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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海資週暨歡喜小遊龍

成果結報 

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系學會  

協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活動日期：海資週 105 年 4 月 25 日-105 年 4 月 29 日  

歡喜小遊龍 105 年 4 月 9、10、23、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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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前－準備 

為了迎接為期一個禮拜的海資週，以及四天共八梯的歡

喜小遊龍小朋友們，我們在 2015 年 10 月開始動工。  

小遊龍方面，為了迎合時代的變遷及環保概念，今年創

新的使用線上報名的系統，因為為初次嘗試，所以也特別謹

慎，還分配了大夥們前往高雄各地國小宣傳，所幸報名一如

往常的爆滿，顯示我們備受期待，需要更用心認真準備。 

  海資週方面，今年我們來勢洶洶，擴大經營，首次由同學

自已設計商品販賣，並創立粉絲專頁，大力宣傳及舉辦各種

宣傳活動，在學校掀起一陣海資旋風！ 

從確定手上的幹部名單開始，25 位幹部並肩奮鬥，固定

開會、檢視每一組的工作進度、討論、定案……等。每組組

長各司其職，引導著下面的組員，在活動前，全體工作人員

把所有流程跑過一次，確認流程檢討缺失，仔細的確認活動

裡的每個環節。歷時半年的準備，2016 小遊龍之嘿呦嘿呦

夏海囉，我們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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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 

部 

名  

單 

總召集人 楊聽與 

副召集人 許瀞文 

行政長 鄭琦 黃羿臻 

活動長 黃孟翔 蔡均培 

公關長 蕭婷宇 高世豪 

美宣長 李志謙 

生活長 張鴻檄 

總務長 張淳詠 

產銷長 施涵薰 莊明修 

課程長 洪欣筠 陳雍曄 

場器組長 王志瑋 

專題組長 陳雍曄 黃羿臻 蔡均培 

活體組長 吳睿致 

標展組長 戴宏穎 徐嘉壕 

海貝組長 蔡維安 顧家瑜 

標製組長 蔡羽恩 方舜儀 

透明魚組長 何延玲 姚怡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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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名冊 

小遊龍 20 人 

<106 級> 

林子群 

<107 級> 

高敬翔、賴佳瑜、蘇渝婷、謝育程、王灝澂、鄭洛凡、 

徐銘從 

<108 級> 

阮柏睿、劉昱盈、陳泓維、徐國瑋、郭育宏、林岳陽、 

李承霖、陳姿吟、劉芃汝、李沂庭、陳妍蓁、祁芷羚 

透明魚 14 人 

<106 級> 

陳昭廷、蔡明修、張耀中 

<107 級> 

王鈞榕、李卓軒、趙叔謙、何武勳、袁海鑌、王瑞祺、 

陳昱安、王顥澂 

<108 級> 

林樸仁、林莉蓁、洪振維、陳文祥、黃亮融、林冠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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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 6 人 

<106 級> 

楊添勝 

<107 級> 

簡紹婷、徐銘從 

活體 14 人 

<107 級> 

王奉萱、蕭菀謙、張溥洵、黃怡嘉、林立軒、許庭瑋、陳瑩

甄、謝育程 

<108 級> 

李昕懋、柯叡澤、林承葳、陳奕臻、陳文祥、高寘昕 

標展 11 人 

<107 級> 

許慎言、張耘誌、徐銘從、林佑詮 

<108 級> 

周鴻昀、林樸仁、吳承泰、梁卓景、吳澤寬、郭原廷、 

林承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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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0 人 

<107 級> 

王顥澂、林宥廷、趙叔謙、鄭洛凡 

<108 級> 

黃政穎、郭蕙瑄、洪振維、梁盛鈞、李宛儒、梁卓景 

海貝 12 人 

<107 級> 

王瑞祺、許慎言、林立軒、陳昱安、林佑詮  

<108 級> 

高寘昕、林莉蓁、郭蕙瑄、吳澤寬、詹東霖、郭原廷、 

黃政穎 

標製 14 人 

<107 級> 

王奉萱、林宥廷、顧郁珩、王鈞榕、何武勳、張溥洵、 

陳瑩甄、黃怡嘉 

<108 級> 

李宛儒、林冠仲、柯叡澤、諶彥汝、黃亮融、陳奕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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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小遊龍-開幕式 幫助海龜 

