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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科幻 即日成真
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2021: 今未來

2021年9月，香港 –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將於2021年10月29日至11月14日舉
行，繼續第廿五年的創新意念衝擊，活動包括主題展覽、放映會，與及網上對談，
以多角度呈現媒體藝術天馬行空之餘，連繫大眾日常生活的各種可能性。

科技巨擘Elon Musk曾指出人工智能對世界的影響將超越核科技，中外不少科幻
作品也不乏對於人工智能的聯想與預視，然而，2021年的今天，科技的發展是否
實現了當時的預言 ? 我們邀請到國際知名的藝術家及學者，透過他們的作品及
演說座談，引領大眾探討並深思當代人工智能及深度偽造的應用如何影響人類
的命運。《今未來》，就是本年度藝術節的主題，昨日科幻，今日現實，今日即未
來。

藝術節主題展覽將於香港大會堂一樓低座展覽廳舉行，展品包括來自多國藝術
家的作品：取材結合姻緣紅線傳說與基因科技，Sputniko!的《命運紅線 – 玉木的
暗戀》、德賴斯.德普爾 (Dries Depoorter)大刺刺的監控裝置《監控揚聲》、蒂勒.多
美子和/p 狡猾的《借借你個樣》、西蒙‧韋克特(Simon Weckert)作弄Google Map
的《虛擬實車》、阿法羅‧卡西內利(Alvaro Cassinelli)所創造各具個性的機器人《燈
燈燈櫈》及《走吧!走吧!沒有甚麼好看(害羞的機器人)》、 賈斯丁‧伊瑪爾
(Justine Emard)紀錄人類和人工智能正面互動的《與愛(AI)同在》 、與及由未來媒體
藝術節、張欣語、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和林志輝共同創作，啟發自NFT瘋狂價
值無上限的作品《線上行》。

藝術節主題展覽提供導賞團予學校或團體報名參加，詳情請見藝術節網頁或社
交媒體公佈。

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簡介

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成立於1996年，是為國際同類型的藝術節先鋒之一，藝術
節以「藝術 X 科技 X 科學」為主軸，銳意把世界各地最前線的科技透過新媒體藝
術、動畫及短片的模式帶來香港

節目詳情:
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 – 今未來
2021年10月29日 – 11月14日
藝術節網站: http://www.microwavefest.net/festival2021/
傳媒聯絡: Florence Wai (florence@microwavefest.net)

http://www.microwavefest.net/festival2021/


社交媒體: FB /IG @microwavefest
圖片下載:按此

1.藝術節開幕禮
2021年10月29日
18:30/19:30 (共兩時段)
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
登記: https://forms.gle/mAxtaV55AJjgwVKQ8

2.主題展覽
2021年10月30日 - 11月7日
12:00 – 20:00
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
預約導賞團: https://forms.gle/3QpLX57MjZBmADZH7

命運紅線 – 玉木的暗戀 (2016)
Sputniko! (日本)

啟發自姻緣紅線的古老傳說，SPUTNIKO!與日本的NIAS (國家農業生物科學硏
究所)科學家合作，透過基因工程，把”愛情激素”轉進蠶絲之中，在這個神話傳說
總與科學理論相悖的時代，探索兩者根本相容的可能性。錄像作品《命運紅線 –
玉木的暗戀》是一個關於基因工程師玉木的暗戀故事；她透過創造獨家的「命運紅
線」，希望可以贏得暗戀者幸彥的心……

藝術家簡介

Sputniko! 現居東京，是一位英日藝術家及設計師。她擅長製作電影及多媒體裝
置，旨在探索新科技在社會倫理所造成的影響，尤其著重於性別及性主題。作品
近期展於2019年庫珀休伊特設計三年展、2019年米蘭國際設計三年展的 「
Broken Nature」以及瀨戶內藝術三年展。在瀨戶內藝術三年展中，她在貝尼斯藝
術網站上創建了一個永久性的分館 – 豐島藝術館。 

Sputniko! 現為東京藝術大學的副教授。2013-2017年，她於美國MIT媒體實驗室
擔任助理教授並創立及指導Design Fiction group。除了教職，她亦曾為 TED
Fellow，在2019TED2019演講，並在2017年被世界經濟論壇選為全球青年領䄂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B8dkiKwVPy8fz3h3_wzf0qkxdNspANH?usp=sharing
https://forms.gle/mAxtaV55AJjgwVKQ8
https://forms.gle/3QpLX57MjZBmADZH7


