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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In Freedom

National Theatre & Concert Hall in Taiwan. Second Body was invited to Ars Electronica in Linz, Austria in 2015. Support

In Freedom tries to expound, research, and extend the theme of ‘freedom’ in its content and chorography by presenting the

possibility, limitation, contraction and balance of freedom with organic development and composition. It attempts at each moment
to seek for the possibilities of ‘in freedom’ individually or jointly for the debate about freedom in dancers’ bodies and the theatrical

environment created by the design team. During this process, there are moments when the dancers depend on each other, but

also moments when they wrestle against each other. The role of the choreographer is another ever-present component of power.

Nevertheless, this work tries to escape from the framework not only of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oreographer and
the team, but also the structure of choreographic movement. It tries to erase boundaries in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allowing the

dancers and the design team to liberally interchange ideas and to create more inspiring work through instant stimulation. However, it
is arguable that the choreographer giving freedom might become another invisible dominating direction!

From the choreographer

In Freedom is seeking ‘the pleasure of perusing dance’. For me, the most attractive aspect of dancers during the rehearsal is

from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Taiwan allowed HSIEH to become resident artist in 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in Paris for

6 months in 2013. His works have been invited to be performed in the Global Dance Festival Colorado (USA), as well as

in Calcutta and New Delhi (India), Singapore, Australia, TodaysArts Festival (Netherlands), Centro Parraga (Spain), Japan
Society in New York (USA), the 2013 World Stage Design (Cardiff, UK), Hong Kong, UEA,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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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鈺雯、洪紹晴、劉俊德、蔡冠伶、林貝霓、廖婉琳

燈光設計

瓦豆製作 江佶洋

really attracted by these talented people. In Freedom had its origin in 2013 when I came back from an artist residency in Europe

服裝設計

楊妤德

Choreographer in Next Choreography Project by Shu-Yi & Dancers. In that work, I tried to maintain a structure under unstable

排練助理

the moment they show their creativity and unfold their characters through movements rather than their excellent dance skills. I am

and started to explore the new potential of physical movement with dancers. In 2014, I was invited to present my work Dancer and

equilibrium intending to manifest the significant roles of dancers. During this process, I also realized the profound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and dance (dance people). Therefore, it would be like a reading experience for the audience when experiencing

聲音設計、企劃協力

許雁婷

林佩瑩

劇場技術執行

瓦豆製作

宣傳影片

李尋歡

and regulations. In other words, to read: the details of dancers’ movement, the logic of the motion, the existence and choice of each

劇照攝影

陳若軒、鄭敬儒、王玟甯

舞團經理

杜盈瑩

team. The ways of appreciating dance are very diverse. I hope the audience will also be able to find their own ways of analy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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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 Arts Management 創見藝術管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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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琪舞蹈劇場

場地協力

新北投71園區

In Freedom, which deb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movement and dance structure with considerable quantities of logic
individual dancer on stage, the dance 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regulation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work and its design
imagining and reading to connect with this work closely when they attempt to enjoy being touched by it.

Anarchy Dance Theatre

Founded by the Artistic Director, HSIEH Chieh-hua, who transferred from the realm of architecture to dance, the Anarchy

Dance Theatre, was established in 2010. The Company’s Chinese name starts with a transliteration of ‘Anarchy’ and aims to create
the imagination of dance through its various works allowing more diverse ways to appreciate and understand dance in Taiwan.

Anarchy Dance Theatre strives to develop its own approaches to dance training concentrating on awareness of the body, observation

感謝

IC之音FM97.5、La Vie雜誌、News98電台、Tatler雜誌、中國時報、漢聲廣播電台、王雲幼、古竺穎、
李宇杰、李宗軒、周東彥、周書毅、林人中、林采韻、林婉玉、林筱圓、吳可雲、張欣怡、陳代樾、
陳彥斌、陳雅雲、孫平、黃雯、楊乃璇、黎美光、董怡芬、劉宸吟、樊香君

of the environment, power of thought. Those ideas then become the core of Company’s work. Moreover, the Company is also
keen to explore new modes of choreography and to examine the creation of dance in order to offer audiences several ways in which

they can read the ‘dance body’ and ‘dance structure’. Anarchy Dance Theatre is continuously seeking to update its contemporary

manifestation by constant creativity. Based on the rich and diverse culture in Taiwan, the Company yearns to break through the

steady aesthetics of dance, to find its own way of expression with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and to promote Taiwanese dance to the
留白部位提供觀眾
打洞收藏之用

world with its unique creations.