  隨著太陽冉冉升起，活動的序幕也被逐漸拉開，我們準備

迎接來參觀龍宮的小小探險家們。 

   這次我們的小遊龍，不同以往地，加入了活動包裝主題-

浦島太郎，讓整個活動串成一段故事。 

  開幕式由活動長們扮演〝浦島太美〞及海龜先生，由情境

劇的方式，告訴小朋友們海洋受到汙染，迫切需要幫助，帶

領小朋友們進入故事中，並同時介紹海底勇士們(隊輔哥哥姊

姊們)，由海底勇士帶領他們開始這趟旅程。 

  這次活動我們以故事性的方式，讓小朋友們能更快速地融

入活動中，並增加許多趣味性，算是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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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龍宮城－課程 

鯰魚博士－陳雍曄、洪欣筠 

在籌備此次課程時，我們希望能以簡單明瞭且有趣的方式，向小

朋友傳達海洋的相關知識 ，過程中我們思考了很多，從主題的決定

到故事的籌畫.....等，且最重要的是如何抓住小朋友的心， 讓他們專

注於課程當中，不會因此感到無聊乏味。 

最後，經過一連串的討論，我們決定突破以往單純以在台上講解

簡報的方式， 而以授課結合演戲的方式將課程內容呈現給小朋友。

由於是第一次採取此方式，因此在準備的過程中碰到了許多從前未曾

遇到的問題 ，如劇情的規劃，劇本的設計...等。雖然在過程中耗費

了不少心力，不過我也因此獲益良多，除了在製作簡報技巧上的進步

外，也試著 以小朋友的思考觀點來決定講解內容及方式，每一次與

夥伴的討論，都令我有茅塞頓開之感。 

最後感謝所有參與課程的夥伴，因為你們，課程 才能順利完成，

也謝謝小遊龍所有工作人員，因為你們，讓活動完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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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的靈感－海貝 

藝術家水母姊妹－蔡維安、顧家瑜 

海貝組的事前準備期為一個半月，從將海藻乾燥到製作筆筒到完

成，時間不算常但也不短。過程中有很多人的幫忙，有學弟妹跟 106

級的同學們，有些本來就是海貝組的組員，有些則是義務來幫忙的人，

非常感謝所有人，大家都盡力為整個活動而努力，除了感謝也很感

動。 

一個營隊的完成需依靠團隊的每個人加入，在這些準備的過程中，

雖然辛苦但也讓整個團隊更加團結，認識原本不熟悉的人，也更了解

本來認識的同學，發現更多不同的彼此。 而到了營期間，由於每個

組員都身兼二職，因此分配組員跟協調工作就變成我們最主要的工

作。 

期間大家都很配合，也都很盡責，讓活動進行的很順利，我們也

嘗試讓所有組員都進行講解，得到的效果很棒，不管是害羞的還是大

膽的都講得很好。整個營隊的過程為我們帶來很多很棒的回憶，不只

是小朋友給的回饋，還有海貝組員及組長之間的良好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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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寶寶換新衣－標製 

螃蟹工廠廠長－蔡羽恩、方舜儀 

這次在小遊龍擔任標製組長一職，讓我了解到除了在大計畫的安

排上須注重程序、各組間的整合之外，在小計畫的安排上有更多需注

意的細節。因為要讓一個活動順利進行，必須要看到很多面向，所以

說組內成員們的合作以及溝通更是不可少。為了辦一個好活動，除了

過程順利外要讓來參加的所有人都感到開心也是很重要的。 

  起初我們訂了一個和現在主題完全不同的題目，但在蒐集魚體標

本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非預期中的困難。主要遇到的困難有標本大小

不符、飼養成本高、色澤難以保存、數量不夠等等，經過討論後決定

修改主題為螃蟹，聽取其他建議與進行討論後，最終才決定題目為「蟹

拓」。而取得螃蟹的背甲也是一段不容易的路程，在取得螃蟹的過程

中會遇到螃蟹換殼導致不夠殼硬、較脆弱之蟹殼亦與其他殼碰撞而碎

裂等問題，經過挑選與試做後更發現並非所有背甲都能拓出好看的花

樣。雖然遇到很多預料外的困難，卻總是能在討論過後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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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圖書館－專題 

