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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三季活動

08/11　幹部成長營
08/22~23　2016 年綠建築講師回訓
09/05　紅樓開放式庫房講座
09/08　志工幹部代表與館長聚會
09/12　新聞稿寫作講座

插畫 / 小櫻桃

館務會議修正志工服務要點：

「每週至少依所屬分隊服勤一次 3.5 小時，無法值班需事先請假，以便分隊長協調值班人力。
全年服勤最低時數為 98 小時，全年服勤滿 140 小時，頒給〈服務獎〉；全年服勤滿 300 小時，
頒給〈服務熱忱獎〉。」詳細內容另行公布。

成博志工大會於 2016 年 6 月 25 日
在綠色魔法學校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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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虎藏龍
—撐起一片天

文　郭美芳 /助理研究員

座落在校門口中心軸線最佳位置的成
大博物館，卻未引起同學的注意、或教職員
工在開幕激情過後的再參與，孤伶伶的站在
醒目的位置。首位館長思索如何定位，看著
每天來去生活的校園內充滿各種容顏的老建
築，滿佈各種姿態、千紅萬紫、綠蔭盎然的
植物，躲藏著各種活力旺盛的蟲魚鳥獸，因
而定義坐擁這些寶藏的自己是座「校園環境
博物館」（類生態博物館）。但是人力單薄
的成博，如何把廣佈在校園中的元素、物件，
納進自己定義的範疇中？借用的力量即是博
物館一百多位的志工，透過他們一次又一
次、明確而堅定的對外賓、訪客、專業者的
詮釋與導覽，以及宣揚成博的理念，縱使對
這些場域、元素沒有統轄權，大學博物館的
特色終於清晰地被定義出來。

正式成立後的成博，支援通識中心講授
博物館學導論的課程，也是主要功能之一，
讓百人的學生群體參觀成博與校園生態古
蹟，讓學生瞭解校園文化資產與博物館的特
色，每次動用 7-8 位志工協助導覽的課程，
也成為每學期授課的重點。志工的專業成為
課程最重要的支撐力量。尤其今年 104 學年

度第二學期，在通識主任希望修課學生有實
質成果的建議下，調整課程內容，讓學生於
期末時提出成果展覽。為了讓學生看到別人
的優點、領悟自己的不足，我們於學期末公
開評圖時，延請 10 位志工擔任評委，來自
各行各業的他們歷經近十載的培訓與實際演
練，身經百戰，建立起他們對博物館的專業，
變成了這些學生最重要的指導與建議。這樣
大陣仗的過程，不僅讓學生感覺他們的成果
充分被重視，更在公開評圖的過程中領悟缺
失、感受特色。

博物館組織中的正式專業人員不再是博
物館唯一的執行核心，志工、社區族群代表、
博物館之友等，與專業人員形成一種工作伙
伴（partnership）的關係，是生態博物館
（Eco-museum）營運的特質之一；即博
物館的志工雖然不是正式的員工，卻是博物
館組織的關係人，他們應該被定義在博物館
的組織中，他們的功勞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當博物館不再侷限自己的組織成員，善用志
工人員，大學博物館的功能可以更廣、更大。

活動支援

10 位志工一字排開協助評圖的壯觀
場面，不僅讓學生感覺他們的成果
被重視，更在過程中學習到他人的
優點與自己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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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一寶
—王英傑大哥

文　高淑慧 / 週三分隊志工

王英傑大哥和我值班的時間一樣是週
三下午，幾年下來，雖然互動機會不多，但
在某些方面卻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
「研究」及「好學」精神，只要館方因新展
覽有培訓課程時，幾乎都可看到他的身影，
若不克參加，則在下次值勤時，一定看得到
他在找人請教，且到展場實際了解情況，以
充實其自身的導覽內容。身為導覽員他不但
認真找資料而且非常盡責。在值勤時間內，
只要館方要求的他都來者不拒。即使未事先
預約，而提出臨時解說要求時，他也盡力滿
足訪客的需求，令人佩服不已。

王大哥學的是機械工程，過去一直在台
糖糖業研究所上班，於民國 89 年退休時職
位是十三職等儀器中心主任，所學所做的完
全是「科學人」的事，與人文領域一點都沾
不上邊。但退休後接受市政府培訓，成為文
化及古蹟解說員。除成博之外，也擔任國立
台灣文學館的導覽工作，退休前後的反差是
相當大的。面對新領域需重新學習及探索，
其困難度可想而知。但王大哥駕輕就熟並樂
在其中，其過程可從兩方面來說明︰

