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時間│2017年11月2∼4日（星期四∼六）7:30 PM

主辦單位│

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2:30 PM
演出地點│實驗劇場
節目全長約55分鐘無中場休息 Approx. 55 minutes without intermission.

指定住宿│
主辦單位保有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1︱L-E-V舞團《強迫症之戀》

節目介紹
L-E-V舞團的《強迫症之戀》是關於「愛」的舞作。總是錯過彼此的戀人，這人就寢那人便起身，
不協調又不同步；這種錯失的愛，看似某樣盈滿而完整的東西卻有許多孔洞，這支舞就是關於那些洞。
舞者們隨著DJ Ori Lichtik創作出來的、令人血脈搏動的節奏起舞。莎倫．伊爾表示：「從我看來，
這作品的一切都非常陰沈晦暗，重重暗影中，是你和你的陰影在共舞。這舞作的靈感大半來自Neil
Hilborn的詩作《OCD》（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強迫症）。這文本強烈撼動我，因為我感覺它
表現了我，表現得這樣多，讓我一讀就停不下來。對我來說，那已經是編舞了，也可說那是一個能把你
自己的靈感放進去的模子，你自己也放得進去。當時這支舞蹈的核心部分就第一次在我腦中成形，而且
就這麼具象，甚至在我們還沒開始真正排練之前。我熟知它的觸感和氣味。就像無從逃脫、不能倖免的
世界末日。有花朵的香氣，卻黑暗非常，像是跌入一個洞裡再也回不來；很多嘈雜的聲響，卻拼命想要
安靜。它並不是從我想要創作傷感作品的某個地方生出來的，它只是一樣我必須從自己裡頭取出來的東
西，就像是我胸口中的一塊黑石。」

節目導聆
城市裡形單影隻的孤獨身體
從巴希瓦現代舞團到L-E-V舞團的《強迫症之戀》
文／張懿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表演與文化研究博士）

以色列當代舞蹈在世界舞蹈圈已有一席之地，以色列現代舞蹈先驅是格特魯德．克勞斯（Gertrud
Kraus），她於1935年移民到巴勒斯坦託管地，成立了以色列第一個現代舞團，隸屬於特拉維夫市的民俗

歌劇院（Tel-Aviv Folk Opera），之後她又創立了以色列芭蕾舞劇院，其舞蹈風格深受以色列民間舞蹈和歐
洲傳統的影響，而目前在以色列最受人注目的現代舞團，則包含了奇布茲現代舞團（Kibbutz Contemporary

Dance Company）、平頭舞團（Inbal Pinto & Avshalom Pollak Dance Company）、卡米爾舞團（Kamea Dance
Company）、維帝戈舞團（Vertigo Dance Company），和曾經來台演出的巴希瓦現代舞團（Batsheva Dance
Company）。

而來自特拉維夫市的巴希瓦現代舞團，可說是以色列目前最著名的舞蹈團體，也是真正把美國現代
舞引介至以色列的重要推手，該舞團成立於1964年，由法國猶太裔銀行家族的編舞家Baroness Batsheva de

Rothschild所創辦，她在紐約讀書時曾在瑪莎．葛蘭姆的舞蹈學校習舞，回到以色列定居後，以自己的名字
Batsheva成立了巴希瓦現代舞團，甚至直接邀請葛蘭姆擔任藝術顧問，將美國現代舞帶入以色列。自1990