(YGL)之一。迄今她的作品已被英國維多利亞及阿爾伯特博物館及日本金澤21世
紀當代藝術館永久收藏。

借借你個樣 (2020) - 蒂勒‧多美子 及 /p (美國／德國)

在《借借你個樣》中，只需要一張參與者的臉部照片就足以讓他們在一個深度偽
造的人工智能影像中被神似模擬；一個神經網路接管了他們的臉並將置入選定的
公眾人物影像中，以其臉作出模擬演說。在現場被拍照後的幾分鐘內，深偽影像
便會即時播放在裝置的大型投映上，參與者將面臨一個極之個人化的遭遇，就是
他們既私密又最公開的自我部分 – 臉孔，以及其所表達的情感，是如何輕易被操
縰和置於他們無法控制的環境之中。

https://tamikothiel.com/lendmeyourface/

藝術家簡介

現時有超過35年媒體創作歷史的蒂勒‧多美子獲得2018年的SAT蒙特利爾先鋒藝
術家大奬，她的作品探索空間、地方、身體與文化身份以及批判社會命題。她的
首個大型藝術作品是在1986/87年作為 Danny Hillis的《Connecting Machine
CM-1/CM-2》項目中作為首席設計師，作品是為第一台商業人工智能超電腦，也
在1989年成為世界上最快的電腦。它影響了谷歌的人工智能科技以及啓發了喬
布斯的設計，被美國MoMA及史密森學會作收藏。
她的首部VR作品是以監製及創意總監身份參與的《Starbright World》
(1994-1997)，與Steven Spielberg合作，而她個人的VR藝術作品則是《Beyond
Manzanar》(2000)是第一部美國藝術館 (聖荷西藝術博物館)收藏的VR作品。她
隨後也為Google VR Tilt Brush Artist in Residence項目創作了《Land of Cloud》
(2021)，以及由Christiane Paul策展的DiMoDA4.0展覽中的《Atmos Sphaerae》
(2021)。
她的首件擴張實景(AR)藝術品是2010年的《Art Critic Face Matrix》，展於美國
MoMA，介入傳統導向，後以《Shades of Absence》同性質地展於2011年威尼斯
雙年展。這引發許多後來的AR邀展及委託，包括與/p在2018年合作在美國
Whitney Museum的《Unexpected Growth》，現為館之藏品，及後即將在2021年
11月在Smitsonian175周年展的《ReWildAR for FUTURES》。

https://tamikothiel.com

/p是一位德國藝術家，擁有計算機科學學位，自1994年開始一直從事於網絡有關

https://tamikothiel.com/lendmeyourface/


的項目及虛擬實境作品。自2018年與蒂勒‧多美子合作受美國Whitney Museum
的委託作品《Unexpected Growth》以來，他們就一直合作創作媒體藝術作品。
2020年他們合作創作人工智能深偽影像藝術裝置《借借你個樣》，2021則受倫敦
攝影師畫廊委託線上藝術版本《借借你個樣：去假扮你自己！》。

https://www.mission-base.com/

監控揚聲 (2018) – 德賴斯.德普爾特 (比利時)

一件有關監控與人工智能的裝置作品，以批判方式去展現電腦視覺軟件的最新
突破。作品不單是把相機、電腦加揚聲器集合在一起，也是要通過揚聲器去告訴
觀眾他看見什麼，而句子的開首是：「我看見……」。例如他會說：「我看見在展覽
裡有三個人在看畫。」於是觀察能以一種包含互動的方法去影響電腦所見。

