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發佈 (2019 年 10 月 15 日)  

相片下載：城市當代舞蹈節 2019 宣傳照 

節目宣傳照: https://bit.ly/33vVqic 

宣傳片(於 10月 21 日上載): https://ccdfestival.hk/hk/ 

 

 

二部 CCDC 代表作品 

超過十齣國際節目 

亞洲當代舞盛宴 匯聚香港 

共同展示當代舞之巔 

 

城市當代舞蹈節(CCDF)2019 
 

2019 年正值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四十周年，一直以體現香港文化及推動當代舞發展為己

任，除了透過編創及演出外，亦積極拓展有助當代舞發展的國際平台。上屆 2017年的城市當

代舞蹈節獲得國際舞蹈業界極大迴響。兩年一度的舞蹈節今屆將於 2019 年 11月 16 至 24日

在香港舉行，承續上屆的精神及軌跡，今屆「城市當代舞蹈節 2019」將會聚焦我們居住的城

市，迎來更多與別不同的海內外專業舞團，透過藝術家多重視角，誘發多向性感知及對城市

生活的思考。精彩節目將於多個不同場館以及公共空間舉行。 

各大節目門票，現已公開發售。 

 

作為「城市當代舞蹈節 2019」的東道主，CCDC 將以駐團編舞桑吉加的多媒體全新作品

《Re-Mark》為開幕節目; 此作品的概念源於 2018 年 5 月由意大利的國際舞團演出。今次桑

吉加特別為 CCDC全新編排，於全新場地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上演，而大獲好評的意大利

版本也會於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上演户外演出，兩者互相呼應。此外，由周書毅編舞的喬楊

獨舞作品《Almost 55 喬楊》於年初演出時叫好叫座，徇眾要求下，將於舞蹈節期內重演以

饗觀眾！ 

 

舞蹈節還有多個香港首演節目，包括《×》（北京）、《絮果．忘言》（深圳）、《支離—

滅絕物種清單》（比利時）、《二乘二》（北京及澳洲）與《我的生命時光》（以色列），

將為本地及海外觀眾帶來最豐厚的當代舞盛宴。 

 

除了劇場展演之外，今年舞蹈節 CCDC更與香港演藝學院及西九文化區共同製作一連兩日的免

費戶外表演節目，望更多大眾市民近距離一同感受多元風格的當代舞。 

 

另外，我們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策展人來港欣賞舞蹈節目外，亦會透過研討講座及實地考察

等交流活動，促進與藝術家的深度交流。 

 

https://ccdfestival.hk/hk/


 

 

 

 

「城市當代舞蹈節 2019」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城市當代舞蹈團主辦，於今年 11 月

16 至 24 日期間展演超過十齣國際性的當代舞節目。 

 

 

 

地點：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 

11月 16、23日 (六)  8pm 

11 月 17、23至 24日(六、日) 3pm 

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大盒 

《Re-Mark》(開幕節目) 

編舞：桑吉加 

演出：城市當代舞蹈團 

$300 (不設劃位） 

 

 

 

藏族編舞家桑吉加帶領 CCDC舞者 

為國際舞壇節日打開序幕 

 

  

 

11 月 19日 (二)  8pm 

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大盒 

《Almost 55 喬楊》(載譽重演) 

編舞：周書毅 

演出：喬楊 

$300 (不設劃位) 

 

 

喬楊獨舞演出 

加人 CCDC二十三年  

一步步走過了四十餘年的舞蹈旅程 

 

 

 

11 月 13至 23日 (三至六)  12-10pm 

11 月 24日 (日)  12-6pm 

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盒仔 

VR舞蹈影像 ── 《留給未來的殘影》 

導演及編劇：陳芯宜 

編舞及舞者：周書毅 

$30 (每節長約 30分鐘) 

 

 

導演陳芯宜 X 編舞周書毅 

糅合舞蹈及虛擬實境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 

門票：$160 (不設劃位) 

11 月 17日 (日)  5pm 

《空想運動會》 

（香港及日本） 

香港及日本舞團共同創作 

以舞蹈呈獻熱血沸騰的運動會 

11 月 17日 (日)  8pm 

《×》 

（北京） 

《×》的交匯點是維繫平衡的關鍵 

舞者從身體出發 • 探索種種平衡的關係 

11 月 18日 (一)  8pm 

《絮果 · 忘言》 

（深圳） 

中法編舞呈現細膩至荒謬之極致 

縱橫交錯的情感一一呈現 

11 月 19日 (二)  5pm 

《人間 · 獨 · 白 II》+《無眼睇》 

（香港） 

全本地製作 

兩位香港新晉編舞家以舞蹈呈現當世代

的「禁忌話題」 

11 月 21日 (四)  8pm 

《支離—滅絕物種清單》 

（比利時） 

跨媒體舞蹈作品 

巨大的黑色塑膠枕頭直視內心恐懼與想像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門票：$250 / $180 / $140 

11 月 20日 (三)  8pm 

《二乘二》 

（北京及澳洲） 

兩個舞團 x 兩位編舞 = 兩個作品 

11 月 22日 (五)  8pm 

《我的生命時光》 

（以色列） 

被不同的情感所啟發 

以嘲諷的眼光審視自己 

 

免費戶外節目 ： 跳 · 濱 · 紛 

地點：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及藝術公園 

11 月 23日 (六)  12:30-10:00pm 

11 月 24日 (日)  12:30-8:00pm 

節目包括: 

《立場》 

《山石》 

《Re-Mark》 (意大利版本)  

 

其他節目陸續於 CCDF網頁公佈。 



 

 

 

 

城市當代舞蹈節 2019 節目手冊可於 CCDC 舞蹈中心、西九文化區售票處、各城市售票網售票

處及多達 80多個地點免費索取，或於 CCDF 網頁下載電子版。 

 

CCDF 網頁 

www.ccdfestival.hk 

節目查詢：2329 7803  

 

西九文化區場地的節目門票現於西九文化區網頁公開發售 

www.westkowloon.hk 

購票熱線 / 票務查詢： 

2200 0022，ticketinfo@wkcda.hk 

 

其他場地的節目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  

信用卡及網上購票：2111 5999 / www.urbtix.hk  

票務查詢：3761 6661 

 

城市售票網購票優惠 

1. 套票折扣 

九折 - 同時購買兩個節目正價門票 

八折 - 同時購買三個或以上節目正價門票 

- 同時購買十張或以上同一場的節目門票 

 

2. 其他優惠  

七折 - CCDC 「舞蹈靈」卡持卡人  

半價 - 全日制學生、六十歲或以上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及看護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 

四折 - CCDC「學生舞蹈靈」卡持卡人(乙張門票)  

 

更多免費加料節目及購票優惠詳情，請瀏覽 CCDF 網頁 

以上折扣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傳媒查詢 

Yimi LIU  

助理節目經理（舞蹈節）  

電話：3170 9988/9326 5157 

傳真：2352 4199 

電郵：yimi@ccdc.com.hk  

 

 

http://www.ccdfestival.hk/
http://www.westkowloon.hk/
mailto:ticketinfo@wkcda.hk
http://www.urbtix.hk/


 

 

 

 

城市當代舞蹈團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 

CCDC 保留更換表演者及/或修訂已公佈的節目內容之權利 

 

 

 

舞蹈節伙伴：   

 

 
 

 

指定酒店：   

  

 

 

 

 

 

 

技術支援： 活動場地支持：  

 

  

媒體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