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合LED炫光科技服裝，搭配雷射秀與光劍等，進行超炫激光雷射舞蹈
由專業舞者以時下流行街舞動作搭配光影變化，以及LED炫光效果，未來科技感十足
同時搭配動感熱舞+LED炫光體與手雷射秀帶來一段超炫視覺激光雷射舞蹈
炒熱現場氣氛，現場宛如在科幻電影場景般，極具娛樂性與視覺效果
科技創新技術結合動態藝術表演

LED科技雷射炫光舞

影像參考:

http://youtu.be/KzR_gfl_Xas led版本
http://youtu.be/iWUcQ2hh110 光影舞版本

演出人數: 3人 演出時間 5-10分鐘 單場預算:3萬
演出人數: 5人 演出時間 5-10分鐘 單場預算:4萬3
演出人數: 7人 演出時間 5-10分鐘 單場預算:5萬5

http://youtu.be/KzR_gfl_Xas
http://youtu.be/iWUcQ2hh110


搭配led舞蹈與炫光雷射等特效led舞者，在各式炫光魅影舞蹈技巧變化
，以及LED炫光效果搭配，宛如大型裝置藝術未來科技感十足；同時LED炫光體
手雷射秀結合，超炫激光雷射舞蹈，性感指數破表，High翻全場

LED SEXY GIRL DANCE 炫光天使舞團

演出人數: 3人 演出時間 5-10 分鐘 單場預算: 3萬

影像參考:

http://youtu.be/NYkGONGyap0
http://youtu.be/1QBt76ZMyx4
http://youtu.be/OqxNHFbzXN4
http://youtu.be/jeJ6ItgLwLc
http://youtu.be/_Pgjvqee2M0

重要經歷:

2012-13三星電子記者會led+雷射秀特效舞團
三菱汽車新車發表led秀舞者
BMW Z5 發表會led表演
台灣設計展、多媒體、零組件展led秀舞者表演
華寶電子,中國人壽,廣達電子,美國銀行
美商怡佳、詮鼎科技、台灣世曦
華南銀行、台灣啤酒
開場秀、尾牙活動、pr宣傳活動表演

http://youtu.be/1QBt76ZMyx4
http://youtu.be/jeJ6ItgLwLc
http://youtu.be/1QBt76ZMyx4
http://youtu.be/OqxNHFbzXN4
http://youtu.be/jeJ6ItgLwLc
http://youtu.be/_Pgjvqee2M0


3D 地上雷射激光秀

演出人數: 5人 演出時間 5-10分鐘 單場預算:5萬5 (含超大型地上雷射機器)

影像參考:

http://youtu.be/ATxd65xe6fw
http://youtu.be/YoXPMT6GSVk

http://youtu.be/_bqyTbyAL6o
http://youtu.be/ATxd65xe6fw
http://youtu.be/YoXPMT6GSVk


全台唯一的魔幻光影變臉led炫光秀結合了變臉技藝與led炫光雷射秀，將10張臉的角色動作，融合劇情將
聲光雷射與光影變化縱控自如，結合東方武術旗舞，流行節奏音樂、現代舞蹈特技翻滾集體疊人，傳統
民俗技藝重新編創包裝，娛樂性效果十足高質感表演，科技創新技術結合動態藝術表演

變臉影像參考
http://youtu.be/FR_monNenjo
http://youtu.be/_bqyTbyAL6o
http://youtu.be/Bdh6ypG-dt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nioQntVDK8

東方新創光影變臉炫光秀

演出人數: 3人 演出時間 10-分鐘 單場預算: 3萬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Ng3GL-gcE8
http://youtu.be/FR_monNenjo
http://youtu.be/_bqyTbyAL6o
http://youtu.be/Bdh6ypG-dt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nioQntVDK8


台灣中正杯、體健盃花式扯鈴冠軍金牌扯鈴王子簡志祐，炫麗單鈴、雙鈴、直立鈴、三鈴花式扯鈴表演
，加入團體扯鈴、長繩雙鈴等技巧組成表演，加入現代舞蹈、流行性音樂元素，以及LED炫光鈴
傳統民俗技藝重新編創包裝成為，一流的高質感藝術表演秀，最台最潮創新台灣民俗童玩表演。

演出人數: 3人 演出時間 10分鐘 單場預算:2萬5

LED 炫光扯鈴秀

http://youtu.be/WEVnnk1P7VA 三人版本
http://youtu.be/-ayFrr5btgQ 6人版本

影像參考

http://youtu.be/WEVnnk1P7VA
http://youtu.be/-ayFrr5btgQ


影像參考:

http://youtu.be/t31iThK5niw
http://youtu.be/EbQ-SoBrpcI

超動感極限跑酷舞

演出人數: 8人 演出時間 10分鐘 單場預算: 6萬

http://youtu.be/EbQ-SoBrpcI
http://youtu.be/EbQ-SoBrpcI


將舞蹈肢體與特技體操等元素，結合藝術性音樂與奇幻造型，在透明球中舞動，
呈現出極具現代感的特技藝術能量
創造優雅、時尚、精緻帶有現代感的新馬戲表演
打造活動質感，營造出活動現場獨特精神與品牌魅力

http://youtu.be/fvq8OpJSINs

雙人中球版本
http://youtu.be/Bn8fVzhVsd4

影像參考

幻像人中球 (藝術體操版) 