圖書館館長－黃羿臻、蔡均培、陳雍曄 

雖然這並不是我們第一次參與專題組，但在跟組員討論不同於以

往的海洋主題時，依然還是會遇到與以往相同的問題，如題目能不能

吸引小朋友們、專題組員的各位要如何呈現給小朋友，以及海報要如

何設計的簡單明瞭，都是需解決的問題。 

然而，以往的經驗提供了我們方向，將海洋知識以簡單又生動的

方法教導給小朋友們，因此，我們專題組今年也是廣受好評，能將平

時較少接觸到的海洋知識傳授給小朋友們。能看到他們有熱烈的反應，

實在十分令人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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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龍宮港口－活體 

藍環章魚船長－吳睿致 

活動舉行之前的籌畫，大家設立目標，一起想我們活體組到底要

帶給小朋友甚麼樣的體驗，努力地去實現，準備器材，訓練學弟妹們

成為一個專業的講解者，最重要的活體捕撈，如何在對生物造成最小

傷害的捕撈，同時也給同組的組員一個概念，捕捉是為了教育小朋友

才捕捉，而不是單純好玩，到了活動當天，看著大一學弟妹的的努力

還有小朋友們認真地學習的模樣，尤其是他們驚呼的時候還有開心地

大笑時，讓我們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這個活動不只能讓小朋友對於海洋環境保護有更多的認識，也能

讓海資系的同學們學習如何去籌辦一個活動，增加大家的經驗，而我

也從中學習了許多，待人處事的方式，辦活動的技巧，以前都是讓學

長姐們帶，我只需要負責學習，但今天當上了學長姊，要取思考如何

把我之前所學的東西，傳給學弟妹們，讓他們理解，學跟教真的是兩

門完全不同的學問，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員，也感謝系辦和老師們的協

助，讓活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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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博物館－標展 

博物館館長-徐嘉壕、戴宏穎 

這次小遊龍的活動有賴大家的全心投入才能有這麼完美的結束，

一開始標展組的進度讓大家相當擔心，一度落後其餘組別相當多，但

另一位組長非常用心，多次將組員集合起來，加緊練習，最終我們標

展組也如期完成目標，透過簡單的解說，生動的講解，將一些基礎的

標本知識帶給每一位來參加小遊龍的小朋友，過程中雖然不是那麼順

遂，但依舊將有關於海洋的知識傳承下去，看著每個孩子臉上的笑容

以及收穫滿滿的回憶走出系館，讓我深刻覺得辛苦都是值得的，只要

我們還有機會，就一定會繼續將這份熱情延續下去。 

最後，謝謝標展組的所有成員，有了你們的配合，這次營隊才可

以順利落幕，也謝謝全體工作人員，沒有你們就沒有小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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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破壞海洋的兇手－大地遊戲 

今年的大地遊戲承續前兩年進行方式，但我們使用了創

新的方法詮釋，以及設計了新的遊戲，大地遊戲也利用故事

性使小朋友認知到海洋保育的重要性。 

三個關卡分別是魚爺爺尋找小吻仔魚、尋找寄居蟹的家

以及幫助肚子痛的抹香鯨，動用全體工作人員一同與小朋友

玩樂，並在活動進行中強調傷害環境的原因，加深小朋友的

記憶。 

一個關卡傳遞一個保育觀念，讓小朋友在參加活動後，

不只認識了海洋生物，也學會保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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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宮城的傳說－守護魚翅環保劇 

