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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導讀

2020年的上半年因為新冠肺炎的關
係，成功大學博物館限制了對校外人士的開
放，所以有些已排定時程的展覽就在沒有甚
麼人參觀的情況下，悄悄地撤展了。有一門
自從2016年就開授的通識課程 - 西拉雅語
言數位復育及線上教育正準備期末展覽，於
是就和博物館進行合作。考慮到展覽檔期及
室內空間的限制，於是就規劃了以校園的戶
外環境來營造出西拉雅人生活的空間場域及
山林行走的觀賞動線，樹旁湯姆生影像記錄
下的西拉雅男、女身影，彷彿正陪伴著觀眾
一同經歷著過去生活的自然五感體驗，現代
的感受與認知都一同疊加到重塑的百年前西
拉雅家園的氛圍中。

展場動線被分為5個場景：

啟程，讓西拉雅的歌聲帶領觀眾走入樹
林中進行時空的探索。

相遇，讓我們瞭解17世紀荷蘭人留下的
新港文聖經，並在放大的百年地圖的路
徑帶領，也認識了19世紀來到臺灣的洋
人，因此我們才得以看到被留下的西拉
雅人影像。

迴音 ・夏至 ・西拉雅 -樹林中的博物館

文　楊中平／成大博物館推廣組組長

夜祭，在這個場景看到西拉雅族目前仍
在進行的的祖靈祭祀文化。

對話，藉由科技的方式呈現不同的語言
互動及播放。

再會，則以西拉雅語編寫的拍照手卡，
讓觀眾留下時空旅行的記憶。

這林中的相遇，在時間軸上是兩個相異
的點，而空間座標上卻是接近的地區。除了
自然的環境，展覽中有不同的展板及具有族
群符號或生活語彙的裝飾。科技應用上也藉
由二維碼的掃描，進行漢語及西拉雅語的對
話，或是聽一段由學生編寫後唸出的西拉雅
短文。也可經由人體感應，在傳聲頭罩下聽
一段重新口述的西拉雅聖經經文。在此展覽
中藉由智慧科技讓承載著古老西拉雅靈魂的
聲音，將聲波重建而漫流在祖先土地的樹林
間，與現代的人們進行著對話。這個跨域的
展示，超越了百年的時空分隔及漢番的地域
分界，結合了科技與人文的研究領域，讓曾
經消逝的語言重新在耳畔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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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的吳嘉玟

文　沈秋華／ 週二分隊志工暨導覽組組長

這位為人低調、做事認真的嘉玟，依
據他的自述，認為成大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地
方，2014年抱著一股熱忱及學習的態度，
進入成大博物館志工行列。總是默默地完成
各種館方交付的任務。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曾
在成大醫院資訊室服務，及至退休後，經常
投入社會公益活動，需要他時，總能設法解
決問題。當初自認不是文史高手而選擇自然
理工研習，更謙虛的表示數理亦非其強項，
然而，我們看到在其職業生涯中，每每發揮
其專業技能，解決諸多工作中及周邊疑難雜
症；就像他整理博物館資料時，就能以科學
及數學邏輯方式，將十幾冊蘇雪林的書籍掃
描成電子檔；在家庭中，愛人如己，充分擔
負起支持與照顧的角色，夫妻和睦，對子女
教育有一套，從不嚴格要求課業，卻注重家
庭教育讓他們順其自然成長，為社會造就了
優秀的人才。    

 在夥伴相處中，很快地就被發掘，他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家擁護他為週四
分隊長，用心的經營團隊，關心每一位夥伴
的需求，尤其在成博十周年館慶，依據張浚
欽隊友的活動規劃，由他率領全隊夥伴，不
論長、中年齡全體隊員，表演出熱情的舞蹈
節目，憑添節慶高潮。在導覽服務部分，更
是不餘遺力地鼓勵與協助隊友參與，雖然調
配值班及導覽安排非常辛苦，但他謹守待人
處世以真誠，不斷地克服萬難，使週四組的
導覽業務順利推動。在他無私的付出，使每
位成員在值勤服務過程中，快樂且自信的地
完成館方的任務。分隊長以身作則，打造出
一個凝聚力極高的團隊，更充分發揮成大博
物館志工友善的服務精神，嘉玟堪稱我們的
楷模。