年起，巴希瓦現代舞團則由以色列編舞家納哈林（Ohad Naharin）擔任舞團總監，納哈林曾在葛蘭姆的邀請

下，至紐約葛蘭姆舞校、美國芭蕾舞學校（School of American Ballet）和茱莉亞藝術學院進修，並參與貝嘉

（Maurice Béjart）和荷蘭舞蹈劇場（Nederlands Dans Theater）的合作。而納哈林在22歲開始跳舞前，才剛從
以色列強制規定的徵兵服務中退伍，這段經歷或許也影響了他使用身體的看法。在納哈林的帶領下，巴希瓦
現代舞團走向國際舞蹈界的殿堂，以充滿爆發力的肢體風格和獨特的Gaga身體訓練技巧而聞名全球。
Gaga身體訓練技巧，是納哈林為巴希瓦現代舞團所獨創，隨著舞團水漲船高的知名度，這個身心技巧的
動作訓練，也成為以色列當代舞蹈的專有特色之一，Gaga是動作的語言而非動作的技術，此訓練強調動作的
原創性和深度，著重探索情緒和動作之間的關聯，希望舞者能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透過感受由內而外散發
出的身體訊息。在訓練過程中，指導者會描述一系列的形象，例如月「luna」指「手／腳掌與手／腳指連接
處凸起來小丘」的半圓形肉體形象，然後讓舞者即興創作，幫助舞蹈家以獨特的方式表達，去除過去的動作
技術之羈絆和框架限制，練習身體的延展、手掌與腳掌運動，使身體內不同部位連貫流動，在身體極限動作
之間，流露飽滿的感情，備受國際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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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次來台演出的L-E-V舞團，和巴希瓦現代舞團有著很深的淵源，L-E-V舞團是由編舞家莎倫．伊爾
（Sharon Eyal）和蓋伊．貝哈爾（Gai Behar）在2013年時所組成。編舞者之一莎倫．伊爾是備受國際舞壇矚
目的以色列當代編舞家，她長期與巴希瓦現代舞團工作，曾任巴希瓦現代舞團助理藝術總監和駐團編舞家，
深深受到巴希瓦現代舞團和其獨特的Gaga身體訓練技巧所影響，2009年開始，她也受邀為歐洲其他重要舞
團編舞。而L-E-V舞團的另一位編舞者蓋伊．貝哈爾，則曾經長期策劃特拉維夫夜間派對及地下藝術活動，
2005年起，他開始與伊爾合作編舞，之後兩人便決定在2013年一起創辦L-E-V舞蹈團。
在希伯來文裡，L-E-V 是「心」（heart）的意思，而這個「心」的意象對於舞團的新作《強迫症之戀》
（OCD Love）又有著相對應的含義。OCD全名是「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也就是強迫症的意思。
這個作品處理了對於人生和被愛渴望的挑戰，而舞蹈在DJ Ori Lichtik強烈的電子音樂節奏中，創造魔幻又強
大的電音脈動，聆聽現場的音樂，讓人想起城市裡形單影隻的男女，在夜店裡擺弄身體的孤獨。美國詩人和
表演者Neil Hilborn，在網路上用口說表演的方式，將其精神疾病的症狀以吟唱表演藝術的形式展現，廣受注
目，而其最著名的詩作OCD，對L-E-V 的《強迫症之戀》有很大的啟發。
該詩描述由創作者本人強迫症發作所引起的真實反應，和此症狀對過往戀情帶來的影響。詩作一開頭
「我第一次看到她時，腦中所有的思緒瞬間平靜下來，所有強迫症引發的衝動，所有我不斷重複想像的影
像，都消失了⋯⋯」而伊爾在此詩中看到「一片黑暗和陰影，而人和人的影子在跳舞」，她認為這首詩已經
是編舞作品，宛如「能感覺到氣味，像是在世界末日來臨前而毫無憐憫之情，一種非常陰暗的鮮花氣息，跌
落進一個洞之中而無法離開，好似四周充滿繁雜吵鬧的聲音，但又令人絕望而安靜」。這個作品晦暗迷幻，
卻又令人血脈沸騰，看似完整無缺但其實暗潮洶湧，相愛的往往彼此錯過，有些姍姍來遲，有些却像時差一
樣，總是無法同步。這支舞表現生活中的暗潮，暗示了無法止息的淡淡惆悵。

舞團及藝術家介紹
L-E-V舞團
莎倫．伊爾（Sharon Eyal）和蓋伊．貝哈爾（Gai Behar）這個雙人團隊自2006年起就在藝術圈內舉
足輕重，一連為世界各國的舞團推出大受好評的新作。L-E-V舞團的成立是經過多年累積的成果，由莎
倫．伊爾和蓋伊．貝哈爾編舞，結合DJ Ori Lichtik創作的音樂，並透過舞藝精湛的舞者，以精確豐富的
肢體動作傳達。
L-E-V舞團的表演不只合適歌劇院演出，在電音舞廳呈現也一點都不突兀。它是一個匯流點，收納各
種元素，從肢體、音樂、燈光，時尚、藝術到科技，各自表現都獨樹一格，彼此卻又情緒交織密切。
L-E-V就像誓願，保證讓各形各色的陌生觀眾與新合作對象感動、投入。一切在2013年達到巔峰，