1. 改變的契機︰據聞他退休前有北部朋
友來訪，王大哥盡地主之誼陪友人參訪台南
古蹟，但當時對古蹟的歷史及文物等卻無法
給予起碼的介紹，而受到朋友揶揄︰「身為
台南人竟不知台南事」，因此汗顏不已，此
後開始注意相關的訊息，甚至退休後立即加
入文化志工的行列至今未曾間斷。

2. 學習新領域知識的方法︰除認真參加
研習實地參觀外，上網搜尋相關資料也是必
要的，一有疑問馬上找人解惑，甚至會騎車
到現場觀察、測量做田野調查或訪問耆老以
追求真相。更可貴的是一旦獲得自認為不錯
的資訊，就會影印出來與同好分享，因為知
識的傳承比獨享更重要呢！就是如此好學好
問，王大哥的導覽可說是日益精進哪 !

還有一事值得效法，王大哥雖已經 70
多歲，但身體頗為硬朗，腳步沉穩且柔軟度
極佳，他自年輕時起就運動不懈，而且重視
基礎功，除太極拳外也學過氣功。所以到現
在出拳的力道仍不可小覷。每日運動做基礎
功，已成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總之，王英傑大哥可說是「活到老、學
到老」、「要活就要動」的最佳典範。

我們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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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博志工大會報導

文　郭義玲 /週五分隊志工

坐在崇華廳，看著陸陸續續進場參加大
會的志工，心中有股莫名的熱血與感動！

週六的上午應該是悠閒的時光，成大
博物館的夥伴們主動、熱忱的參與。協助簽
到的同仁更是比我們早到佈置會場，大隊長
和主持人應該也是提前多次彩排，才能讓這
一次的志工大會流程理性、溫馨且流暢地進
行。

本次參加志工大會的主要目的是票選分
隊長。說實在的：分隊長是一份吃力不討好
的工作，我很佩服和景仰願意站出來擔任這
份責任的志工，因為在佈達館方規範與志工
權益之間如何取得雙贏，需要高度的 EQ 和
溝通能力。

頒發年度服務時數獎勵也是一個令人鼓
舞的時刻，你會看到平常在群組裡及時支援
導覽的志工的廬山真面目，年度 140 小時、
300 小時與服務滿十年，這個獎項是一份模
範也是一份感恩，感謝有您們！

陳政宏館長、展覽組顧盼老師及推廣
組吳奕芳老師的蒞臨，更帶來很大的鼓勵。
顧盼老師分享：策劃一個展，是需要各方支
持與努力的，志工們應多參加培訓課程，讓
展覽能發揮更大的效益，同時也能學習與成
長！吳奕芳老師則在參與志工大會之前，早
就多次熱心參與過志工幹部會議與成博情緣
的編輯會議了。

志工大會

大隊長在致詞時也提醒我們，真的要很
感謝勝裕，他常常默默的幫我們把許多困難
和提議，盡心解決好，卻總是輕描淡寫地回
答：「好了，處理好了，沒問題！」例如：
制服、自強活動、值班問題、線上研習報
名 ....... 這些因為志工人數眾多而繁雜的小
問題，真多虧了他的耐心與看重，再次感謝
勝裕！

會議當中志工們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議，
尤其是導覽 MSGT 空中花園的安全問題。志
工們站在參觀者的角度，討論、思考安全而
不敗興的兩全辦法；還有暑假夏令營的活動，
這也是我的親朋好友每年所期待的。不過，
聽過大隊長的說明才知道辦一個營隊，主策
劃人壓力很大，從主題的設定、場地、志工
人力調配、資料的收集、課程的內容安排，
以及團隊的溝通與參與者的反應 ...... 都是必
須考量的因素。這讓我感恩：我的小孩之前
能參與前 2 屆的營隊，真是幸運！

這次的年度報告很不一樣，陳大隊長俊
禮老師，將一整年度的活動，運用電腦影音
軟體，編輯串連成一部輕鬆高質感的影片，
配上台灣本土民謠，令我們留下深刻的印
象。當場有不少志工央求開課傳授技巧，讓
我感覺成博的志工們，真的是一群孜孜不倦
的好夥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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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進行式

文　王慶勛 /週六分隊志工

欣聞此次教職員的特展是關於最新科技
3D 列印及標靶藥物的研究成果展現，基於
好奇特別參加 6 月 6 日的研習課程。

機械工程研究所方晶晶教授是第一位提
出和醫學院合作與對話的老師。經過整整兩
年的時間，找出如何運用 3D 列印的工程技
術，提升外科手術的精準度，縮短手術時間，
降低併發症和手術風險。此次在成大博物館
展場，就可看到他們研究的成果—「電腦輔
助手術計劃」及「客製化輔助設計」的模型。

