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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全人文化近用與社會共融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 

工作坊 活動報名簡章 

 
l 日期：2019 年 11 月 3 日（日）、4 日（一）每日各一場  
l 地點：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 樓、10 樓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一、工作坊議程 （*主辦單位保留議程修改權利，若有任何異動，以大會公告為準） 

 

（一）黑暗體驗與口述影像工作坊 

Workshop 1 
黑暗體驗與口述影像工作坊 
Immersive Experience Workshop on Darkness and Audio Description  

2019 年 11 月 3 日（日）9:30-12:30；13:30-16:30  計 6 小時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 樓  802 教室   

工作坊簡介 講師：楊聖弘先生  口述影像發展協會 秘書長 
   趙又慈女士  口述影像發展協會 資深訊息設計師 
 
視覺障礙者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口述影像服務？這個工作坊提供一個沈浸式
的黑暗情境體驗，協助學員實際感受視覺障礙者在不同的文化服務情境
下，如何運用其非視覺感官？有哪些困境？ 
 

學員在黑暗情境中，亦將感受提供報讀、不適當的語言描述以及合適的口
述影像服務，對視覺障礙者各別有哪些訊息接收與理解的差異。 
 

透過這個工作坊，希望能幫助您了解在文化近用上，對於視覺障礙者來說
較合宜的服務指標與概念，哪些安排較能達成優質的服務。 
 
您的單位和活動該如何為視覺障礙者提供適當的服務？讓我們在工作坊的
討論裡一起探尋合適且可行的規劃。 
 
本工作坊主要語言為中文。 

工作坊課程內容 

9:30-12:30 黑暗情境非視覺感官服務體驗 
 

‧聽覺體驗 
‧觸覺體驗 
‧DIY 體驗 
‧口述影像體驗 

12:30-13:30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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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30 口述影像與視覺障礙服務 
 

‧什麼是口述影像?和報讀有什麼不同? 
‧口述影像能為視覺障礙者做什麼? 
‧如何規劃或準備您的活動以提供視覺障礙者更好的服務？ 

 
n 講者簡介 

楊聖弘 
口述影像發展協會 祕書長 
 
楊聖弘先生現任口述影像發展協會秘書長，專業經歷包括無障礙
科技發展協會秘書長、台北黑暗對話社會企業培訓師、賽斯身心
靈診所實習心理師、勞動部身心障礙職業重建資源中心、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委員、國家文官學院身心障礙人權講師。 

 
趙又慈 
口述影像發展協會 資深訊息設計師/講師 
人我之間有限公司 負責人 
 
趙又慈女士是推動臺灣口述影像服務最主要的講師、製作人和諮
詢顧問。長期擔任電視、電影、表演藝術、博物館等領域之視障者
文化近用服務設計與教育訓練。趙女士的專長為整合傳播、藝文、教育及數位科技的
跨領域資歷，由口述影像理論出發，考量溝通互動的訊息接收特性，設計開發適用於
全人近用的文化素養教材、觸覺輔具及服務介面。 

 

1.	 黑暗體驗與口述影像工作坊報名對象 

國內公私立博物館、美術館或表演藝術文化場館等相關機構專任人員、身心障礙
服務相關機構工作者，大學院校相關科系教師及研究生，文化場館近用服務志工
等。招收名額：55 人，備取 5 名。 
 

2. 黑暗體驗與口述影像工作坊報名方式 

A. 本工作坊包含黑暗體驗，曾有幽閉/黑暗恐懼等經驗的朋友，請自我評估身體
狀況、斟酌是否報名。 

B. 本活動須全程參加。採網路線上報名，於填寫 CASI 2019 研討會線上報名表時
一併勾選報名。研討會報名網址 http://www.2019CASI.org。 

C. CASI 2019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21 日（一）23：59。活動當
日恕不開放現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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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主辦單位保留名單審核權利，預訂錄取 55 人，額滿後備取 5 人；2019 年 10 
月 23 日（三）前於大會官網公告錄取及備取名單。錄取人員因故無法（全程）
參加活動者，請提前告知辦理取消事宜，大會將另通知備取人員遞補。 

E. 由於工作坊有招收人數限制且資源珍貴，錄取學員需繳交本場工作坊保證金新
臺幣參仟元。請於 10 月 25 日（五）23:59 以前將保證金匯入指定帳戶，並於
匯款後聯絡大會提供轉帳交易序號後 5 碼與匯款日期，以利對帳，我們將有專
人為您確認報名及匯款是否成功。錄取學員需完成以上保證金匯款，始完成活
動報名流程。學員全程參與本場工作坊 6 小時課程後，將退還全額保證金；未
依規定者恕不退還，保證金沒入國庫。 
匯款帳號：臺灣銀行龍山分行 052 001005011；人我之間有限公司 

F. 已繳保證金者若遇需取消報名之狀況，須於 10 月 27 日（日）前，以電子郵件
（rwzj002@gmail.com）或電話（0968-913-970）通知大會行政團隊遞補備
取人員，得退還全額保證金，逾期者保證金亦將繳納國庫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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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近用障礙意識工作坊 

Workshop 2 
文化近用障礙意識工作坊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ccessibility for Guests with Disabilities 

2019 年 11 月 4 日（一）9:30-12:30; 13:30-16:30  計 6 小時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 樓  1002 教室   

工作坊簡介 講師：克莉斯汀娜.岡瑟 女士 
芝加哥文化近用聯盟創辦人暨主席；埃文斯頓藝術中心教育總監
Ms. Christena Gunther  
Founder & President, Chicago Cultural Accessibility 
Consortium (CCAC) & Director of Education, Evanston Art 
Center 