環保劇是小遊龍的重頭戲，對剛升大學的大一新生來說，

製作出一個讓小朋友有共鳴的戲劇並不容易，大二小遊龍從

頭開始訓練大一說話、動作、舞台基礎等等眾多細節，並且

花了很多時間練習及修改。 

小遊龍環保劇在活動開始之前即會前往數間國小進行宣

傳，而特別的一點是，在宣傳完之後必須修改劇本以免小朋

友在參加時看見同樣的劇情而了無新意，這對大一來說無疑

又是另一項挑戰。 

利用小朋友熟悉的卡通人物來進行故事的敘說，使他們

體會到魚鰭對鯊魚的重要性，並且傳遞給他們身邊的家人朋

友，一起保護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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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真相－結業式 

 小探險家們在龍宮裡探險了半天，終於到了離別的時刻。 

  這次的小遊龍是一場探險故事，而結業式正是這場探險的最後篇章。

結業式由龍宮公主、海龜先生及浦島太美主演，將小朋友整天所學統

整，傳遞給小朋友們海洋環保意識，這正是我們活動的一大目的呢！ 

  最後，就是發紀念品的時間了，每個小隊輪流上台領取，並同時和

陪伴自己整天的大哥哥大姊姊們，來個大合照，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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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海資週 

 系週是往往各系推廣自己，或者傳達某些理念的時刻。以往的海資

常與海生館合作販賣海洋周邊商品，但今年的我們想來些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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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到有的商品 

今年海資週我們利用了系上的設計人才，創作了許多海洋文創商

品，每一項商品設計師都花了許多心思、設計、調查大眾市場、製作

廠商、都是從無到有，每個商品都是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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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的宣傳手法 

4 月 25~29 日為海資週的日期，但我想中山的朋友們應該更早

些就已經耳聞海資週了。 

 精心挑選的海資系顏質人才所拍攝出令人臉紅心跳的宣傳照、以

及配合時下韓劇拍攝出的擬韓劇全韓文宣傳影片，利用中山大學在山

上機車遍佈的優勢，設計行動廣告－車宣，加上抽獎等優惠活動，風

靡了中山大學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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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觀又美味的食物 

今年海資週的食物，經過產銷長的蒐集的眾多資料，以及多次的

開會討論，最終決定是眾多口味的法國吐司以及美麗的果汁汽水。 

產銷組跑遍眾多食品商店，比較各商品的價格，以最實惠又美味

的價格購入食品原料，舉行多次的試作，並製作 SOP 每一個工作人

員都能清楚了解海資週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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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本柱商品透明魚 

  最後，還有我們海資的本柱商品【透明魚】，這是一種透過藥劑技

術將魚的肉變為透明，需要花許多時間加上各種不同的藥劑反覆處理

才能完成。 

這項呈現生物的另一面美貌的標本藝術，一直以來都是鎮系之寶，

而我們更用力的宣傳，使我們的技術被更多人看見，透明魚標本的美

麗也越來越多人欣賞，展現我們專業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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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海資週圓滿收工 

2016 海資週在短短一禮拜內，帶來可觀的收入，還讓全校更認

識了海資，為中山大學的系週建立了一個新的標竿。 

然而在這期間，全系一齊同心協力，輪流排班顧攤位，想盡花招

來吸引客人，延續兩個禮拜的小遊龍、又緊接著一個禮拜的海資週，

都是在全系鍥而不捨的努力還有一直燃燒著的熱情，才能有如此豐碩

且飽受好評的的成果。 

然而，在所有成果之上的、是各位同學為系週的付出貢獻，和其

間所培養的感情，那才是最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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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幹部 