方教授針對每個個案「量身打造」，因
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有自己的骨
骼拼圖且無可取代。透過方教授的軟體運算
與研發，3D 列印技術恰巧可配合達成，提
供醫學上的協助，也代表醫師對求診患者的
用心。目前服務個案已橫跨國內外 15 家醫
學中心及數家診所。

安南醫院和成大機械系合作，以 3D 列
印技術，幫身體「換零件」複製出等比例的
模型，較傳統以 X 光片製模更快速精準，在
不少病例中都協助醫師完美地執行手術。

3D 列印是目前很夯的科技，技術的突

研習分享

破及多元材料的應用，不僅造福人類，更及
於其他動物。近日在報紙中看到一則報導，
有獸醫藉 3D 列印技術，幫助丹頂鶴換上一
副鈦合金嘴喙，讓鳥兒得以順利自行進食，
讓人覺得既驚奇又欣慰。

謝達斌教授親手繪製素描細胞圖，整合
奈米科技與分子生物學的專業，讓普羅大眾
得以想像並了解微觀世界。展場內也提供奈
米醫學儀器及研究成果模型。例如「自動化
細胞動態紀錄儀」、「基因橡皮擦」，幫助
參觀者理解如何對基因進行密碼編輯，三股
DNA 模型以奈米 (10 億分之一米 ) 為單位
呈現。

謝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與加拿大、澳洲
學者在癌症與抗藥性機制也獲得極大成功，
受到國際上高度肯定並榮登 JDR Nature 雜
誌。在產學合作上更有亮眼表現，技轉的新
創製藥公司成功的上市上櫃，進入臨床三
期，期待能協助學術、產業和我國人才培育
的全面提升。從展示的各式儀器、模型教具
及藝術創作上來看，更讓人忍不住讚嘆謝教
授的多才多藝，真是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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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上的芳蹤
—我看貝殼展

文　吳嘉玟 /週四分隊長

貝殼，從小到海邊時，總會留意她的身
影，及至長大，只要去到海邊，也會尋找她
的芳蹤。她那迷人的身影，總會深深的吸引
住別人的目光，而她也是寄居蟹暫時的家。
此次的貝殼展，大家一定不相信我也是幕後
推手之一喔！因為展覽中的貝殼，被放在一
個個的紙盒中，而那些紙盒就是我們一群志
工所做的，而我剛好也是其中之一，哈哈。

2016.06.03 貝殼展揭幕典禮，介紹了
捐贈者高木忠先生與促成者陳金雄校長。高
木忠先生是成大機械系校友，他敘述了收集
過程與捐贈心情，將他珍藏 20 年，千餘件
的貝殼捐給成大，供教學、研究及展覽之
用﹔並提供 100 萬元作為相關保養維護及教
學研究事務等經費。他的高亮情節，令人敬
佩，吸引了他的老友陳金雄校長 ( 曾經是成
大中文系教授及主任秘書 )，積極促成此樁
美事。並題了一首詩 木幹聳高懷，忠心珍貝
殼；學研百萬捐，友善師生樂 。短短一首五

言絕句，就道盡了所有情事，真不愧為中文
系教授，令人折服。陳校長當場吟唱此詩，
博得滿堂喝采。

師父領進門，修行看個人。成博貝殼
展、教職員收藏展開幕典禮完成後，捐贈者
高校友隨即帶著我們前往展覽室，為我們導
覽。雖然稱不上“萬”頭鑽動，但也由於不
大的展覽空間，一下子擠進了數十人，卻也
“人”頭鑽動。他敘述貝殼的收集過程，彷
彿說故事般的精彩。從他的眼神與神情中，
可以看得到滿足與喜悅之情。由於當日人潮
眾多，不及細看，我只得另尋他日再前去觀
展。

進入展間，首先看到的是“聽海”這
個主題，之後映入眼簾的滿是色彩亮麗的貝
殼，收藏之豐令人嘆為觀止。而且由於當天
僅我一人獨享整個空間，於是我輕輕閉上雙
眼，靜下心來，讓整個思緒隨著海流，穿過
貝殼，感受著這場瑰麗的盛宴，真是賞心悅
目啊！貝殼展不僅好看，又能長知識︰原來
常見的蝸牛居然也是貝殼，因為我一直存有
的錯誤觀念就是，貝殼只在海洋中才看得到；
又或烏賊、章魚也是貝類，只是牠的殼是長
在身體裡面而非外面而已。因此建議尚未參
觀此貝殼展的夥伴們，應該把握近水樓台之
便，好好的前去探尋一下貝殼的芳蹤。

展覽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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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志工向前行