L-E-V舞團於是正式創立。

舞者暨創作者／莎倫．伊爾

莎倫．伊爾出生在耶路撒冷。1990至2008年間在巴希瓦現代舞團（Batsheva Dance Company）擔任舞

者，並參與舞團的巴希瓦舞者創作專案計劃（Batsheva Dancers Create project）開始編舞。

伊爾於2003至2004年擔任巴希瓦現代舞團助理藝術總監，2005起至2012年止，則為舞團編舞家。
伊爾2009年開始為世界各地的舞團編舞，作品包括：挪威絕對自主舞團（Carte Blanche Dance of

Norway）2009年推出的《殺手豬》（Killer Pig）及2011的《行屍走肉》（Corps de Walk）；芝加哥哈伯
街舞蹈團（Hubbard Street Dance Chicago）2011年的作品《太多太多》（Too Beaucoup），以及2012年，
德國歐登堡當代舞團（Tanzcompagnie Oldenburg）的《絕對升限》（Plafona）。
2013年伊爾與長期合作夥伴蓋伊．貝哈爾一起創立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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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爾歷年來囊括的獎項包括以色列文化部青年舞蹈創作家獎 （2004）、以色列文化卓越基金會2008年度卓
越藝術家、2009年以色列藍道獎表演藝術獎項的舞蹈獎、2017年第12屆貝爾格萊德舞蹈節尤萬．齊爾洛夫獎、
法國費朵拉2017年度芭蕾製作獎、法國舞蹈戲劇評論專業協會大獎。
創作者暨共同藝術總監／蓋伊．貝哈爾

1999年至2005年，身為派對籌辦者的蓋伊．貝哈爾，在特拉維夫不僅是夜生活文化的重要推手，更是策劃
多重領域藝術活動的策展人。貝哈爾自從2005年投入莎倫．伊爾的創作，跟她共同編作《Bertolina》之後，兩
人合作至今，持續共同創作編舞。
聲音藝術家／Ori Lichtik

Ori Lichtik是一位多方位音樂家、打擊樂手，也是創意十足的DJ。
自《Bertolina》開啟合作機緣以來，Lichtik與蓋伊．貝哈爾和莎倫．伊爾在編舞過程中一起創作，除了用

樂音反映舞者的身體動作，他的打擊樂聲響和節奏也經常為他們帶來靈感與激勵。
他的樂曲精準的組合讓舞作結構分明。每個現場都有即興操作、充滿新鮮層次感的數位電音效果，為每場
演出活動的觀眾，打造獨一無二的音響體驗。
身為以色列techno電音領域的先驅，Lichtik從1996年起，不僅創作、製作電子音樂，也跨刀為其他各類音
樂製作操轉唱盤，並參與表演。過去十年來，Lichtik也在音樂製作學院的DJ音樂系從事教學工作。

About OCD Love

OCD Love of L-E-V Dance Company is about love, about love that always misses, or lovers who keep missing each other.

Out of sync. Like one person comes to bed and the other gets up. Like something that is full and intact, but has many holes in it.
This work is about the holes.

Once again, the dancers are dancing to the pulsating beats created by DJ Ori Lichtik.

“I see everything in the piece very dark, and in shadows, you and your shadow dancing.

A lot of inspiration for the work comes from the text “OCD” by Neil Hilborn.

This text is strong for me because I feel it reflects me so much. I couldn't stop reading it. For me it was already

choreography, or a mold you can put your inspiration in, yourself in.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ore of the piece is shaped in my head, and so figurative, before we have even begun working.