總召集人－楊聽與 

  回憶起半年前，大家在系版上的投票結果。「維~還真別鬧了。」

同學們投票出來的總召居然是我，雖然參與了幾乎系上所有的活動，

但是呢，是第一次當幹部，還是總召！其實，一開始是想逃避的 ，

畢竟當時的氛圍大家對活動是不太熱情的，躊躇猶豫不決之間，還好

有幾個朋友的鼓勵我，我才正式接下任務-於是 2016 海資週的工作

正式開跑了。 

  活動初步，尋找幹部。很感謝副召以及大家的幫忙，都很樂意的接

下職位，這也讓我們添增了不少信心。 

  籌備活動期間，我們嘗試加入了許多不同以往的元素，雖然這些嘗

試也造成了一些摩擦及不愉快，但是大家的出發點都是為了活動能更

好，因此我們花了更大量的時間與心思，開了無數次的會議，及私下

不停的討論，將問題迎刃而解，完成了這次的活動。 

  這次的活動我要感謝系辦、老師們、辛苦的學弟妹們，以及！！海

資１０６最強的幹部們，我們又共同完成了一次的活動。參與這次的

活動我也感到十分榮幸和感動，活動除了讓小朋友和學弟妹玩得開心

之外，我們自己班級的感情，也有增進，這才是我當初所期望的。 

  最後再次謝謝大家，２０１６海資週 下台一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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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召集人－許瀞文 

 

這次在小遊龍活動裡擔任副召的職務，讓我學到很多人與人之間

到溝通，身為一個副召沒有什麼特別一定要負責的工作，但一旦組長

組員間發生意見不合時，就需要幫忙調解，從活動準備期間到活動正

式開始避免和化解各種衝突的發生，還有時時注意各組進度，協助總

召處理大大小小的事，一起聯絡海生館、海洋局和拉贊助，從中學習

到很多。  

這是一個跨三個年級一起參與的活動，最開心的是班上同學的凝

聚力，班上同學一同舉辦完一個活動，而且是成功順利的，或許中間

有不少問題發生，但我們都成長了，學會處理問題、調解紛爭還有認

識學弟妹和他們培養感情很棒!!!!希望大家都玩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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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長－黃孟翔 

 

擔任歡喜小遊龍的活動長肯定是我人生中相當自豪的一件事，從

上大學以來，就對於主持帶氣氛、舉辦活動(ex;包含營隊、例行....)

相當感興趣。 

在小遊龍開辦之時，總召聽與找了我希望能擔任這次整個短期營

隊的活動長， 一同共襄盛舉這個有意義的活動。而我也在當下立馬

答應了他，希望能盡自己最大力量，幫忙整個系上，幫忙整個營隊的

運作。以前有過擔任活動長的經驗，也有參加、舉辦過類似的大大小

小活動，所以在擔任活動長的期間，做起事情來算是駕輕就熟。 

到了營隊開始之際，更是了解到自己對於整個營隊的使命感。看

著每個小朋友在離開之時臉上的不捨與微笑，更了解大家一同付出的

所有，能得到的不僅僅是辦活動的經驗、營隊之餘的利潤，更多的是

看到每個參加這個活動的人，所感受到的快樂，那才是最可貴的。  

活動前大家的籌備，更是學習到整合與溝通各方面的經驗技巧，

了解地團隊的意義及分工合作的重要性。而這些都無法從教授、書本

上學習而來，只有親自去體會去嘗試，才能真實地學習到課堂之外的

知識。  

能擔任這次活動的活動長，我感到非常的榮耀，也覺得自己很幸

運能多一份別人所沒有的特別經驗。也期勉未來的學弟妹能把這個對

於海洋環保、生態永續的理念傳達下去，繼續把這個有意義的活動舉

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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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長－蔡均培 

 