文　何添財 /週五分隊志工

每個星期五早上九點多，美香就會說 : 早
一點出門免得塞車。週五是我們去成博的志工
日。本來在 100 年召募志工時，她就要我一
起來受訓，因為時間無法配合，只好作罷。後
來 103 年再度召募志工時，當時已屆退休時
間充裕，立馬報名。經過一連串的受訓、實
習、驗證，終於正式成為博物館志工，內心無
比喜悅。在綠色魔法學校值勤，最主要工作是 :
接受預約或臨時導覽的服務，介紹綠建築的概
念及綠魔特色。在值班過程中當然會出現一些
令人印象深刻的事，記得有一次有家長進館就
問 : 這是綠色魔法學校嗎 ? 何時招生 ? 要招多
少人 ? 哈哈 ! 這裡稱為綠色魔法學校，主要是
綠建築研究、展示、教育、推廣，不是一般學
校哦 !! 某次在導覽後，有人問 : 既然綠建築這
麼這麼棒，為什麼不普及 ? 能夠像鄭崇華先生
這樣，認知綠建築的重要而且身體力行，並大
力贊助者，真的太少了 ! 所幸經過這幾年的推
廣，及某些單位的贊助、執行已經改善很多
了。介紹綠建築的優點，就是我們在這裡當志
工講解很重要的使命。

莊正峰大哥，是週五分隊的領頭羊，不
僅學識豐富、談吐風趣，同時也通過館內常設

展、校園古蹟、校園生態、MSGT 等導覽認證，
只要館方需要支援導覽，他就是最佳救援投
手，這種為公服務的風範，是我們效法學習的
典範。

趙佩珍小姐，是 MSGT 導覽的大台柱，
只要有需要就會主動支援，聽佩珍導覽，好像
在聽故事一樣，內容豐富、生動有趣，她的服
務態度跟好學精神令人欽佩。

蔡淑蘭老師跟胡台玲老師，是我在臺史
博時就認識的好朋友，再度於此相遇著實高
興。她們在校園生態裡所投入的心力，讓我們
這些門外漢得以一窺校園生態的豐富與美麗，
能跟她們一起學習，是人生非常快樂的事。

蔡肅姐的志工生活多采多姿，從她的言
談中，讓我們覺得從事志工服務，是件既充實
又快樂的事。

吳秀月大姐，是五下分隊的，她的生活
經驗豐富，熟悉各種養生之道，更樂於分享一
些法律常識。

最後，更要感謝，讓我有機會進來認識
這麼棒的團隊，這麼多好的夥伴，我的家人美
香，謝謝妳 !! 人生有妳真好。

快樂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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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志業初體驗

文　周金雀 / 週日分隊志工

我於 2013 年 12 月 14 日參加新進志工
培訓，課程內容共三天，從成大初印象、古
早鎖具展、校園變遷、台灣省立工學院、台
灣老生活、校園生態、印象蘇雪林、航空先
驅、校園古蹟、教職員研究蒐藏品，到衛戍
病院、綠色魔法學校等，課程內容非常豐富
多樣。

很感謝成大博物館黃勝裕先生為新進志
工舉辦一系列的教育訓練，更要感謝張幸真
老師、郭美芳老師等在課程上的分享。而博
物館的志工群更是人才濟濟，能聽到他們的
示範導覽實在受益匪淺。

台南是台灣的文化古都，早期的發展皆
從台南開始。明朝時期，鄭成功擊退荷蘭人
後將台南訂為台灣首府。清朝時期，台南孔
廟更是全台首學。成功大學，台灣名列前茅
的學校，早在日據時期就成立了，其前身為
台灣總督府台南高等工業學校。而以實作精
神著稱的成大畢業生在全球大放異彩，因為
成大校友不忘初衷、懷著感恩的心以及懂得
團隊合作的精神就是他們的優點。從日治時
期、美援時期，為培育台灣的工業發展、經
濟起飛，到開發中國家的人才需求，成大校
友一直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成大博物館就是

展示成大校史與相關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展
覽空間。志工隊成立的時間雖不到十年，卻
是成大校園內最龐大的志工隊。

在進入成博志工隊的同年，我也到高雄
美術館擔任展場志工。開幕至今已 22 週年
的高美館，志工隊人數多達 1000 多位。相
較之下其制度相對完善。例如︰值班時會供
應一餐﹔訓練上需先完成一天職前訓練，及
至少每半年一場城市講堂的研習﹔由於展場
空調是恆溫 22 度，故必須穿著美術館所提
供的外套，外加黑長褲或過膝長裙、穿著包
鞋等基本服儀。

不同型態的展覽，能吸引各種面向的
藝術同好來追求美的新知、並接受藝術的陶
冶。高美館及成大博物館各有不同的特色，
我很幸運能成為兩方的文化志工，享受每一
場人文、歷史、藝術的心靈饗宴。

在工作的空檔，能參與志工培訓，成為
志工隊的一員，深感榮幸。儘管時間有限，
但在成大博物館一直有如沐春風的感覺，能
不斷接受文化素養的洗禮及薰陶是我最大的
收穫。當然我也期許自己，假以時日能更游
刃有餘地擔任導覽的工作。感恩 !

