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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簡介 

「口述影像」透過清晰和生動的語言，描述戲劇、視覺藝術和環境中的視覺元素，讓視障人士

感受到作品及環境中的視覺體驗。此口述影像工作坊為有志成為專業口述影像員的人士而設。

工作坊將涵蓋話劇、音樂劇的口述影像應用，重點描述戲劇表演視覺元素，演前介紹和觸感導

賞團的技巧。工作坊以課堂、實際演練、示範、小組討論及課後個別指導等形式進行。參加者

除完成個人習作外，並獲得舞台的實習機會，以個人或二人配對進行現場口述影像考核。 

 

工作坊詳情 

日期：2020 年 7 月 4 及 11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下午 1 時至 2 時午休） 

地點：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30 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L8-02 

語言：粵語 

對象：有志成為專業口述影像員的人士（具戲劇表演藝術背景更佳） 

名額：12 人（先到先得，人數可能根據社署屆時疫情指引調整） 

費用：港幣 $1,500 元（包括一張殘疾人士陪同者戲劇門票） 

參加者出席率達 80％或以上，個人習作及考試合格，可獲發還 50%學費及頒發出席證書。遲

到或早退 10 分鐘將作缺席半次計算。填妥工作坊報名表格後，連同劃線支票郵寄或於辦公室

時間內連同現金交回本中心，詳情見報名表格。 

  



捐助機構：                                   主辦機構： 

  

 
 

 

2 
 

 

*日期時間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7 月 4 及 11 日 

（星期六） 

上午 10時 30分至下午 1 時 

及 下午 2時至 5時 

課堂 JCCAC L8-02 

7 月 12 日（星期日） 上午 11時至下午 1時 聲音運用 JCCAC L8-02 

7 月 6至 10日 

（其中一日） 

日間（確實時間待定） 串排 上環文娛中心 

7 月 16 日（星期四） 晚上 7時 45分至 10時 45 分 服裝綵排 大會堂劇院 

7 月 17 日（星期五） 下午 2時 45分至 5時 45 分 服裝綵排 大會堂劇院 

7 月 19 日（星期日） 下午 2時 45分至 5時 現場示範（通達專場） 大會堂劇院 

7 月 13至 21日 

 

確實日期時間，導師將在 

課堂期間與參加者商討 

課後個別指導 JCCAC L8-02 

7 月 22至 25日、 

7 月 29至 8月 1日 

（其中一場） 

星期三至五：晚上 7時 45 分 

星期六：下午 2時 45分 

 

實習考核 大會堂劇院 

** 戲劇串排錄影將於 7月 12日發放  

 

工作坊導師 

吳嘉慧（口述影像）- 請參照附上的導師簡介 

鄭傳軍（聲音運用）- 高級講師（導演）及研究生課程統籌（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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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影像工作坊（戲劇表演藝術） ─ 報名表格 

工作坊名稱 費用 

支票號碼 

（每位參加者須遞交兩張各港幣 $750元支票﹐ 

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及工作坊名稱） 

口述影像工作坊 

（戲劇表演藝術） 
港幣 $1,500 元 

 

 

*工作坊名額 12 人，先到先得。                                  

參加者資料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性別︰□ 男 □ 女           

年齡︰□ 18-25 □ 26-40 □ 41-60 □ 60以上  流動電話︰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 

學歷︰ □ 中學 □ 大學或以上   □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職口述影像員填寫 未有口述影像訓練者填寫 

請細列相關資格： 請細列學術背景（例如:主修、修畢學位及大學名稱） 

請細列口述影像的經驗： 請細列藝術的經驗： 

參加者須知 

此工作坊將以粵語進行 

本會保留接納申請人參加工作坊的權利 

本會保留更改工作坊內容、導師、上課時間或地點的權利 

除因課程取消外，獲取錄人士所繳交的費用，概不退還 

 

報名表格內收集個人資料只供本會職員及導師設計教案、處理此工作坊事宜及提供本會資訊之用。 

□ 本人同意於工作坊進行過程中接受拍攝，並作記錄及非牟利推廣藝術通達之用。 

□ 本人清楚明白及同意遵守參加者須知。 

□ 本人同意收取香港展能藝術會的資訊。 

□  本人同意此工作坊的所有教材，版權均為香港展能藝術會所有，所發放之劇本、視像、錄     

   影只用作此工作坊練習之用，本人不會以任何形式複製或轉發。 

 

參加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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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付款方法 

每張報名表格只供一位參加者使用（表格可自行影印或從網頁下載）。每位參加者須遞交兩張各港幣

$750元支票，如出席率達 80％或以上，個人習作及考試合格，將獲發還其中一張支票（即一半學費）。 

填妥報名表格，請親身遞交或郵寄方式，連同所需費用交到本會。（日期以郵戳為準） 

本會地址： 

石硤尾白田街 30 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8-02 

香港展能藝術會 賽馬會藝術通達服務中心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時半至下午 6時半 

報名可親身遞交或郵寄劃線支票，支票背面請寫上工作坊名稱、參加者姓名及聯絡電話。勿郵寄現金。 

支票抬頭：「香港展能藝術會」或「Arts with the Disabled Association Hong Kong」。 

 

查詢 

可致電 2777 1771 或電郵 kimmychan@adahk.org.hk 聯絡陳小姐 

活動進行時，如需要通達服務（如使用輪椅），我們樂意按不同需要的人士作出適當安排。 

 

暴雨、颱風、疫情、特殊情況指引 

黃色暴雨及一號颱風訊號︰所有課堂如常進行（視乎當天天氣情況） 

紅色暴雨及三號颱風訊號︰所有課堂如常進行（視乎當天天氣情況） 

黑色暴雨及八號颱風訊號（活動三小時前懸掛）︰所有課堂取消 

本會跟從社會福利署小組活動防疫措施指引，工作坊以預約形式進行，參加者、導師、工作人員均在

進場前量度體温、填健康申報表、配載口罩，場地在課堂前亦已消毒。若疫情或其他特殊情況發展令

工作坊不能實體舉行，將因應情況考慮改期或以其他形式舉行。 

 

 

 

 

 

 

 

賽馬會藝術通達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30 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8-02 

電話：2777 1771 傳真：2777 1211 電郵：enquiry@jcaasc.hk 網址：www.jcaasc.hk  

Facebook 專頁：藝術通達計劃 Arts Accessibility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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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簡介 

 

 

攝影：李業福 

李業福簡介：http://www.adahk.org.hk/?a=doc&id=296 

 

吳嘉慧 

口述影像工作坊導師 

 

吳女士 2010 年開始為「香港盲人輔導會」提供口述影像服務，曾負責超過 20 部電影、短劇

及表演項目的口述影像，當中包括戲院現場演繹及 DVD錄音製作。近年與香港展能藝術會合

作, 參與西九大戲棚的導賞工作，並為接近 30 套舞台劇 / 電影作品提供口述影像，如香港藝

術節《香港三部曲》及《中庸》、香港話劇團《假鳳虛鸞》、《父親》、《如夢之夢》、《四

川好人》、《盛宴》，糊塗戲班 《瑪麗皇后》，iStage 《走音大聯萌》，西九文化區自由約

電影播放《The Music of Strangers 馬友友》、香港演藝學院第三屆香港演藝學院節《畢業

作品放映》等。吳女士曾任「黑暗中對話」的工作坊導師，及 2016 年香港展能藝術會與英國 

VocalEyes 合辦的口述影像工作坊擔任本地導師。 

 

http://www.adahk.org.hk/?a=doc&id=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