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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t Noir 黑色项目 

黑色是一種顏色 
"

展覽，戲劇，舞蹈，好奇心內閣和令人迷惑的晚餐 

香港，11月4-9日. 2014 

"
"
"
"

the space 香港上環荷李活道210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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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t Noir 是一個文化節日交際的星期活動，關於晚上，關於黑色。將會有展覽，當代舞
蹈，戲劇，好奇的櫃子及商店和黑色的晚餐。 

"
所有的活動都會遇見及重疊於港島的藝術區---上環。 

"""""" "

!  “Soudain, nous, les modernes, avons perdu la Nuit”*  Pascal Quignard "
* 「突然，我們現代人，失去了黑夜」 

""
此話為 Projet Noir 之起源，是思索我們與黑暗之間關係的出發點—這個我們失去了的黑夜－這個隨著時間擺
動為我們生活帶來節奏的黑夜，似乎已完全消失於我們在現代化電動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無法再享受真實
的黑夜，我們失去了寂靜、安寧、野性、創造力、神秘感與情慾。 
我們失去了它的色彩。 
萌生了這個念頭後，我們急不及待希望展開計劃，再會已消失的黑夜。探索不同藝術形式以追蹤黑夜的軌跡，
喚起夜色的美麗，感受隨黑暗而來的慾望。 

Projet Noir 透過對黑色美麗、奧秘、快樂與象徵的追尋，為黑夜譜上動人的樂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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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開幕 
"
Projet Noir 會於星期二，11月4日六時開幕。(下午五時 - 私人參觀及傳媒) 

歡迎大家來臨這個展覽，好奇的櫃子及商店和不同的表演上接觸和認識不同的藝術家。 """
黑色食物晚餐 
"
於第一天晚上九時，愛好食物藝術的你有機會品嚐到由大廚特別炮製的極緻黑色晚餐。一系列菜餚的創作靈感
源自著名作家George Perec的作品La vie mode d'emploi，再經由大廚Nate Green精心改良而製成，讓你在這
個充滿黑色魅力的晚上體驗由[黑色]與烹飪完美融合出的佳餚。 

由Project Noir及Nate Green攜手打造的矚目時刻又豈止滿足你的味覺？  精彩的表演更為你的視覺，嗅覺及
觸覺帶來不一樣的享受。 

Henri Matisse曾說：[黑色也是一種顏色。] 黑色又會是一種味道嗎？ 

*只接受預訂，服裝要求: 黑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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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   Christophe Bonacorsi（繪畫） 

"
Christophe Bonacorsi 只由單一主題，構思一系列作品。在猴子系列中， Bonacorsi 以其面孔進行不同形式創

作，通常為大型繪畫作品，並多用單一顏色（黑、紅、白）。經過於法國的無數展覽後（Bally & Roseacide in 

Paris, DomiNostrae in Lyon, Galerie Alice Mogabgab in Beyruth …)， Projet Noir 把他的作品首次帶到亞
洲。 "
「Christophe Bonacorsi 的作品以近乎病態的一致性而聞名，這種激烈的表現手法，沒有因為圖象化過程而減弱。因為他 

    的嚴謹、堅持和非常個人的自傳式創作，使他渴望與外界 絕。」 —Philippe Dagen，來自Le Monde的藝術史學家及評論家。 

      
   「Bonacorsi 的作品表達了深刻的內在道理，不會片面地說教 並有著相當有可塑性的美感。」 

      —Nelly Gabriel，來自Le Figaro的藝術評論家。                                                                                                                                        肖像王克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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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   We lost the Night *（法語演出，英文字幕，中文小冊子） 

*我們失去了黑夜 

"
《We Lost the Night》 由 Fabrice Michel 與  Lalie Choffel  特別為 Projet Noir 一同創作，並由兩位演員及一
位舞者演出。劇本受 Pascal Quignard 的作品 《La NuitSexuelle》（情慾之夜）啟發，基於對不同畫家
（Bosch, Dürer, Raphael, Titian, Rembrandt ...）大型繪畫作品的觀察，作者繼續探討由《Le sexe et l’Effroi》 

（性與恐懼）引起，有關原著、有關孕育生命的衝動、有關人類、神話與浪漫的組合，伴隨著的愛、生命與死
亡。 劇中提出有關人類起源的疑問，嘗試表達難而言喻的「深夜的第一片火花」。 