藝術家簡介

德賴斯‧德普爾特是一位比利時藝術家，專注於科技範疇。他的作品引人入勝又富
幽默感，探討主題涉及隱私、社交媒體、人工智能及監控等。他的創作媒介包括
應用程式、遊戲及互動裝置。他在進藝術學院修讀前花了六年時間學習電子學，
時至今日他的作品展出於不同的國際場口，亦時為演說講者，除此以外他也是一
名自由工作者，專注於數位創作的概念創作人。他的作品曾於倫敦的巴比肯藝術
中心、巴塞爾藝術展、蒙特利爾Mutek藝術節、布魯塞爾Bozar藝術中心、香港
Para/Site、三藩市the Glass Room、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 DocLab
、比利時Mundaneum、奧地利Ars Electronica、安特衛普FOMU、德國NRW、
World Press Photo、荷蘭STRP藝術節、荷蘭設計周以及web2day等。

https://driesdepoorter.be/ 
虛擬塞車 (2020) -西蒙‧韋克特 (德國)

https://driesdepoorter.be/


用一台紅色手動小拖車裝著99支二手智能手機就可以在谷歌地圖上製造出虛擬
塞車；藝術家通過這行動把谷歌地圖上的街道由綠轉紅，繼而影響現實世界上的
車輛，導車子們選別的路以防塞車。

藝術家簡介

西蒙‧韋克特喜歡分享廣泛領域的知識，由衍生設計到物理計算不等，他並且專注
於研究數位世界對當前社會的影響及反思，包括討論由科技所導向的以及當今
社會所面對的問題。

http://www.simonweckert.com 

燈燈燈櫈 (2014-2021) - 阿法羅‧卡西內利 (烏拉圭)

傳統的日本花園是一個小型的自然景觀；遵循明確的美學原則，通過和平的沉思
誘導冥想。其靈感雖來自於大自然，但仍然是一件人工藝術作品，創造者隨後退
出其作品，只在必要時介入以維持這個微型宇宙的秩序。在這裡，我們提出一個
自主及生成的花園，它可以照顧自己並根據季節重新配置。人類 (以及一隻佻皮
的動態石頭)引入了必要的混沌元素，而秩序則由三只略帶意見的燈型機器人維
持： the Toro-bots (又名燈燈燈櫈)。

逃離了神樂坂花園的嚴格規定後，逃亡的燈神小櫻、小雷和橘醬繼續探索人類花
園；這次他們決定去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他們的獨特個性 – 恐懼、好奇與好
鬥 – 塑造了一個即興又互動的編排，並受著過去 (顯然又沒那麼嚴重)繃緊的冥
想所影響。

走吧！走吧！沒什麼好看的！(害羞機器人) (2015-2021) - 阿法羅‧卡西內利 (烏
拉圭)

http://www.simonweckert.com


為了歡迎我們尊貴的訪客，我們決定鋪設地毯以及在兩邊放置攝影機，以確保提
供一個獨特的經驗。不幸的是，我們得到的是一批有點問題的攝影機，宅們太害
羞了，不敢直視閣下的眼睛。但別擔心，只要有機會，它們一定會偷看你的背影。

藝術家簡介

阿法羅‧卡西內利遊走於藝術與科學之間，是一名平衡主義者。生於烏拉圭，在法
國獲得其電訊工程學位及物理學博士學位，及後移居日本並於東京大學的工學
系石川奧實驗室創立及主理後設知覺硏究組，這個硏究組群專注於探硏助長人
類溝通、表達與感知的介面，延伸HCI (人機介面)與媒體藝術的可能性。他現為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副教授，學院的XRL/AM (延伸實景實驗室、擴張物
料小組)的共同創立人。其作品曾獲多項國際藝術奬項，包括第9屆日本媒體藝術
祭藝術組別大奬、第13屆日本媒體藝術祭娛樂組別卓越奬、2006年奧地利Ars
Electronica媒體藝術節榮譽奬、2010年NISSAN創新大奬以及2011年Laval
Virtual評審大奬等。

www.alvarocassinelli.com

與愛(AI)同在 (2017) -賈斯丁‧伊瑪爾  (法國)

http://www.alvarocassinelli.com


這是與人類的初始智能互動。作品呈現的是一種藝術體驗，在數據與人類動作之間，
演員與機器人進行面對面互動。機器人是以神經系統所編程的原始智能機械，由大阪
大學的池上實驗室硏發編程的人工生命系統，體現不同的認知、非擬人物種，具決斷
能力。

 
作品著重於人與機器人之間非結構化的溝通；他們經由不同的智慧去收放訊息、肢體、
言語與對方互動。透過深度學習系統，機器人會學習森山未來 (日藉舞者/演員)。機器
人的身體是由大阪大學的石黑實驗室所製作，其簡約外觀誘動情感投射，籍此開闢想
像空間。