我們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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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一場疫情改變全球人類許多
既定的生活模式與思維，謹管面對不可預期
的轉變過程，成博仍堅守崗位為慶祝成功大
學89周年校慶推出一系列新展，藉由回顧與
前瞻，試圖跳脫陰霾困境，創造新的機會與
可能性。  

一、英才之路研究篇：諾貝爾獎‧學術風土
此展為成大博物館與日本名古屋大學博

物館合作之國際交流展。因為不平凡的發現
往往來自於平凡的日常，展示中嘗試呈現深
奧的學術理論與現實的日常生活環環相扣。
從名大孕育多位諾貝爾獎人才之學風背景，
深入淺出地引導觀眾認識諾貝爾獎及其影
響，並透過成大以學生為主體的諾貝爾論壇
及致力於科普推廣、教學研發、博物館知識
溝通平台之師生成果，省思英才之路上無形
卻潛移默化的學術風土。

成大於2000年後為擴張學術版圖、接
軌國際研究，至今陸續邀請14位諾貝爾得主

潛沉後再出發~
89周年校慶特展
文　編輯小組整理報導

成博館慶

訪校。分別進行計畫合作、課堂講授，以及
通過演講介紹文學創作或自然科學的重要
性，說明其對企業研發、新產品開發與人類
福祉貢獻的意義。此外，分享精進研究道路
上的辛酸甘苦，激勵同學以好奇心探索未知
領域，打開通往世界的大門。

二、城東有成 – 成大 X 印象 X 臺南
臺南台地是臺灣西南沿海隆起的高地，

臺灣府城在1887年改名臺南府城，為今「臺
南」地名的由來。而成功大學的前身「臺南
高等工業學校」校地(今成功校區)乃位於城
垣東側的原後甲莊。在<文化資產保存法>實
施後，隨著時空環境變遷，成大得以為臺南
城內、外留下多元的歷史元素。

成大擁有建築、都市計畫、歷史、考
古、臺灣文學等等相關系所，作為這個古老
城市的知識核心，必須扮演知識提供及價值
詮釋的角色。因此許多教師及畢業生都積極
參與市政治理，或投入民間社團為各種保存
運動發聲及對話。臺南有其得天厚深的歷史
與多元文化傳統，所以成大特別開設「踏溯
臺南」的跨院通識教育核心課程。希望結合
府城的歷史形成與當代臺南都市發展的脈
動，將學校教育與社會脈動產生鍊結，同時
培養學生的在地關懷及實踐跨越學科的社會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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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
成博志工大會
文　施季芬／ 週二分隊志工

成大博物館今年志工大會，因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延後至8月22日在綠色魔法學校
舉辦，當天志工們報到後，陸續進場，藉此
機會，彼此交流寒暄，會場氣氛熱絡，大家
有緣再次相聚一堂，這是志工們重要又開心
的日子。

會場有吳秉聲館長、楊中平老師、郭美
芳老師及蔡侑華老師蒞臨參加。

首先是吳館長報告，他提出博物館的幾
項未來任務，包括今年的校慶將邀請志工們
共同參與，另明年(2021年)適逢成大90周年
校慶及2024年熱蘭遮城建城400年的盛事，
博物館將規劃相關各項重要展覽，請志工們
全力協助。還有校史的資料建立，因已有經
費，可落實校史的收集及整理，期許志工夥
伴們共同來做好此項任務。

接下來大會的重頭戲就是頒獎，在館方
的用心安排下，有多項表揚獎項，包括資深
服務滿十年獎、服務熱忱獎、服務滿300小
時及服務滿140小時獎，還有最佳導覽員及
成博情緣投稿獎，只見受獎志工們依序上台
領獎拍照，由於獎項豐富，幾乎人人有獎。

一年來大家的努力付出受到最佳的肯定，更
對成博有強烈的使命感及認同感，這是給志
工們莫大的鼓勵。

中場安排全體大合照，較不同於往年，
今年大家都戴上了口罩拍照，這張照片將留
下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的最佳歷史見證。