"
這是一趟通往滋潤心靈之夜的旅程。 
那個一切都被抑制的地方， 
那個孕育生命的地方， 
那個推動生死自由循環的地方， 
那個我們不知疲倦地來往的地方， 
那個我們所愛的地方。 """
導演： Fabrice Michel 

演員： Fabrice Michel, Jezabel d’Alexis & Yang Hao 

燈光： Fabrice Michel & Jezabel d’Alexis 

表演時間 : 六十分鐘 

""
製作  : TU YING Productions  & Alice Rensy Pro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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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Vespers* 

* 晚禱 

"
由Alice Rensy帶領，以香港為基地團體的最新創作，與來自法國、中國和香港（首次參與演出）的
舞者，於法國及香港以精心挑選及編排的音樂，作為基調牽動情緒。舞者的律動、獨舞、雙人舞、
群舞與短片演譯都使夜色更為具體化，引領觀眾踏上一段觸動心靈的旅程，就如於海上沐浴午夜的
神奇。 "
導演： Alice Rensy 

演員： Yang Hao & Jessica Cheung. 

音樂： Elizete Cardoso & Luis Bonfa, Tigran Hamasyan, Ennio Moricone, Mozart, Tchaikovsky 

燈光： Alice Rensy 

表演時間：六十分鐘 """""" """""""" "
 

製作： Alice Rensy Productions & TU YING Pro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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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的櫃子及商店 
 "
我們會呈現不尋常和奇特的物品，好奇的櫃子會給予你一個機會去發掘，欣賞 - 和購買 - 不同類型的藝術作品
及裝飾品：照片，繪畫，貝殼，動物標本，牛角，珠寶，書籍，餐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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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Lalie Choffel ""
沿著她的永不落幕的攝影工作，另外帶動 Lalie Choffel 的兩個偉大的激情是繪畫藝術和戲劇，探索從80年代
的各個方面的藝術世界。從 1987年至1992年，她負責管理在巴黎的 “L’objet Vivant”（“物件活著”，買賣藝術
香檳和有趣的東西），在1992年她亦在巴黎恢復繪畫作坊店。從 90年代末，她開始集中到文化項目。自2002

年安置在亞洲，她在東京籌劃了很多的項目及計劃，之後在2010年創建於新加坡 ArtAttack 協會認為，其游牧
畫廊，為其藝術會員舉辦快閃展覽為其成員藝術家交流而又廉價的地方。  

自2012年夏天安置在香港，在2013年她創建了該公司Tu Ying productions Ltd，在亞洲和法國舉辦和籌劃文化

藝術活動。 Projet Noir 是TYP在香港舉辦的第一個活動，是從法國的文化產生。 

""""" """
Alice Rensy ""

於巴黎歐洲商學院完成碩士課程，並分別居住於紐約兩年和柏林六個月後，Alice與眾多視覺藝術家及表演者
合作，以不同的方法參與文化管理工作。Alice亦開始創作現代舞表演，並先於私人場地展開以Happ’Art為概
念名稱的演出（8個版本於巴黎、2個版本於香港，尚有更多即將進行）。其後Alice遇上編舞家Raimund 

Hoghe，並成為她的經理人，陪同他到蒙貝利耶、格爾諾伯勒、貝爾福特、紐約、布魯塞爾、柏林、杜塞爾多
夫、東京演出。自2012年開始於香港工作，Alice便關注中國與香港的現代舞及表演前景，致力發掘新血，並
希望帶領他們踏上國際舞台。 
“於2004年，Alice 開始編舞工作，並與編舞家兼舞者楊浩編排作品《直言不諱》（2014年香港藝術節獨舞演
出）及《Nothing… but something》（2014年，5位舞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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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ristophe Bonacorsi """