演出人數: 3人 演出時間 10分鐘 單場預算: 3萬

http://youtu.be/fvq8OpJSINs
http://youtu.be/Bn8fVzhVsd4


將舞蹈肢體與特技體操等元素，結合3D方形體、LED 炫光體等
搭配雙人特技體操舞蹈，打造出奇幻馬戲秀表演魅力與活動質感
呈現出極具現代感的馬戲藝術能量表演，創造優雅、時尚、精緻帶有藝術表演

http://youtu.be/qb_QGzcdjxI
http://youtu.be/0jTO8ULxDb0

影像參考

奇幻3D 方體led特技秀

演出人數: 1人 演出時間 7-10分鐘 單場預算:1萬9 
演出人數: 2人 演出時間 7-10分鐘 單場預算:2萬7 
演出人數: 3人 演出時間 7-10分鐘 單場預算:3萬5

http://youtu.be/qb_QGzcdjxI
http://youtu.be/0jTO8ULxDb0


將由2012中國達人秀前6強的特技型男趙偉辰，獨特的水晶球+極限鐵環等表演
，加入現代舞蹈、流行性音樂元素，兼具動感、時尚、藝術元素表演節目
極緻完美技巧呈現，挑戰人體藝術美感，如同科技業精品節目表演

http://youtu.be/oLZPkgUu9G0
http://youtu.be/Jqfqq60PSe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wZV4Ej5yoU 節目錄影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BSfXKJgc68 節目錄影2

影像參考

奇幻水晶球+特技鐵環秀

演出人數: 1人 演出時間 10-分鐘 單場預算: 3萬5 

http://youtu.be/w5e-8lbsuOE
http://youtu.be/oLZPkgUu9G0
http://youtu.be/Jqfqq60PSe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wZV4Ej5yo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BSfXKJgc68


藝鑫創意極限特技雙人組，最潮視覺機械舞蹈結合極限特技、3D立方框、
特技巨輪，漂浮呼拉圈舞，動感表演帶來新潮視覺表演，以及極限雙人特技
空翻飛過10多人的互動表演橋段，展現台灣新世代文創表演動感活力

極限跑酷雙人組+特技巨輪秀

演出人數: 2人 演出時間 15-20分鐘 單場預算:3萬2 (適合中場表演)

影像參考為以下綜合

http://youtu.be/w5e-8lbsuOE

前5分鐘 翻滾巨輪特技
後5分鐘 單輪車+雙人跑酷秀

http://youtu.be/w5e-8lbsuOE


「 PARTY MAGIC 小丑華麗綜藝秀結合默劇、舞蹈、氣球馬戲、花式雜耍等
節目融合雙人花式雜耍切磚、禮帽、剌激互動轉碗秀、以party小丑歡樂風格
流行街舞結合默劇特技表演風格，絕佳互動性小丑表演秀

PARTY MAGIC 派對小丑秀

演出人數: 3人 演出時間 20-30分鐘 單場預算:2萬3 (適合開場表演，可分為二段)

影像參考
http://youtu.be/9d-Sz7TjWWk
http://youtu.be/RjMKWT5sp48
http://youtu.be/eZ02HXi7bnU 晚會表演版本

http://youtu.be/46YIDhqr-8I 家庭日表演版本

http://youtu.be/9d-Sz7TjWWk
http://youtu.be/sk0K9bcAR_M
http://youtu.be/eZ02HXi7bnU
http://youtu.be/46YIDhqr-8I


將由世界花式冠軍溜溜球段智敏，帶來溜溜球的交響樂章
表演者上過各式節目，2012百萬大明星 2012中視，達人總動員
2013東方，中國達人秀2012台北、高雄燈會表演，將溜溜球表演
帶向精緻時尚高雅表演藝術節目之路，融入街頭藝術表演方式
創造屬於現代溜溜球表演特色

花式競技溜溜球

演出人數: 1人 演出時間 15分鐘 單場預算: 2萬5

影像參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OJqNMEeNk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xhzc0n-KM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OJqNMEeNk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xhzc0n-KMQ


Sweet HOT，可愛甜美，動感熱情，由8位以上專業舞者組成，平均舞齡15年以上
舞蹈風格多元，不管是活潑熱情的啦啦隊、性感狂野的New Jazz
最夯最流行的MV熱舞、氣質優雅的芭蕾，會翻會劈，各類型客製化舞蹈編排表演
集教學.編排.帶動.主持全方位極品正妹舞團

Sweet HOT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user/albee0129/videos