藝術家簡介
賈斯丁‧伊瑪爾是一位駐巴黎的視覺藝術家，她的作品擅長探討人們的存在與科技之
間的關係；透過攝影、錄像以至虛擬實景，遊走於神經科學、物體、有機生命與人工智
能之間。2017年她在東京獲得法國學院的藝術家項目Hors-les-murs 駐場機會。
 
她的作品曾於莫斯科當代藝術雙年展以及多個國際藝術館包括杜塞爾多夫NRW
Forum、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莫斯科現代藝術博物館、聖保羅的伊陶文化學院、加拿大
蒙特利爾的魁北克電影學院、東京的森美術館、東京現代藝術博物館、都栢林的愛爾
蘭現代藝術博物館、倫敦的巴比肯中心和利物浦的世博中展出。

 
2020年，她於德國卡爾斯魯厄藝術與媒體中心ZKM作藝術家駐留，並獲得由CNAP (國
家視覺藝術中心)與法國Jeu de Paume博物館所頒發的國家攝影《影像3.0》委託。
 
https://justineemard.com/

線上爬 (2021) -未來媒體藝術節(台灣) 、張欣語(台灣)、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
(香港)、林志輝 (香港)

https://justineemard.com/


作品由未來媒體藝術節與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共同製作，以目前熱門與關注
的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的數位作品買賣訊息為標，透過設計
的網路爬蟲自動搜尋NFT的相關訊息，將訊息的關鍵字進行比對，再把重點訊息
呈現於立柱前的大型LED跑馬燈上。自從2021年3月Beeple的數位作品《
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被以史上的高價7000萬美元（約5.4億港元）被
賣出後，NFT的可能與狂想突然似乎被引爆，一段原始程式碼、一則推文、一段影
片、一幅古典畫作的數位授權、一首曲子都能成為下一個可能創新高的想望，每
一則NFT的熱門訊息往往是一件作品與一個相應不可思議金額的報導，人們所
關心的也許只剩下作品的飆售價格與如何進場。是次作品透過柱型裝置呈現跑
動中的消息與字眼，連動觀眾的觀看模式，顯現每分每秒資訊的爆炸與人們的泡
沫期許；此外觀眾也可以透過網站，瀏覽網路爬蟲搜尋NFT訊息與比對運作的工
作畫面。

藝術家簡介

未來媒體藝術節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自2019年8月正式啟動以來，致力於結合「科技、藝術、社會」的力
量來串聯臺灣的藝文生態系。首年以「再基地：當實驗成為態度」為命題，開啟C-LAB翻
轉軍事場域成為文化園區的序章，緊接著在第二年打開園區圍牆，以「城市震盪」開啟
城市學與文化紋理之對話，2020年則以「Re: Play 操／演現場」展開表演與現場藝術（
Live Art）之身體性探討。 在邁入第四年之際，延續前三年的各項實驗與展演的累積
，2021年的「未來媒體藝術節」試圖以科技媒體對未來人類的社會導向作為假想
和推測，企圖從文化、環境、科技、社會及人文等不同的面向，以更開闊的視角探
索未來媒體藝術的諸多可能，期望能作為當代跨領域藝術創作與科技網路融合
的示範。

張欣語
1999年生於新竹，現就讀北藝大新媒體藝術學系，互動、聲音、裝置創作者。注重
聲音及影像生成的過程及方法，聲音裝置作品除了利用有趣的運作機制來創造
特殊聲響外，也嘗試以此機制作為聲音呼應生活經驗感受的中介。

微波新媒體藝術節

成立於1996年，作為亞洲其中之一先鋒媒體藝術節，每年均以不同的策展命題探
討科技、科學、藝術的連結，並透過不同的類型的項目連結本地及國際群眾，年
復一年，生生不倦。

林志輝

林志輝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是打氣小隊一員，專注於互動技術與
生成影像，以創作關注社會。作品包括《居港亭》、《海港亭》、《打氣機》及《輻射
界》，作品曾獲「自由之花」首奬，於香港藝術館、亞洲藝術雙年展及斯勞特基金會
等展出。