在經過建築學校的長椅，感受巴黎藝術之美的同時，這設計師也踏上了精彩的旅程！身為報章 Le Quotidien 

de Paris 的編輯，他亦是在 Saint-Ouen 跳蚤市場一名售賣皮革的商人，甚至曾經於運油駁船上工作。
Bonacorsi 於1990年搬到他鄰近 Bastille 的第一所工場。現在，他則留在位於 Montreuil，而且放滿了他黑色
作品的工作室中進行創作。自1995年起，他的繪畫作品都遵循一個嚴格的規定：只會使用黑色。以這種獨
特、迷人的深黑色創作時，他對無限的意義、重量、靈魂和我們最終的身體、臉、消失在晦暗宇宙和根源的狗
都產生疑問。因此，他試圖表達難以言喻的一切，超越了畫中的影像而集中在畫作的本身。他的作品是極其深
邃的黑，邀請我們一同探索最深刻的質感。 "
「 通常我不會給予任何解釋，讓人自己看。第一個猴子頭、碟子上的自畫像、大型自畫像或是對骷髏頭的研
究，對我而言都是無意義的。這題材於藝術史中很常見，也不恐怖的。因為它展開了與我的對談：「因為一個
藝術家談及病態的題目而變得病態，就如假設沙士比亞是因為寫出了《李爾王》而精神失常一樣，是很愚昧的
說法。」(Oscar Wilde) 這使我避免設定任何形象—一個我不喜歡用的字眼，但有時候我也會加入一點幽默
感。那使每個人都能夠面對他對時間和死亡的認知。意念總是比死亡牢固，它留下了線索，提供了精神食糧。
因此骷髏頭表面與銀色腦袋，因此 Cioran 想：「想像一個人擁有頭腦又不會失去理智。」 

"
 """

Fabrice Michel """
來自巴黎的導演及演員，Fabrice Michel 曾經與他的公司 Les Travailleurs de la Nuit 創作與編訂眾多演出。他
畢業於TNS（斯特拉斯堡國家戲劇學校）—法國其中一所最享負盛名的戲劇學校，亦非常活躍於劇場與電影
界。於劇場中，他曾與 Jean-Pierre Vincent、Joel Jouanneau、 Marcel Marshall、 RomeoCastellucc i和 

Angela Konrad 等合作，以及參與 Lambert Wilson 的許多舞台作品（他是 Wilson 祟拜的演員）。他於"Les 

caprices de Marianne" 中成為 Laure Marsac 的拍檔，於 "Berenice" 中又與 Kristin Scott-Thomas  合演，於
多年後，更與 Carole Bouquet 合作。 

他亦有演出於電視電影，曾經與不少導演包括 Nicole Garcia 及 Wim Wenders 合作拍攝廣告片段。此外，他
也有為改編戲劇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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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te Green ""

星級大廚Nate Green曾於倫敦獲得「本年度最佳青年大廚」的獎項，以往更在當地的米芝蓮餐廳Restaurant 

Story、The Square以及Gidleigh Park任職廚師，經驗十分豐富。Restaurant Story在開業僅僅三個月後便獲得
米芝蓮一星的榮譽，打破了餐廳史上最快獲米芝蓮評價的紀錄；餐廳更於本年獲得玫塊花三星級獎(Three AA 

Rosettes)，名堂相當顯赫。這顆廚藝界的新星將於藝術節為你獻上回味無窮的晚宴，敬請熱切期待。 

"""
Jezabel d’Alexis """

1989年入讀亞維儂戲劇藝術學院，其後於大學獲得現代文學碩士學位，並加入CoyJodel Mazzuchini與 Papini

演出《Missed Dialogues》 (Tabucchi) 及《The negro blood》 (Valletti)。自1994年起，Jezabel繼續擔任演
員，並重視一眾與其合作演出現代作家如Koltes, Copi, Valletti, Bond, Yacine, Dostoevsky, Garcia, Muller, 

Hirata, Griboedov Vinaver, Batista, Crimp, Kaneetc等作品的當代導演(Boulay, Matignon, Doumbia, Dimech, 

Lerquet, Masset, Benoît, Konrad, Lelardoux, Brétecher)。 

屢次擔任F. Dimech舞台演出的助手後，Jezabel亦在啟發自Novarina的《I show ‘em how I die》中自導自演。
除指導Jean Marc Fillet外，亦（在Jean Marc Fillet協助下）演出Just Hamlet (S. Valletti)。Jezabel的好奇心使
她與Koseki合作出專業的Buto舞蹈，並與M. Tompkins的接觸舞踏，以及與Celine Marrou進行攝影工作（二人
合作於C. Singer之作品《Last Fragments of a long journey》）。 

