytalk.tw/cata/57/
http://www.citytalk.tw/cata/58/
http://www.citytalk.tw/cata/561/
http://www.citytalk.tw/cata/59/
http://www.citytalk.tw/cata/60/
http://www.citytalk.tw/cata/1395/
http://www.citytalk.tw/cata/143/
http://www.citytalk.tw/cata/56/
http://www.citytalk.tw/cata/243/
http://www.citytalk.tw/cata/90/
http://www.citytalk.tw/cata/4778/
http://www.citytalk.tw/cata/61/
http://www.citytalk.tw/enterprise/413/
http://www.facebook.com/SINCITY2013
http://ww1.artsticket.com.tw/CKSCC2005/cart/cart00/ShowNonMap.aspx?PerformanceId=80uWuLti6Oz7IWy6uOlj3w
http://www.citytalk.tw/cata/9332/
http://www.citytalk.tw/cata/129/
http://www.citytalk.tw/cata/58/
https://ads.citytalk.tw/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2821__zoneid=69__cb=93d5571066__oadest=http%3A%2F%2Fwww.citytalk.tw%2Fevent%2F208387


參加過這個活動嗎？歡迎分享您的心得文！(只要貼上部落格文章連結即可)

臺灣首部科技媒體無人劇場《罪惡之城》

激昂的毀滅  獻給未來   一個機械影像聲光構築的宇宙

 

本創作展演計畫已獲邀請於文化部2013年數位表演藝術節演出

藝術總監/ 導演：王俊傑

共同創作：豪華朗機工

影像演出：亞太影后陸弈靜

演出時間：2013年10月24日至27日

演出地點：臺北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多功能展演廳

新媒體無人劇場跨界創作計畫《罪惡之城》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全新策劃製作，知名藝術家王俊傑

與混種跨界團體豪華朗機工共同創作，並邀請亞太影后陸弈靜參與影像表演。本創作計畫集合各路創意人才，橫跨

臺灣在地劇場、視覺、影像、機械動力、裝置、聲音藝術與科技技術等不同領域，試圖突破各領域間的疆界，讓不

同的美學、思維激盪融合，尋求可以講述以及貼近當代經驗的語言，期望創造具有高度實驗性與創造性的全新藝術

形式。

無人劇場是以機械動力、裝置、影像的運動組合代替真實演員的在場表演，試圖打破一般劇場中以觀看演員表演為

焦點的習慣，創造觀眾全新的觀賞經驗。除了全自動機械舞臺、影像聲光的表現和效果外，另加入數位雲端技術的

即時運算，以表現人類在資訊時代之下的真實處境。 

《罪惡之城》描述地球因資訊過度擴張而毀滅的倒數前24小時，四個角色彼此交錯與追逐的故事。它試圖探討數位

資訊時代下人類生存狀態的改變，翻新一般對於罪惡的想像，將人們隨著資訊洪流湧動，不斷擴大的慾望迴追求圈

與無休止地旋轉，作為一種當代「罪惡」的詮釋。《罪惡之城》是資訊世界的隱喻，演繹慾望永無止盡的共同之惡

，並探問：毀滅之後，人類文明還有何種可能?

本創作計畫同時整合高端研究單位的創新技術，包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

研究中心、廣達電腦廣達研究院，並與廣藝基金會及多位頂尖科技藝術創作者共同合作，另有來自企業界碁仕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特別贊助工業級機械手臂，跨界整合產、官、學、研各界資源，共同打造臺灣首部的科技媒體無人劇

場，期望開創文化創意產業全新感官體驗的新里程碑。

演職員名單

 

主辦單位：文化部

承辦單位：廣藝基金會

策劃執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

藝術總監、導演：王俊傑

共同創作：王俊傑、豪華朗機工

編劇：周曼農

舞臺技術統籌：豪華朗機工

數位技術開發統籌：孫士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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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鐘前看過

達人心得 / 攻略  Experience 分享心得感想貼上部落格網址，分享超快速

詳細介紹 Intro 小 中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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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設計：歐衍穀

音樂設計：余奐甫

影像表演：陸弈靜、楊登鈞、葳薾森、Mamat Sallah

模型設計：張暉明

平面設計：馬文

 

製作統籌：林雅芳

製作經理：周曼農、蘇珀琪、杜懷舒

舞臺監督：黃申全

 

合作單位：廣達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贊助單位：碁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影像後期製作：太極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感謝：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本案由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製作

訂票系統 訂票資訊 連結

《罪惡之城》兩廳院售票 目前已有 11 人前往訂票或報名 前 往 訂 票

活動購票 Ticket

求換讓售版 (http://www.citytalk.tw/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
=107&from=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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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talk主辦

2009
經濟部商業司 創新營運模式示範

2011
數位時代 創業之星：數位行銷類

2009
數位時代 FB粉絲團專家評選第 3 名

2011
數位時代 百強粉絲團第 64 名

2009
部落格觀察 噗浪力資訊提供類第 1 名

2011
台灣百大網站 第 118 名

2010
數位時代 Facebook百大粉絲團

2011
經濟部商業司 金網平台獎銀質獎

榮譽獎項
活動社群

城市通Facebook

城市通電影通

城市通Plurk

城市通google+

相關服務

RSS訂閱

訂閱活動電子報

噗通™Hot

ShareAnytimeHot

關係企業

荷包網-大陸購物第一站

oBuy全買網

關於我們 城市通大事紀 新手上路 服務項目 廣告刊登 媒體專區 線上徵才 合作提案 聯絡我們 網站地圖 服務條款 個人資料暨隱私權保護政策

服務中心

Citytalk 城市通 Copyright 2013 eDynamic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acebook 社群外掛元件