3.反轉研討會 Unconference



以人工智能及深度偽造為題，邀請專家作專題分享，並於網上直播。

2021年11月9日

20:00 - 22:00

網上直播，敬請預約。

登記: https://forms.gle/YYqyprjkrbrFSoWL6

講座主持

杜若渝（香港）

杜若渝是一名香港記者，她在媒體藝術領域工作多年，一生都在欣賞那些能激發
批判性思維幷就人類走向創造必要對話的藝術作品。她擁有倫理學碩士學位，但
這似乎只讓生活更加困難。

嘉賓講者

亞歷山大‧曼科維斯基（德國）

自我反省之時

自從雷‧庫茲威爾預測了奇點以後，許多事情都真切發生了。全球暖化沒有停竭，
可預視的漫長疫症已經發生，汔車卻沒有飛起來，人工智能也沒有普及，而被用
在監控人類；是故似乎到了自我反省的時候，作為地表上的物種又或且以個人面
向也好，我們想像力的根基是有問題。就這個時機，講者將會給與會者提供關於
我們的進化傾向的見解，以此作為開發真正未來主義場景的基礎。

講者簡介

亞歷山大‧曼科維斯基生於柏林，在柏林自由大學修讀社會科學、心理學及哲學。
經過4年社會服務部門工作後，他決定追隨時代思潮以研究生身份考進一所大學
，專注人工智能。他喜歡用OOS及Prolog編程，並為自己贏得「知識工程師」的稱
號。自1989年起亞歷山大曾於Daimler-Benz AG的研究部門工作， 起初專注於
研究汽車在社會發展的趨勢，及後發展至現時的工作 – 未來學家；他專注於預測
理想的未來，將社會和科技創新與前衛藝術概念相互結合。他是奧地利Ars
Electronica的科學、技術和藝術 (STARTS EU)評審會的長期成員，也是future/io
(一個關乎創新指數及理想未來的智囊團)的成員。

https://forms.gle/YYqyprjkrbrFSoWL6


阿里‧尼克朗 (奧地利)

人工智能在音樂藝術上的四射光芒

是次演說將重點討論在藝術領域上人工智能的創造力，而重點是音樂。創造力是
人類最重要的品質之一，不單單用於日常生活，亦成為在人類歷史上科學與藝術
領域上巨大成就是原因。現代的人工智能系統已經有能力完成被認為是高度創
意的工作(包括作曲、編寫故事及文本、又或生成圖像等)，這表明在不久的將來
這些系統可以支持人類的創作過程。

演說中會概述基於人工智能的創音系統在音樂和文本生成領域中的技術背景，
又考慮到這些系統的技術架構，我們將仔細研究這些系統的創造性，並將其與人
類的創造性進行比較。這也解釋了其他面向在人類創作藝術與音樂的過程中起
了重要作用，例如人類的意圖，這似乎對任何的創作都極其重要，尤其是藝術及
音樂的創作。還有的就是人工智能的自主問題，以及它是否對人的創作過程有所
裨益，又或且它是否倒過來在壓抑了創造力。

講者簡介

阿里‧尼克朗是奧地利林茲Ars Electronica 未來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及藝術家，他
同有藝術及科技的背景；他在奧地利林茲的約翰內斯開普䡃大學修讀電腦科學，
以及在奧地利薩爾茲堡的莫扎特大學學習作品。除此以外他更在同一所大學裡
修讀了鋼琴演奏的文憑。

他的硏究涉及人類與人工智能系統在創作性任務中的互動，包括研究人工智能
系統的創意成果，以及如何通過人類用者的互動來引導、增強和個性化系統。作
為一個古典音樂家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員，他參與了許多人工智能和音樂相連的
項目。他是軟件Ricercar的創造者，這是一個基於人工智能的古典音樂協作作曲
系統的軟件。此外，他的作品還在世界各地的各種會議及展覽中展出，也出現在
一些電視及收音機有關人工主題及創造力主題的紀錄性節目裡。在2020年他就
著在人工智能及音樂領域上的研究，獲得了上奧地利州研究和技術委員會的青
年研究人員大奬。

菲利普‧喬丹 (美國)