接著莊正峰大隊長透過簡報與夥伴們一
同回顧過去一年，博物館的各項展覽及培訓
課程常不定期更新，內容廣泛兼具知識、文
化、科技、人文及藝術。個人到成博服務將
近十三年，參與的培訓課程內容豐富，不但
可增長見聞吸收新知，更可開拓視野，提升
自身各方面的素養，志工們在博物館服務的
同時也有滿滿的收穫。

二十一世紀是志工時代，資訊日新月
異，更應學習放下身段放空自己，把握每一
個學習的機會，以滿足服務需求。

新的一年即將來臨，祝福成大博物館館
務蒸蒸日上，也祈願所有志工朋友藉由志工
服務來發揮生活的光與熱，重拾您我生活的
光彩，做個快樂的志工，享受服務的快樂。

志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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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四日那天，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志
工先進，共同參訪台達電南科廠及國立臺灣
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被禁錮長達大
半年的心靈，頓時豁然開朗，大伙兒眉開眼
笑，身心獲得舒展解放。

首先，上午叁訪台達電南科廠，台達
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臺灣的電子
製造公司，專攻電源與變壓系統，基本上是
綠建築最高等級—鑽石級，在美國的評等也
是最高級的白金級。令我最有印象的是大樓
內部的樓梯，明亮通風又不隱密，讓人通體
舒暢又能緩解工作壓力的好所在；另有一處
驚艷的點在地下停車場，或許是基地面積比
綠魔還大，這裡的清新空氣磁場更能感受得
到，而且雨水的再利用也自然順適。台達電
的創辦人鄭崇華先生是成大電機系校友，綠
色魔法學校的成立，他也是極大的貢獻者，
捐贈資金新台幣壹億元，因而綠魔的國際會
議廳以他為名，殊不知台南市的LED路燈，
更是出自於台達電。

其次，下午叁訪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南科考古館，對於史前文物的認知，大部
分人皆茫然懵懂，其實臺灣史前文化的分期
大致上分為：

1. 舊石器晚期：距今五萬到五千年
前，代表遺址為長濱文化、左鎮
人。

與現代科技和
史前文物的相遇
文　周明輝／週三分隊志工

志工參訪

2. 新 石 器 早 期 ： 距 今 六 千 五 百 到
四千五百年前，代表遺址為大坌坑
文化。

3. 新石器中期：距今五千到三千年
前，代表遺址為圓山文化、牛罵頭
文化、牛稠子文化。

4. 新石器晚期：距今三千五百到二千
年前，代表遺址為芝山岩文化、卑
南文化、麒麟文化。

5. 金屬器亦稱金石時代：距今約二千
年前，代表遺址為十三行文化、番
仔園文化、蔦松文化、靜浦文化。

其中大坌坑文化可能是臺灣南島語族
的遠古祖先；卑南文化極可能是排灣族的祖
先；蔦松文化應該與西拉雅族祖先有關；而
靜浦文化俗稱阿美文化。沒有台南科學園區
的開發，就沒有南科史前文物的出土，豈會
有臺灣第一土狗的重見天日呢？

話又說回來，綠建築是現在的趨勢，零
碳建築也是追求的目標。當長毛象消失在寰
宇的板塊上，北極熊瘦骨嶙峋孤立於破碎的
浮冰中，氣候暖化正逐漸造成地球卽將毀滅
下，身為人類的我們，該如何去面對，值得
深刻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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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志工之清潔
紙質文物日常篇
文　張乃彰／典藏志工

Hepa吸塵器的嗡嗡聲，伴隨著軟毛刷
颯颯刷過書頁的聲音。庫房工作室的空調溫
度稍有寒意，即便是在亮晃晃的日光燈下，
還是讓人有點昏昏欲睡……

最近的工作是紙質文物的初步清潔。有
一大箱來自體育組的文物，包括點名簿、體
育活動比賽紀錄等等。初步檢視除了泛黃及
部分因保存環境不當而產生的霉味、裝訂的
釘書針及兩腳夾有銹蝕現象之外，大致上是
乾淨的。但在清潔的過程中，仍會在裝訂夾
縫中掃除到一些昆蟲的排遺及蟲屍。