Official website: AnarchyDanceTheatre.com

HSIEH Chieh-hua, Choreographer

With a BA degree in Architecture from th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HSIEH Chieh-hua then found himself attracted to

contemporary dance. He then graduated with a MFA in Dance Choreography from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nd then
devoted himself to the world of dance. Influenced by both architecture and choreography, HSIEH’s works feature unique spatial

concepts and a distinctive structural logic. He has recently dedicated himself to choreographic methods and sought to develop new

approaches to comprehending dance works. HSIEH’s works include: Seventh Sense (2011), Anarchy’s Dream (2009), Anarchy

1980 (2008), Anarchy (2008), Gray Mass (2006), Falling Kiss (2006). Gray Mass was awarded an S-AN Artistic Creation Award,

Taiwan. Anarchy’s Dream and Anarchy 1980 were commissioned by both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and the

歡迎掃描 QR Code 線上填寫「觀眾意見調查表」
（紙本問卷請繳回服務台，或傳真至 02-3393-9730）

感謝您費心填寫！凡填寫問卷並繳回服務台者，即有機會獲得
「濾掛咖啡包」及「手沖經典V.21飲品店內免
國際巡演贊助：京泰實業（集團）

費飲用兌換券」各一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有限公司

演出時間│2015年11月6~7日（星期五∼六）7:45PM

主辦單位│

2015年11月7~8日（星期六∼日）2:45PM
演出單位│安娜琪舞蹈劇場

演出地點│實驗劇場
演出全長約70分鐘，無中場休息
建議12歲以上觀眾觀賞

Anarchy Dance Theatre
Approx. 70 minutes without intermission

Age Guidance 12+

主辦單位保有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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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歡迎蒞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欣賞節目，由衷感謝您的支持及參與。本中心所屬單位尚包括
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及國家交響樂團，我們期盼由這北中南串起的表演藝術平臺，
能以最專業的團隊及服務，滿足大家的期待，共享藝術的美好與感動！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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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夠擁有更貼近當代與自我的表達方式，在對於舞蹈創作方式與身體動態美學的追求下，將台灣的舞蹈

音樂設計

舞團網站：AnarchyDanceTheatre.com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Center -- National Theater & Concert Hall (NTCH). You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is highly appreciated. In addition to the NTCH, Taipei, our center also incorporates the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the National Kaohsiung Center for the Arts and th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jointly dedicated to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connecting the whole of Taiwan.
Chairman, 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關於《去自由》
「去」，動詞：往、到、出發、事情的進行。

演出製作群介紹

澳亞聯網交換計劃（Asialink）出訪藝術家。此外，許雁婷以聲音設計、企劃、顧問、文字撰稿等角色與舞蹈多有

編舞

合作，曾與周先生與舞者們、驫舞劇場，及田孝慈、董桂汝等編舞者合作。

謝杰樺

畢業於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因對現代舞的興趣與喜好，進入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創作研究所就讀，畢業
究編舞方法，尋找發展與觀賞舞蹈作品的新切入方式。作品包括獲得世安美學獎的現代主義作品《灰階混
亂》(2006)、國藝會與兩廳院所贊助並獲選為該年度新人新視野專案優良作品的《安娜琪的夢想》(2009) 和
《1980的安娜琪》(2008)等。2011年開始發表了舞蹈與科技跨界製作《第七感官》、《Second Body》等作

品。其中《Second Body》於2015年受邀前往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節演出。謝杰樺於2013年獲文化部補助前
往巴黎西帖國際藝術村駐村半年，歷年作品也曾受邀至美國科羅拉多舞蹈節、印度加爾各答與新德里、新加
坡、澳洲、荷蘭TodaysArts藝術節、西班牙Centro Parraga、紐約日本協會劇場及英國Cardiff 2013WSD、香港

江佶洋

出身大稻埕的光影創作者，作品發表於表演、視覺藝術、建築、城市空間與街道等多項領域。曾於2011

得2014年老屋新生大獎金獎及2015年遠東建築獎舊屋改造特別獎入選。

圖在當下，時而各自、時而齊心地尋找「去自由」的多種可能，其間有共容的依存或相互角力的時刻，以

編舞者的話
《去自由》在追尋一種「閱讀舞作的樂趣」。就如同排練時，最吸引我的不是他們優異的跳舞能力，而
是每次他們展現創意以及個性透過肢體浮現的時刻，我被這群人吸引。這作品起源於2013年自歐洲回國後，
開始跟舞者摸索肢體的可能。2014年，我在周先生的「下一個編舞計畫」發表《舞者與編舞者》，嘗試將作
品結構放在一個動態的平衡內，企圖讓舞者這個「人」在作品中更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也在這個過程中，
深刻的體會到「自由」和舞蹈（人）們深刻的關係。因此，觀賞《去自由》就會像是閱讀的體驗，作品內利
用大量的邏輯與規則，來辯證身體動作與作品結構之間的關係：閱讀舞者的動作細節、運動邏輯、舞者個人
在台上的存在與選擇、閱讀作品結構、規則發展、閱讀設計群與作品的關係。觀看舞蹈的方式可以很多元，
在追求感動的同時，還能夠尋找具思辨、想像、閱讀的切入角度，讓作品與自身的關係更加緊密。