由科幻媒體、流行文化以及真實科技世界的變異糾結而成的共生關係。

是次演說將概述我在遊走在科幻小說及計算機科學之間的硏究成果，或且在廣
義上說，如何在科學通訊中運用流行文化。在我的其中一些研究調查中，我查究
過一些全球流行的科幻小說與計算機科學研究之間的關聯，當中也包括《星際迷
航》，我還研究了虛構的機器人在真實世界中如何被利用，以及延展至機器人硏
究，並在文學和視聽科幻小說的痕跡與素材上進行大量的科學通訊傳播探索。

是故演說中將以現實科學應用的觀點出發，對科幻小說進行廣泛的介紹。當中我
會強調多年來研究中收集到的某些關鍵出版刊物、介紹研究的成果以及分享一
些有趣的見解，然後再就科幻小說對未來計算機科學以及技術倫理教育的機會
作出進一步深入討論。我期待與硏討會主持和與會者就科幻材料在不斷發展的



廿一世紀訊息社會中的未來應用、挑戰與潛力進行開放、刺激及有成效的思想交
流和討論。

講者簡介

菲利普‧喬丹博士在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獲得通訊及訊息科學博士學位，專注
於人機互動、通訊理論及社會訊息學。他對科幻小說和計算機科學的研究曾刊登
於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與福布斯技術委員會刊物。他過去曾多次教導過訊息
通訊技術/研究方法的學科，也曾指導過多個為特定目標群眾所設計的多樣用戶
體驗項目。擁有超過八年的國際學術及應用研究經驗，他是一位用戶體驗、人機
互動定性定量硏究方案、互動設計以及無障礙研究領域的專家。

4. MIT Media Lab x Microwave 線上特約座談: 未來選集

在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 2021，亦即我們的廿五周年之際，有幸與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交流並推出這個線上特約座談。是次項目藝
術節邀來三位來自實驗室的專家，就著他們的無限想像力與及科技研發與線上

與會者分享對近未來的願景；他們的項目裡有夢境主題，有的關於太空探索也有

未來教育的，而這些想法與科研正成就出一點一點能描繪人類近未來發展的可

能性，也許科幻但也近在咫尺，一起在線上看未來。

2021年11月11日
21:00 - 23:00 (香港時間)
08:00 - 10:00 (美國東岸時間)
網上講座，敬請預約。

登記: https://forms.gle/riq4DbXpZeoU5AwYA

講座主持

杜若渝（香港）

杜若渝是一名香港記者，她在媒體藝術領域工作多年，一生都在欣賞那些能激發
批判性思維幷就人類走向創造必要對話的藝術作品。她擁有倫理學碩士學位，但
這似乎只讓生活更加困難。

嘉賓講者

柏特‧柏特拉努珀（美國／泰國）

講者簡介

柏特‧柏特拉努珀是麻省理工學院 (MIT) 的跨學科科學家/藝術家/科技專才，他目
前是MIT流動介面小組的博士生。柏特的研究專注介乎於人工智能、人機交互以
及穿戴式媒體的計算機學三者之間，尤其是人機共生及增強認知領域。柏特曾經

https://forms.gle/riq4DbXpZeoU5AwYA


與多個國際機構合作，包括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 TRISH、IBM硏究組、
Bose、ASU、NTU等，研究人與科技在不同應用和系統之中的關係。

演講概要

生成式的機器學習的進步使數位人類的超現實合成變得很有可能；這類新的合成

媒體我們稱之為人工智能生成媒體 (AI-generated media)又或是「深度偽造」
(deepfakes)，正在引發新科技如何扭曲人們的現實與訊息的關鍵問題。然而當
人工智能生成媒體的常見概念往往圍繞惡意性和不道德使用的潛藏可能性，這