清潔紙質文物的過程有些枯燥，必須一
頁一頁翻開，用吸塵器及軟毛刷仔細刷過，
頁邊的折角也需小心用鑷子等工具翻開整
平，偶爾會發現裡面夾著小蟲屍，那時就會
有點兒興奮。 

要怎麼在這麼枯燥的工作程序中找樂
趣不讓自己睡著呢？我的法寶就是「順便研
讀」一下文物的內容。之前曾經清潔過學長

們的筆記，一邊看一邊讚嘆學長們漂亮的字
跡與整理筆記的功夫，真心覺得有些筆記該
出版以饗同好。也清潔過字典類與教科書類
的書籍，專業的內容真是天書，每個字都認
識，但完全不知所云。

而最近體育組的比賽紀錄就相當引起我
的注意。在民國71年第十五屆大專棒球錦標
賽的紀錄本上，仍使用傳承自日本的紀錄習
慣，體育用品公司出版印行的制式表格上仍
原封不動的使用日文，這點倒是挺有趣的。
一邊清潔一邊看著比賽雙方的得分紀錄，往
下一看，哇，這局打得令人扼腕，都三壘安
打了，結果殘壘收場。還看到一場友誼賽，
咱們成功大學的棒球隊，被日本的上武大學
在第一局上半場攻下3分後，就雙雙掛零到
結束，真是一場守得辛苦的比賽。

另一個有趣的是點名簿，看到當時的評
分標準，不禁失笑。不進取、敷衍、任意談
笑、不熱心……喔喔～通通要扣分。以前的
體育老師也要管教學生的道德教育呢！反觀
現在，用這樣的理由扣學生分數大概會引起
大抗議吧？不過也發現，有的老師分數給得
很甜呀！

平凡日常的平凡事。典藏志工不只做清
潔的工作，也會做很多其他的工作。是一群
默默在庫房中安靜做事、一點一點累積成果
的平凡工作者。我們，一直都在。

下次有什麼有趣的內容再跟大家分享
吧～

典藏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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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的「客家
老生活」特展
文　黃玉晴／成大客家社指導老師

感謝博物館的邀稿，讓客家社有這機
會可以表達謝意! 作為國內第一所大學博物
館，此次成博的客家特展，為後來的相關文
化展覽開創了很好的先例，以下分享此次展
後回饋的成果。

一、帶動認識文化的熱潮
客家特展將本校定位為承接雲嘉南、開

啟南六堆客家學子的中心樞紐，藉由博物館
展覽，讓師生和民眾可以了解到鄰近各區的
客家文化特色，也讓大家理解未來客家同學
來到台南就讀時，也能尊重其獨特的文化。

特展期間，感謝志工朋友們為了介紹此
次的詔安客家，非常多位報名參加文化導覽
培訓，竭能為到館的參觀者介紹，甚至後來
的志工參訪，也選擇到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認
識客家，最近的台中一日客庄探索，更是半
日內便一台車結團，顯見在成大校園內，已
經帶動諸位願意認識客家文化的熱潮了。

成博之友

二、喚起其他單位的重視
客家特展雖然已在今年八月底順利結

束，藉由多方媒體的報導，還有許多單位的
參觀，受到了各方好評。目前嘉藥大學已經
邀請本展於12月前往其圖書館9樓展出，同
樣為期兩個月。另外花東地區也相當有興
趣，那裡是台灣客家族群的二次移民，花東
縱谷沿線都是客庄，玉里的客家生活館，已
在明年三月邀請前往展出，池上的客家文化
園區正在接洽中，很高興此次展覽拋磚引
玉，喚起其他單位也一同來重視客家文化。

三、推動成大客社的貢獻
成大客家社為成大學生所自發組成的社

團，平時學習客語，每年全校性的客家週活
動，即有社團成果展演，去年曾在成功廳演
出。今年在博物館的動態文化展演，獲得許
多來賓共鳴，台中摘星山莊為詔安客家的老
宅，邀請成大客家社學生前去做客語導覽，
學校行為醫學所的研究計畫也邀請客家社的
學生協助客語翻譯，欣見因為此次的展現，
讓客家社學生也能夠為社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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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節圍爐
吃出健康
文　蔡淑芳／ 週三分隊志工