"""
楊浩 

生於中國重慶，1998年入讀北京中國歌舞團藝術學校。畢業後曾參與中國歌劇舞劇院、廣州歌舞團。2005年
至2007年為廣東現代舞團舞者，曾經跟隨舞團到美國、加拿大、荷蘭、波蘭、丹麥及香港演出。2007至2009

年獲獎學金前往香港演藝學院，修讀舞蹈學士課程。其後加入香港城市當代舞團成為全職舞者。曾於鍾詠賢芭
蕾舞學校任教，亦是該學校之獨立舞者及編舞。楊氏獲韓江文化部邀請參與2013年首爾國際舞蹈節。主要編
舞作品包括《沒有精神之精神》、《Encounter》、《Rush》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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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穎	

"""

2012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並取得舞蹈學院的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現代舞，在校曾獲頒「傑出舞
蹈學生獎」現代舞獎學金。其後取得美國舞蹈節獎學金，前往美國繼續進修。張氏隨同倫敦Van Huynh舞團，
於第七屆釡山國際舞蹈節演出《Black Square》及2012年新加坡藝穗節演出《Art &Faith》，又於國際舞蹈節
演出《Now illuminated》。 

2013年，張氏獲頒丹氏活藝術節獎學金，並於意大利發表個人作品《Scent》。 

張氏為Four Degrees Dance Laboratory始創人之一，旨在匯集年輕藝術家一同探索藝術。組織曾製作藝術品
《Triger》，由此逐漸發展成一系列由不同藝術家創作的作品，於不同地方展出。組織亦與其他藝術媒體如時
裝、音樂及裝置藝術合作，讓不同界別藝術家合作及交流。 

在商業演出方面，張氏亦曾為香港歌手許廷鏗、盧巧音、林峯、鍾舒漫、關淑怡及台灣歌手江蕙伴舞。 

"""
Pascal Quignard """

法國作家及思想家，作品介乎於小說、哲學論文與詩之間，雖然難於被歸類，卻被視為法國其中一種最重要的
文學作品，亦成為眾多研究的題材。其小說《漂泊的陰影》於2002年贏得龔古爾文學獎。Quignard 生於1948

年，法國Verneuil-sur-Avre一個教師家庭，成長於Le Havre。經過刻苦的童年，Quignard 患上自閉症與厭食
症。於少年時期，Quignard 對音樂、拉丁文、希臘文與古文獻產生興趣。當意識到過去的不幸無論如何都不
能被抹走時，現在的他便對東方智慧表示贊同： 
「我在空虛中默默耕耘，當達到物我一體的境界時，我就得到無限的快樂，我不再是一個失落的癮君子。」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Projet Noir    是由 Lalie Choffel 開始然後再跟 Alice Rensy 一起策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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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及有用資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Bonacorsi 展覽，好奇的櫃子及商店 向公眾開放: 

11月5-8日，星期三至星期六 - 上午十一時至 晚上七時 

11月9日，星期日 - 上午十一時至 下午五點 時    

"
戲劇，舞蹈 "
11月4日，星期二 

下午六時至九時 開幕酒會(與其他藝術家), 雞尾酒和表演 

下午九時 黑色晚餐 (只限預訂, 著裝：限定黑色) 

"
11月5日，星期三 

7.30pm 舞蹈/ "Vespers" 

9pm 戲劇/ We lost the night 

"
11月6日，星期四 

7.30pm 戲劇/ We lost the night 

9pm  舞蹈/ "Vespers" 

"
11月7日，星期五 

7.30pm 舞蹈/ "Vespers" 

9pm 戲劇/ We lost the night 

"
11月8日，星期六 

7.30pm 戲劇/ We lost the night 

9pm  舞蹈/ "Vespers" 

"
11月9日，星期日 

4:00 p.m. 與藝術家的喝茶時間 (免費入場) 

5:00 p.m. 結束 

""
門票: 1 場演出 350 HKD 

交通:                                                                                                            免費進入展覽會 
the space 香港上環荷李活道210號                                                                     黑色晚餐 只限預訂 2,500 HKD 

中環或上環地鐵站                                                                                                        門票在線銷售和現場發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 : Lalie Choffel    +852 6906 2330    laliechoffel@me.com    www.projetnoirhongkong.com             !12

mailto:laliechoffel@m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