種技術和任何其他技術一樣，對社會和個人影響最終是取決於如何被使用。在是

次演說中，我將通過探索技術和基於全成媒體的倫理道德以及智識論去討論其

潛在應用，從人工智能生成的媒體中去探索新的可能性以及對未來的想像。

亞當‧哈爾‧霍洛維茲（美國）

講者簡介

亞當‧哈爾‧霍洛維茲遊走於神經科學、人機交互及體驗藝術之間，他的工作旨在

擴展自我反省的可能性。他目前是麻省理工學院 (MIT) 流動介面小組的博士生，
之前在同學院的麥戈文腦科學研究所中進行有關大腦的硏究，主修正念與冥想。

目前的項目包括歇斯底里情感溫泉、飛行虛擬現實和充氣睡衣，以及在睡與醒之

間的邊緣空間中的夢境捕捉和控制。他的作品曾於康城影展、SXSW、
Transmediale及the Boston MFA等展出。

演講概要

我們知道如何書寫集體的歷史，但不是集體的未來。昨日的故事如何成今天的夢

與明日的現實呢？我們如何創造合成的夢去重塑我們與過去和未來的關係？我

將介紹自己在麻省理工學院最近有關夢境駭客的工作，橫跨藝術與科學，並專注

在個人、政治及玩味性上的潛在影響。

阿里爾‧埃克布勞（美國）

講者簡介

阿里爾‧埃克布勞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 太空探索計劃的創始人和總監；計
劃團隊由超過50名研究生、工作人員以及教員所組成，積極為人們的科幻太空未
來制作原型產物。團隊組織成立於2016年，開創時擁有超過40個研究項目，專門
研究開放太空生活的可能性，並支持一個能催化加速項目發展的研發計劃，用於



MIT和許多外展地區的飛行測試以及有效負載發展方面。在團隊中阿里爾負責推
動與太空有關的研究項目，涉及科學、工程、藝術和設計，並且每年都會有拋物

線飛行、次軌道太空飛行及軌道發射的機會。她在美國耶魯大學獲得物理、數學

及哲學學位，及後為她在MIT的博士學位設計了一個新穎的太空建築棲息地，旨
在太空中可自主地自組結構。她的研究工作和工程實驗室的概念都建基於未來

棲息地以及環繞地球、月亮及火星軌道的太空站。她的作品曾刊登於許多著名刊

物，包括WIRED (2020年三月的封面故事)、MIT Technology Review、Harvard
Business Review、The Wall Street 期刊、BBC、CNN、NPR、PRI的Science
Friday、IEEE及AIAA論文集等。

阿里爾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月球表面創新聯盟(LSIC)執行委員會任職，指導
和塑造在未來十年月球上蓬勃發展的活動，同時也是由MIT Press出版的《Into
the Anthropocosmos: A Whole Space Catalog from the MIT Space
Exploration Initiative》的作者及編輯 (2021年9月)。她曾有幸處理過現時已駐紮
在火星表面的太空硬件，而人類現已站在星際文明的風口浪尖上，太空是人們下

一個宏偉的前行陣地，這些為人們在未來星際生活的設計機會正向我們大力招

手，而她正正就在努力地把人們對太空探索的未來變成現實。

演講概要

隨著社會處於星際文明的風口浪尖上，MIT的媒體實驗室太空探索計劃探取了一
種獨特的方法來開拓人類的視野。我們正在建造、測試以及探索飛行的技術和工

具，這些技術與工具將使地球上的人在存活的新階段上可以擁有更多的能力。在

超過五十多個年度研究項目中我們聯合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及設計師去模型

人類的科幻太空未來，懷抱著人人都可以見證太空探索的理念，在工作過程中收

藏月球及地球的照片以供閱覽。我們正在建立一個在現實生活裡的、富視野的星

際艦隊學院，為人類在宇宙中的活動、機會及責任做足準備。

想了解更多，請瀏覽：

https://www.media.mit.edu/groups/space-exploration/overview/

5. 放映會

精選主題相關影像，於各創意文藝據點播放

(i) 第廿四屆日本文化廳藝術祭得奬作品節目巡禮 (日本)
62分鐘

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

2021年11月1 - 5日
10:00-18:00

openground

https://www.media.mit.edu/groups/space-exploration/overview/


2021年11月6 - 14日
逢星期一休息

15:00-19:00
(ii) 動樂樂 – 日本文化廳媒體藝術祭得奬選集(日本)
46分鐘

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

2021年11月8 - 12日
10:00-18:00

(iii) 電子劇院 – 精選版 (奧地利)
67分鐘

網上播放

2021年11月3日
20:00

(iv) 後生仔動畫 (奧地利)
59分鐘

網上播放

2021年11月6日
20:00

(v)連點線上播 (香港)
76分鐘

openground
2021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
逢星期一休息

12:00-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