舞團介紹
安娜琪舞蹈劇場

地演出。2008至2011年擔任林文中舞團專職舞者，演出舞團年度製作小系列作品《小》(2008)、《情歌》(2009)、
《 》(2010)、《小南管》(2011)，並於國內各地巡迴演出。2012年8月參與第14屆臺北藝術節德國與台灣跨界合作
「Play．包浩斯動態裝置展」互動舞蹈即時演出。

專職舞者，曾參與兩廳院新點子舞展賴翠霜與舞者們《抽屜》、舞蹈空間舞蹈團《風云》、音樂藝術家合作《造

江佶洋（瓦豆製作）

年改造阿公在大稻埕留下的百年齒科診所為工作室，運用老傢俱、光影與空間，不只保留了家族記憶，更獲

下。然而，又不得不令人思考，編舞者給予的自由，是否早已操縱另一個看不見的界線？

彪、周怡、林志斌、Robert Regala、Patrizia Hermiujard等藝術家合作，並與台北越界舞團、林向秀舞團、世紀當
代舞團、體相舞蹈劇場、爵代舞蹈劇場等合作演出，曾隨各團赴亞維儂、紐約、科羅拉多、香港、廣州及印度等

燈光設計與執行

在「去」字的多重意義中，《去自由》在編舞及內容上針對「自由」此一主題拆解、研討、延伸，以有

嘗試抹除結構與框架的邊界，容納舞者和設計群更自由的發揮和發展交互關係，並有更多創作靈思生成於當

邱鈺雯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表演研究所畢業，曾與張曉雄、林向秀、詹佳惠、潘莉君、鄭宗龍、陳武康、黃建

舞者

年前往法國巴黎西帖國際藝術村駐村，並入圍有劇場奧林匹克之稱的PQ07布拉格國際劇場設計四年展。2013

產生自由的辯證關係。編舞者的角色是另一種權力辯證的存在，跳脫傳統編舞不易撼動的結構與動作框架，

舞者

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地演出。

「去」，動詞：離開、死亡、除掉、失去。
機發展的方式與結構，表現自由的可能、限度、矛盾與平衡。舞者的身體與設計群營造的劇場環境之間，試

野錄音為主要素材，從事聲音紀錄片、音景創作，及聲音展演等，作品多富敘事性，曾獲選於2012年成龍溼地國際
環境藝術節駐地創作，獲文化部遴選補助2014年至法國巴黎西帖國際藝術村駐村，經台北國際藝術村遴選為2015年

後投身現代舞創作。在建築與編舞的雙重影響下，作品具有獨特的空間概念與作品結構邏輯。近期致力研

Welcome

許雁婷

文字 聲音工作者。個人創作關注聲音蘊含的文化脈絡，探索聲音與生活、環境、族群文化的連結關係。以田

推向國際。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七年一貫制第一屆，主修西方舞蹈表演，2005至2010年擔任舞蹈空間舞蹈團
音》、世紀當代舞團《器官感性》、《鄉村騎士，丑角》、《蒼穹下》、《婚禮》、世紀當代舞團大展《誓逝》等
演出。其他參與演出之作品尚有：安娜琪舞蹈劇場《第七感官》、《第七感官2-感官事件》、安娜琪舞蹈劇場 ×
董怡芬《竹林幻影》、古舞團idance客席藝術家即興演出、安娜琪舞蹈劇場 《Second Body》及《Re: Second Body》
獨舞首演，並隨團赴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節演出。
舞者

瓦豆製作

晉代郭璞注《爾雅．釋器》「瓦豆謂之登」。揭示了燈的形制最早是從豆演變而來的歷史事實。瓦豆製
作結合各領域創意人才，以燈光為創作媒材，發揮團隊創意的力量，在表演藝術的領域中多所著墨。近來更
拓展當代視覺藝術、建築照明、公共藝術、室內設計等相關領域，將燈光專業與觀念融入創作與日常生活。
We do more than just lighting! 瓦豆製作一個跨領域創作團隊，雖以吃喝玩樂出國旅行為團隊目標，但努力在生

洪紹晴

劉俊德

舞者、作曲家、古箏演奏家，跨領域的多重表演身份，2013加入安娜琪舞蹈劇場，參與舞團製作《第七感
官》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香港巡演。其他參與演出之作品尚有：董怡芬 × 安娜琪舞蹈劇場《竹林城市—那些記得
的》、《我們》、2015兩廳院新點子舞展董怡芬《我不是我》、菲林癲視環境劇場《在你之內1.0》、曙光種子舞
團《傻婆》。