回應

選擇留言身分⋯⋯ 

http://www.citytalk.tw/cata/1395/?prize=show
http://www.citytalk.tw/cata/55/
http://www.citytalk.tw/cata/86/
http://www.citytalk.tw/cata/91/
http://www.citytalk.tw/cata/4991/
http://www.citytalk.tw/cata/57/
http://www.citytalk.tw/cata/1424/
http://www.citytalk.tw/cata/1425/
http://www.citytalk.tw/cata/284/
http://www.citytalk.tw/cata/918/
http://www.citytalk.tw/cata/1991/
http://www.citytalk.tw/cata/124/
http://www.citytalk.tw/cata/1216/
http://www.citytalk.tw/cata/125/
http://www.citytalk.tw/cata/489/
http://www.citytalk.tw/cata/128/
http://www.citytalk.tw/cata/141/
http://www.citytalk.tw/cata/58/
http://www.citytalk.tw/cata/129/
http://www.citytalk.tw/cata/131/
http://www.citytalk.tw/cata/4769/
http://www.citytalk.tw/cata/561/
http://www.citytalk.tw/cata/4190/
http://www.citytalk.tw/cata/1385/
http://www.citytalk.tw/cata/139/
http://www.citytalk.tw/cata/59/
http://www.citytalk.tw/cata/135/
http://www.citytalk.tw/cata/4311/
http://www.citytalk.tw/cata/133/
http://www.citytalk.tw/cata/60/
http://www.citytalk.tw/cata/138/
http://www.citytalk.tw/cata/137/
http://www.citytalk.tw/cata/1395/
http://www.citytalk.tw/cata/1393/
http://www.citytalk.tw/cata/224/
http://www.citytalk.tw/cata/878/
http://www.citytalk.tw/cata/4173/
http://www.citytalk.tw/cata/146/
http://www.citytalk.tw/cata/1315/
http://www.citytalk.tw/cata/143
http://www.citytalk.tw/cata/1456/
http://www.citytalk.tw/cata/4181/
http://www.citytalk.tw/cata/4149/
http://www.citytalk.tw/cata/4150/
http://www.citytalk.tw/cata/4155/
http://www.citytalk.tw/cata/4156/
http://www.citytalk.tw/cata/3324/
http://www.citytalk.tw/cata/4153/
http://www.citytalk.tw/cata/3600/
http://www.citytalk.tw/cata/371/
http://www.citytalk.tw/cata/4164/
http://www.citytalk.tw/cata/56/
http://www.citytalk.tw/cata/1207/
http://www.citytalk.tw/cata/116/
http://www.citytalk.tw/cata/117/
http://www.citytalk.tw/cata/853/
http://www.citytalk.tw/cata/120/
http://www.citytalk.tw/cata/121/
http://www.citytalk.tw/cata/243/
http://www.citytalk.tw/cata/2278/
http://www.citytalk.tw/cata/2276/
http://www.citytalk.tw/cata/2275/
http://www.citytalk.tw/cata/2274/
http://www.citytalk.tw/cata/90/
http://www.citytalk.tw/cata/4778/
http://www.citytalk.tw/cata/2717/
http://www.citytalk.tw/cata/322/
http://www.citytalk.tw/cata/2415/
http://www.citytalk.tw/cata/438/
http://www.citytalk.tw/cata/321/
http://www.citytalk.tw/cata/7651/
http://www.citytalk.tw/cata/61
http://www.citytalk.tw/cata/1343/
http://www.citytalk.tw/cata/1387/
http://www.citytalk.tw/cata/4171/
http://www.citytalk.tw/cata/4226/
http://www.citytalk.tw/sevent/platinum/
http://www.facebook.com/citytalk.event
http://www.facebook.com/citytalk.event
http://forum.inside.com.tw/viewthread.php?tid=1271
http://www.plurk.com/citytalk/invite
http://www.facebook.com/citytalk.event
http://www.facebook.com/citytalk.event
http://www.facebook.com/citytalk.movie
http://www.plurk.com/citytalk/invite
https://plus.google.com/107378707924187920177/posts
http://www.citytalk.tw/rss/index.php
http://www.citytalk.tw/user/setting/index.php?notice=epaper
http://www.citytalk.tw/sn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56
http://www.citytalk.tw/sn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59
http://joinbao.com/
http://www.obuy.cn/
http://www.citytalk.tw/about.php
http://www.citytalk.tw/sn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extra=page%3D1
http://www.citytalk.tw/faq.php
http://www.citytalk.tw/service.php
http://www.citytalk.tw/sevent/platinum
http://www.citytalk.tw/medialist.php
http://www.104.com.tw/jobbank/custjob/index.php?r=cust&j=5e4a44285e6c3e2030683b1d1d1d1d5f2443a363189j01
http://www.citytalk.tw/advertise.php
http://www.citytalk.tw/contact.php
http://www.citytalk.tw/sitemap.php
http://www.citytalk.tw/terms.php
http://www.citytalk.tw/privacy.php
http://developers.facebook.com/plugins/?footer=1
http://developers.facebook.com/plugins/?foote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