SWEET HOT 專業舞團

舞者一組3人以上，每位 6,000元-8,000元
(可跳二段以上排舞+串場主持+互動拍照等工作)

https://www.youtube.com/user/albee0129/videos


創新特技雜耍表演團體，打破刻板傳統印象，帥、酷、炫的特技+街舞融合，將雜技與
特技展開了新的面貌。表演花式雜耍砌磚（雪茄盒）、禮帽（帽技）、魔幻八字環
水晶球等等，加入的特技翻滾、特技倒立、人體積木（疊羅漢）等炫技
團名[其實我們不專業]，『永無止境的熱情感動你的心，專不專業由您來決定』

其實我們不專業 - 現代雜耍新馬戲表演

演出人數: 3人 演出時間 20-30分鐘 單場預算:2萬 5 (適合開場表演，可分為二段)

影像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QR54z0DV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H9HbQ_DFyM (大學生了沒)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EqPaz-kUGs (綜藝大熱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wjfFqDlY7w&feature=player_embedded歡樂智多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QR54z0DV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H9HbQ_DFy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EqPaz-kUG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wjfFqDlY7w&feature=player_embedded%E6%AD%A1%E6%A8%82%E6%99%BA%E5%A4%9A%E6%98%9F


歡樂氣球秀+創意人入氣球

影像參考
http://youtu.be/dWFowJG2hYA
http://youtu.be/rM_PB3lDsko
http://youtu.be/b94sjcGVbh8
http://youtu.be/HKZVMOCryNk 蜘蛛人表演版本

創意氣球達人 mr. 周

將由上遍各大綜藝節目的氣球達人，互動氣球秀
搭配時下最紅的主題式的氣球脫口秀
運用氣球創造各式可愛造型氣球，以及人入大氣球
等精彩氣球熱舞秀，展現絕佳創意與舞台效果

演出人數: 1人 演出時間 15-20分鐘 氣球互動教學 30分鐘共60分鐘單場預算: 2萬2

http://youtu.be/dWFowJG2hYA
http://youtu.be/sk0K9bcAR_M
http://youtu.be/b94sjcGVbh8
http://youtu.be/HKZVMOCryNk


奇幻泡泡藝術秀

泡泡藝術達人 zero

透過獨特大型泡泡藝術千層泡泡桌
、火山煙球泡泡，搭配奇幻泡泡龍
寶劍小泡泡、中泡泡、大泡泡秀
以及空手泡泡魔術、雙手泡中泡舞蹈
一一呈現，還可與現場觀眾朋友進行
大泡泡套人互動，雙人大泡泡
奇幻泡泡龍，創造自已泡泡藝術

影像參考
http://youtu.be/EOnBG-jtvMc 宣傳影像參考 小型泡泡秀
http://youtu.be/W-KRQGHgzek 宣傳影像參考 中大型泡
泡秀
http://youtu.be/laOFM30WhDg 晚宴版本參考
http://youtu.be/QNf0z9sfPp8 家庭日晚會高互動版本

演出人數: 2人(含1助理) 演出時間 20-分鐘 單場預算: 2萬2

台中台灣啤酒演唱會魔幻泡泡秀
藝術大使代表台灣中東國家<阿曼.吉達>演出
2010 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百合戀小丑泡泡串場
2011 年台北藝術推廣協會-奇幻迷宮
中視綜藝大哥大藝人泡泡表演老師
編排每年度各種熱門商品上市發表記者會泡泡演出
土城桐花節開幕表演
新裡想企業尾牙表演
車商大型家庭日泡泡表演
日本視覺系車展泡泡秀
世貿萬聖PARTY 行動藝術舞者
公司行號、集團、直銷商….
表揚大會.頒獎點禮.年終尾牙.春酒泡泡演出.

現任專業舞者、泡泡表演者

http://youtu.be/EOnBG-jtvMc
http://youtu.be/W-KRQGHgzek
http://youtu.be/laOFM30WhDg
http://youtu.be/QNf0z9sfPp8


幻象泡泡藝術秀

藝術千層泡泡桌+火山煙球泡泡
奇幻泡泡龍+大泡泡套人



由世界級的魔術冠軍表演者，身兼魔術師、兒童劇編導
演員全方位表演藝術家，魔術師marty，搭配主題性魔術
達人奇幻舞台魔術，互動魔術+創意雪花魔術營造出奇幻
優雅、精緻、藝術氣息打造活動現場獨特表演藝術魅力

奇幻魔術達人秀

將帶來魔術彈棒、雪花飄扇、魔法出花，
以及大型魔術交換箱，快速在3秒內，變裝
交換舞者，超大型的魔術表演。

影像參考

http://youtu.be/f_Mi8VfO1o8
http://youtu.be/mYoR87FYNX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HipHKYDHs

演出人數: 2人 演出時間 20分鐘 單場預算:2萬5

http://youtu.be/f_Mi8VfO1o8
http://youtu.be/mYoR87FYNX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HipHKYD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