又到了年底圍爐聚餐的時候，大家開始
準備許多年菜，如何選擇食材與合宜的烹調
方法以製備出健康又美味的年菜，提供幾項
建議供大家參考：

• 選擇當季食材：當季食材又新鮮、
好吃且農藥少、價格也便宜。

• 選擇當地食材：選擇低里程數的食
材，即選用本國及在地的農漁牧產
品，可達節能減碳的目的。

• 選擇原型食物：即少用加工處理及
含添加物的食品，如吃火鍋時以各
類肉片與新鮮水產品，同時用最簡
單的烹調法如涮一下即可食用，以
保留食物原來的樣貌與營養成分。

• 選擇低油食物：如將食材中可見脂
肪如肥肉、雞皮等去除；而肉湯冷
藏後，去除上層的油脂，亦可減少
油脂的量。

• 選擇合宜烹調法：盡量使用蒸、
煮、烤、涮、滷、涼拌、紅燒等低
油烹調法。

• 選擇省油鍋具：如使用不沾鍋、烤
箱、微波爐等鍋具，節省烹調用
油。

• 選擇天然調味料與沾料：選用蔥、
薑、蒜、辣椒、香菜、檸檬葉、檸
檬汁、九層塔、香茅、胡椒等天然
食材，沾料中還可加白蘿蔔泥、各
種醋等，少用蛋黃醬、花生醬等油
脂含量高的調味醬。

• 選擇少油火鍋湯底：以昆布柴魚或

志工園地

蔬菜鍋當湯底，加入大量蔬菜、豆
腐，這時可多喝湯，之後再加各類
海鮮及肉類，此時高湯富含普林及
油脂，宜適量食用，尤其是有痛
風及高血壓、高血脂者更應淺嚐。
高血糖者應注意少吃根莖類如南  
瓜、玉米、芋頭等含澱粉高的食
材，宜多食用葉菜類與菇類。

以下提供兩道少油清蒸美味料理食譜與
大家分享：

芋香蒸排骨

1. 小排骨以醬油與糖拌勻，並加入蔥
段、薑片、蒜頭一起醃漬至少2~3
小時，也可前一天晚上醃漬更入
味。

2. 深盤下放切滾刀塊的芋頭或地瓜或
南瓜，上放醃漬好的排骨(可裹少許
太白粉)，外鍋放2杯水蒸熟即可 (如
吃辣者，可再加入辣椒段) 。

菇菇蒸鮭魚

1. 新鮮鮭魚(稍抹一點鹽)放在深盤，
下面墊豆腐。

2. 鮭魚上放各種菇類(香菇、杏鮑菇、
美白菇、金針菇、洋菇等隨個人喜
愛放入)、並放入洋蔥、胡蘿蔔、木
耳、青蔥、薑片等食材，再淋上調
味汁(少許醬油、糖、香油、胡椒粉
等)，放入電鍋中，外鍋放一杯水蒸
熟即可。



07/07、07/09        成大客家週手作工坊

08/06、10/08、10/02       科學咖啡館講座

08/22         2020志工大會

08/30、12/28        志工戶外教育訓練

09/04         綠建築志工台達電參訪

09/14、10/12、11/04       幹部會議

11/11         成大89周年校慶繞場

10/12         《英才之路研究篇》展導覽培訓

10/16         《英才之路研究篇》展開幕

11/02         《城東有成》展導覽培訓

11/16、11/29、11/30、12/06      城東有成講座

11/26         《英才之路研究篇》展工作坊

11/24、12/01、12/22       編輯會議

志
工
活
動



線上導覽預約：http://museum.ncku.edu.tw/files/87-1025-560.php

網站：http://museum.ncku.edu.tw　｜　聯絡電話：06-2757575 #63020　｜　Email：em63020@email.ncku.edu.tw

701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成功校區
週二至週日上午10:00至下午5:00
（每週一及春節休館）

http://museum.ncku.edu.tw/p/423-1008-560.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