I know the way it feels and smells. Like the end of the world, without mercy. A smell of flowers, but very dark. Like falling

into a hole and not coming back. A lot of noise, but desperation for quiet. It's not coming from a place that I want to make
something sad, but something that I need to take out of myself, like a dark stone I have in my chest.” Sharon Eyal

About L-E-V Dance Company

Since 2006, collaborators Sharon Eyal and Gai Behar have been a significant voice in the artistic community, creating a

continuous stream of critically acclaimed original works for dance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L-E-V is the culmination
of years of momentum, choreographed by Sharon Eyal and Gai Behar, accompanied by the original music of Ori Lichtik,
delivered by fiercely talented dancers that move with expressive precision.

L-E-V could be equally at home at a techno club or opera house. L-E-V is the confluence of movement, music, lighting,

fashion, art and technology. Each uniquely expressive while emotionally entwined.

L-E-V embodies a pledge to move and engage a diverse spectrum of new audiences and collaborators. All culminating in

the breaking ground of L-E-V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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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ON EYAL, Dancer, Creator & Co Artistic Director

Sharon Eyal was born in Jerusalem. She danced with the Batsheva Dance Company between 1990-2008 and started

choreographi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mpany’s Batsheva Dancers Create project.

Eyal served asassociate Artistic Director for Batsheva between 2003-2004, and as a House Choreographer for the company

between 2005-2012.

During 2009 Eyal began creating pieces for other dance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Killer Pig (2009) and Corps de Walk

(2011) for Carte Blanche Dance of Norway; Too Beaucoup (2011) for Hubbard Street Dance Chicago; Plafona (2012) for
Tanzcompagnie Oldenburg, Germany.

In 2013 Eyal launched L-E-V with her long-time collaborator Gai Behar.

Eyal received several awards:
●
●
●
●
●
●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ward for Young Dance Creators (2004),

Eyal was named - Chosen Artist, by the Israeli Cultural Excellence Foundation (2008)

The Landau Priz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in the dance category (2009).
The 12th Belgrade Dance Festival’s Jovan Ćirilov Award (2017)

The prestigious Fedora Prize (2017)

The French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ance & Theater Critiques at the Chaillot National Theater in Paris

Gai Behar, Creator & Co Artistic Director

As a party producer, Gai Behar was taking a big part of Tel Aviv nightlife scene as well as a curator of multidisciplinary art

events from 1999 till 2005. Gai Behar joined Sharon Eyal in co-creating Bertolina in 2005 and has collaborated on the creation
of Sharon Eyal ever since.

Ori Lichtik, Sound Artist

Ori Lichtik is a multifaceted musician, drummer and creative DJ. Since their first collaboration on Bertolina, Lichtik has

created alongside Gai and Sharon throughout the choreographic process, reflecting of the dancers’ movements, and as often
inspiring and prompting them with the tone and pace of his percussive sounds and rhythms. The compositions result in precise
sets that structure the works. Each live show is then improvised with fresh layers of digitally manipulated effects, creating a

unique sound experience for every event.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techno scene in Israel, he has created, produced
and spun musical productions, techno raves and various other music and performance events since 1996. During the last
decade Lichtik has taught and coordinated the DJ Department of Music, college for musical productions.

留白部位提供觀眾
打洞收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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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製作團隊 Credits
創作者 Creators／Sharon Eyal, Gai Behar
音樂設計與現場音樂 Sound Artist and Live Music／Ori Lichtik
燈光設計 Lighting／Thierry Dreyfus
服裝設計 Costumes／Odelia Arnold, Sharon Eyal, Gai Behar, Rebecca Hytting, Gon Biran
舞 者 Dancers／Gon Biran, Rebecca Hytting, Mariko Kakizaki, Keren Lurie Perdes,

Darren Devaney, Shamel Pitts, Daniel Norgen-Jensen
技術總監 Technical Director／Alon Cohen
助理技術統籌 Assistant Technician／Baruch Spiegelman
巡演暨排練經理 Tour manager & Rehearsal Manager／Niv Mrinberg
共製單位 Co-Producers

Colours - International Dance Festival - Stuttgart, Germany
Sadler’s Wells - London, England

Carolina Performing Arts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USA.
Julidans - Amsterdam, Netherlands
Montpellier Danse
The production of OCD LOVE was developed through a Performing Arts Residency
at The Banff Centre,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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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繳回紙本問卷或出示電子問卷，將可兌換
「濾掛咖啡包」一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