志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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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胃清蔬
—清涼一夏

文　翟三亞 /週四分隊志工

素材營養 :

●白蘿蔔 : 白蘿蔔是一種低熱量的食物，它含有
大量的維他命 C ﹑ B1 ﹑ B2，纖維素和微量的
鈣、磷、鐵等元素。此外 蘿蔔含有雙鏈核糖核
酸能誘導人體產生干擾素，增強人體免疫力。
●紅蘿蔔 : 紅蘿蔔富含維生素 B1、B2、C、D、
E、K 及葉酸，還有鈣質、胡蘿蔔素、食物纖維
等有益人體健康的成分。多吃紅蘿蔔不但能提
高人體免疫力，而且可以改善眼睛疲勞、貧血
等現象。還具平衡血壓、幫助血液循環、淨化
血液、促進新陳代謝、強化肝臟機能及清理腸
胃的功用，是最天然的綜合維他命丸。
●小黃瓜 : 小黃瓜可生吃、熟食，醃製醬瓜均
可，在夏天可降暑氣。同時含有豐富的鉀鹽，
維他命 A，糖類 B 鈣、磷、鐵、硒是人體不可
少的營養物質。

志工園地

材料 : 
白蘿蔔 ( 半條 )、紅蘿蔔 ( 半條 )、小
黃瓜 ( 酌量 )、香菜、蔥、蒜、麻油、
薄鹽醬油、烏醋、砂糖

做法 : 

1. 首先將白蘿蔔洗淨後切絲抓鹽去水
2. 紅蘿蔔洗淨切絲抓鹽去水
3. 小黃瓜洗淨切絲
4. 香菜切小段、蔥切花、蒜切碎粒
5. 加入適量麻油，薄鹽醬油、烏醋
6. 最後加入少許砂糖，將其拌勻即
可。( 如果喜歡辣味，亦可加入辣油
或辣醬風味更佳，調味料以個人喜好
為主增減 )，即完成清涼、開胃、高
纖、養生之夏季小菜。

涼拌三絲



104 年服勤滿 300 小時以上志工

王寶琴、趙佩珍、吳震東、胡台玲、沈秋華、
陳惠美、廖克健、陳俊禮、許美香

獎勵績優志工：

分隊長選舉結果：

週二施季芬、週三吳震東、週四吳嘉玟、
週五莊正峰、週六陳國華、週日陳淑梅。

成功大學博物館 105 年志工大會

104 年服勤滿 140 小時以上志工

莊正峰、何添財、唐明俊、林世榮、蔡文瑛、郭文元、
蔡淑蘭、鍾隆星、陳柏宏、林美玉、謝淑卿、周明輝、
張浚欽、王潤豪、林金燕、辛美英、施鳯蘭、張乃彰、
吳秀月、吳嘉玟、黃南銘、黃純美、李麗華、邱豐吉、
林素美、陳淑梅、黃素秋、呂貴美、簡廷聿、莊鳳娥、
黃守江、劉瑞玫、陳美燕、林玲姬、黃朝政、葉惠珠、
林永全、陳麗卿、曾美華、周金雀、洪素玉、張碧英、
王英傑、黃淑珠、林義文、陳淑芳

服務滿 10 年志工

胡台玲、廖克健、吳震東、高淑慧、劉正華、
吳美人、陳東炎、葉惠珠、陳惠美、黃淑珠、
王美珍、李進財、翁鳳琴、黃明美

「成薄情緣」投稿獎

王琴喨、張乃彰、王寶琴、張浚欽、吳震東、莊正峰、
呂貴美、許美香、沈秋華、郭文元、周明輝、陳麗卿、
林世榮、葉惠珠、林永全、廖克健、洪素玉、劉瑞玫、
胡台玲、蔡文瑛、苗海梅、鍾隆星、徐敬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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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物以季刊發行，長期邀稿（600~800 字），附照片（檔案 3MB以上），內容輕鬆活潑
為佳。編輯群有裁決刊登及修改權力，每季截稿日後之稿件，延至下期刊登。
投稿信箱：nckumeditor@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