活裡創造藝術，相信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裡的藝術家。

舞者

服裝設計

伸舞團及台北越界舞團演出，2008至2009年受聘為Tanzkompanie Theater St. Gallen舞者，2010年與瑞士編舞家Philipp

楊妤德

畢業於實踐大學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任職於巨魚服裝工作室。實驗創作：2011黃翊 X.O.R《第二層
皮膚》、2010黃翊 × 王仲堃 × 孫仕安《第二層皮膚》、2006論文創作「舞蹈下服裝空間之流動表現」。聯
展經歷：2009國立臺灣美術館數位藝術方舟【蔓．流體】— 一場有機的奇異風景。主要設計作品：高雄春
天藝術節《動物狂歡節》、《彼得與狼》、林文中舞團《小結》、《慢．搖滾》、《長河》、《空氣動力
學》、周先生與舞者們《看得見的城市，看不見的人》、本事劇團《三顆頭》、臺北藝術推廣協會《奇幻迷
宮》前導測試、黃翊工作室《交響樂計劃》、《spin》、拾念劇集《大神魃》、《搶救藍星大作戰》、劇織
造《詩剝裂》、三十舞蹈劇場《舞台》、高雄城市芭蕾舞團《綻》、《野天鵝》、元和劇子《越》、對．面
劇坊《孩子 / L'Enfant》、歌劇工作坊《莎孚》、《女高音也瘋狂》、安娜琪舞蹈劇場《安娜琪的夢想》、

蔡冠伶

2005年起至今來回於台灣、瑞士及美國工作與生活，期間和許多舞團及編舞者工作。2005至2008年曾參與古名

Egli共同創作Ausgang als Ausweg 巡迴台灣、 韓國及瑞士，2011年受聘為蘇黎世歌劇院客席舞者，2011至2014年遷

居紐約，以模特兒身份和紐約藝術家進行合作與創作，2013年受邀返台參加玫舞擊製作的「鈕扣計畫」演出。蔡冠
伶於2015年4月與蘇黎世Cie ZeitSprung舞團共同創作Komplizen，7月演出安娜琪舞蹈劇場《Second Body》。
舞者

林貝霓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表演所畢業，2011年榮獲菁霖藝術基金會獎學金，參加美國舞蹈節，2013年擔任曾任職
於威廉．佛賽舞團的藏族編舞者桑吉加《火柴人》的排練助理及舞者，並於安娜．索克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房
間》中擔任獨舞者，2013年參與倫敦跨藝計畫，演出蘇威嘉《Free Steps》、曾煥興《行走》，2014年和林佳良及江
映慧共同製作《城市角隅》，2014年加入香港不加鎖舞踊館，巡演《失物待領》，2015年5月參與兩廳院新點子舞

從建築轉進舞蹈領域的謝杰樺，於2010年成立安娜琪舞蹈劇場。舞團名稱來自於英文Anarchy(無政府或

流浪舞蹈劇場《野草》、《展翅》、風之舞形舞團《視FUN》、組合語言舞團《北極光》、庭竹藝術舞蹈

無秩序之狀態)的音譯，期許作品能不斷的推展舞蹈的想像，讓台灣的舞蹈擁有更多元的觀看與理解方式。

團《調》、《B&W》、黑門山上的劇團《好漢》、《醫院風雲之我的右腿》、絕代舞蹈劇場《大風吹-舞厘

展驫舞劇場-蘇威嘉《Free Steps自由步》，並於7月隨該作品受邀於法國亞維儂Les Hivernales國立舞蹈發展中心演出。

舞團積極建構屬於自身的舞蹈訓練方式，專注培養舞者對內在肢體、外在環境的敏銳觀察力與思辨能力成為

頭》、野墨坊《窮鬼》、《玩偶的怒吼》、《樂淤逃離的島嶼》、《獨白，第六十五頁篆刻愛情》、臺北越

舞者

作品的核心之一。再配合上對於編舞方式的探究以及舞蹈創作形式的試驗，讓觀眾擁有不同的面向來閱讀

界舞團《BAVY》、雲門2《機械提琴》、《浮動的房間》、《身音》、《變》、《醫院裡的春天》、《晶屬

「舞蹈的身體」與「舞蹈的結構」。舞團以舞蹈做為藝術創作的途徑，不斷的在舞蹈創作上，尋找屬於自身

時代》、雲門舞集《焚松》緊身衣設計。

的當代表現形式。從蘊含豐富多元文化的台灣立足，期許自身打破安穩的舞蹈美學觀，在不平衡的當代社會

廖婉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暨碩士班表演組畢業。2011至2014年隨濁水溪藝術舞蹈團赴義大利、西班
牙、法國、韓國等地參與藝術節演出，並擔任行政總監，其他參與演出之作品尚有：2014年WDA Global Summit-

Contemporising the Past: Envisaging the Future showcase演出《盤鼓》，2015年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暨
碩士班—廖婉琳及陳思婷雙人製作《浮生若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