 
您的單位是不是為了安排更多文化近用服務傷透腦筋？也不確定如何開
始？ 
 
這個課程將從障礙意識開始，學習識別文化機構可能需要接待的各種不同
的障礙別。工作坊將提供最佳的表演藝術及展覽情境服務案例，讓學員藉
以習得如何歡迎各種障礙別人士的到訪。 
 
這個工作坊也會探尋關於文化近用的一些迷思，討論文化行政工作者或近
用共融業務承辦人的責任；同時，我們也會討論、分享推動相關工作的各
式方案和資源，與文化機構一起擘劃後續可行的近用服務工作。 
 
本工作坊有實務操作活動，主要語言為英語，提供中文非同步口譯。 

工作坊課程內容 

9:30-12:30 文化近用障礙意識工作坊 
1. 障礙的定義：簡介美國障礙者權益史 
2. 醫學及社會上指稱的障礙 
3. 探索障礙類型：了解不同的障礙類別、人口比例，討論文化場域合宜的

接待方式(包括 
a. 肢體障礙族群 
b. 聽覺障礙族群 
c. 視覺障礙或低視能（文字描述 verbal description 練習） 
d. 認知障礙族群（含記憶喪失） 
e. 感官差異族群（含自閉症類群） 
f. 精神障礙族群 
g. 多重障礙族群／老化族群 

4. 接待的禮儀與服務建議（情境模擬） 
5. 啟動近用服務的建議：芝加哥文化近用聯盟(CCAC)的模式介紹（近用

方案分享） 

13: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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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講者簡介 

Christena Gunther 
芝加哥文化近用聯盟 創辦人暨聯合主席 
埃文斯頓藝術中心 教育總監 
Founder & President, Chicago Cultural Accessibility Consortium (CCAC)  
Director of Education, Evanston Art Center 
 
Christena Gunther 於 2013 年成立芝加哥文化近用聯盟(Chicago Cultural Accessibility 
Consortium , CCAC)，希望透過身心障礙與藝術參與的結合，凝聚芝加哥的整體向心力。
Christena Gunther 在大都會博物館與林肯中心擁有超過 10 年的文化近用經驗，目前擔
任埃文斯頓藝術中心(Evanston Art Center)教育總監，她對文化近用議題特別熱情與投
入，主要是因為她經常與患有唐氏綜合症的哥哥 Travis 參觀博物館與戲劇演出。
Christena Gunther 經常在國內外發表文化近用相關議題的演講，尤其著重於在自身社
區建立在地無障礙近用知識網絡的重要性。Christena Gunther 與她的兩個同事——
Evan Hatfield 和 Lynn Walsh 在 2015 年代表芝加哥文化近用聯盟獲頒甘迺迪表演藝術
中心「傑出新興領導人獎（LEAD® Award for Emerging Leaders）」。 

1. 文化近用障礙意識工作坊報名對象 

國內公私立博物館、美術館或表演藝術文化場館等相關機構專任人員、身心障礙服
務相關機構工作者，大學院校相關科系教師及研究生，文化場館近用服務志工等。
招收名額：45 人，備取 5 名。 
 

2. 文化近用障礙意識工作坊報名方式 

A. 本活動須全程參加。採網路線上報名，於填寫 CASI 2019 研討會線上報名表
時一併勾選報名。研討會報名網址: www.2019CASI.org。 

B. CASI 2019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21 日（一）23：59。活動
當日恕不開放現場報名。 

C. 主辦單位保留名單審核權利，預訂錄取 45 人，額滿後備取 5 人；2019 年 10 
月 22 日（二）於大會官網公告錄取及備取名單。錄取人員因故無法(全程)參
加活動者，請提前告知辦理取消事宜，大會將另通知備取人員遞補。 

D. 由於工作坊有招收人數限制且資源珍貴，錄取學員需繳交本場工作坊保證金新
臺幣參仟元。請於 10 月 25 日（五）23:59 以前將保證金匯入指定帳戶，並於
匯款後聯絡大會提供轉帳交易序號後 5 碼與匯款日期，以利對帳，我們將有專
人為您確認報名及匯款是否成功。錄取學員需完成以上保證金匯款，始完成活
動報名流程。學員全程參與本場工作坊 6 小時課程後，將退還全額保證金；未
依規定者恕不退還，保證金沒入國庫。 



 

 6 

匯款帳號：臺灣銀行龍山分行 052 001005011；人我之間有限公司 
E. 已繳保證金者若遇需取消報名之狀況，須於 10 月 27 日（日）前，以電子郵件

（rwzj002@gmail.com）或電話（0968-913-970）通知大會行政團隊遞補備
取人員，得退還全額保證金，逾期者保證金亦將繳納國庫不予退還。 

 

二、相關事項:  
1. 個人資料的完整性及工作相關程度是錄取名單審核的重要考量。此外，本大會為

強化相關議題之社群連結，擬對報名與會者建立專業社群聯絡資料，報名者請詳
實填寫完整的個人資料。 

2. 參加之公務人員可核予公務終身學習時數： 
參與 11 月 3 日及 4 日工作坊，每場次可得 6 小時研習時數，請當日上、下午於
現場簽到。 

3. 本活動白天提供午餐，為響應政府環保政策，請與會者自備水杯、餐具。 
4. 相關研習、工作坊及參觀活動均不提供免費停車，開車者請利用周邊收費停車場。 
5. 本活動若有未盡事宜，大會得隨時修正公布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