這次擔任 2016 小遊龍活動長讓我成長了許多，我的夥伴是很有

想法的孟翔，我們兩個在這次小遊龍都有一個共同的期望，要讓我們

的小遊龍和以往的都不一樣。 

小遊龍是一個流傳很久、規格很明確的活動，要讓這樣穩定的活

動變得不一樣，我們花了很多心思，將整個活動變成一個故事、想新

遊戲、想新方法，由於小遊龍每年都回響熱烈，梯次也越辦越多梯，

今年就辦了兩個周末共 8 梯的小遊龍，我們試著讓這八梯的小遊龍有

些許的不同，不只給小朋友，也給工作人員不同的感受，希望他們不

會因為一直做一樣的事情而感到厭倦，而是會期待接下來還會發生甚

麼不一樣的事，所以我們在很多小細節都花了比以往更多的時間準

備。 

一個活動要辦到完美是不可能的，今年小遊龍也出了很多狀況，

大家也有過紛爭，但最後留下的只有大家一起努力的過程，我認為，

享受參與這個活動，在活動期間玩得開心，自動能夠影響他人，我們

是今年小遊龍的大家長，我們所營造出來的氣氛，真真實實的會對學

弟妹們造成影響，讓他們對活動、對小朋友、對我們，都會有不一樣

的態度，每辦一次活動就覺得自己和大家又成長了一次。 

這是與 106 級一起辦的最後一個活動，我很珍惜這個讓大家能再

聚在一起努力的機會，很謝謝我有一群好同學，能夠接受我們想東想

西，也願意陪我們一起花時間完成這個不一樣的小遊龍、不一樣的海

資週。  



 

28 

行政－鄭琦、黃羿臻 

   

擔任小遊龍的行政，讓我接觸到一個很不同的領域。由於小遊龍的報

名資料龐大且繁瑣，我們今年又使用了新的報名方式，處理起來因為

沒有經驗所以常常出錯。還好都不是大問題，也有伙伴們的幫助，一

切都順利。 

行政這個職務也讓我練習了與長輩溝通的能力，能解釋到讓家長

們清楚明白真的不容易，也常常會有不同的家長問一樣的問題，但還

好他們都願意讓小朋友來參加，讓我們有機會可以告訴小朋友愛護環

境、愛護海洋的重要。 

很喜歡這個活動，雖然前置作業很多，大家都很辛苦，但我們最

想看到的莫過於默默在小朋友心裡發芽的環保意識，以及小朋友開心

的笑臉了。 

 

公關長－蕭婷宇、高世豪 

 

首先很榮幸能擔任 2016 年歡喜小遊龍活動的公關職務，參與了

活動先前的準備，而準備的過程包括了企劃書的構想，金費的籌措，

以及先前的開會討論。 

在開會過程中互相的切磋討論、磨合與精進。都是為了讓活動的

內容有趣，學習課程充實，確保活動過程進行的流暢。在清楚地了解

活動流程後，能在活動中能適時給予必要支援，同時也能更進入狀況。

在每位幹部的努力下以及大家的用心參與，使我們組成了堅強的團隊，

也使活動最終圓滿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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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宣長－李志謙 

 

從大一開始當小隊輔，到大二的協助辦活動，到大三成為了幹部

群，期間種種的轉變讓人覺得時間飛逝。雖然已有參加小遊龍兩次的

經驗，但幹部職務仍無法得心應手。先是初次接觸的電腦繪圖軟體，

光是繪圖時握筆的感覺都要從頭開始，色調、比例、構圖也都花了長

時間準備。 

工作過程從設計海報到設計名牌，電腦繪圖技巧也增進不少，雖

然曾經想放棄，但最後也都如期完成，真是可喜可賀。 

 

生活長－張鴻檄 

 

此次小遊龍活動我所擔任的職務是生活長，主要負責活動期間的

飲食方面，另外還要負責學員與工人活動期間的保險承辦的部分。 

這些活動與往年都大同小異，所以說要有什麼收穫應該就是得到

些處理活動的經驗吧，還有就是藉此次活動能有機會跟與我們年齡層

離較遠的學弟妹們處的較熟些。 

最後我覺得幹部之間的配合真的很重要，此關乎整個活動進行的

流暢性。感謝此次有機會擔任幹部增長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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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張淳詠 

 

接續前一個經驗，再次接下系上活動的總務角色。 

不同於海生營，一起參與活動討論的人更多了，更有一個班級為

活動付出的感覺，但也因為這樣的關係需要更多討論去完成所想要的

成果。 

因為各個組別的支持與努力，不枉費家長報名的苦心與給予的援

助，讓來參加的國小學童體驗勞作活動和學習海洋知識，參與活動的

同學與學弟妹的交集也變得更多，自己本身也能增加活動經驗，凝結

系上的感情，雖然是個勞心勞力的活動，但背後所能得到的啟發是無

法估算的。 

謝謝所有參與人員給予的協助，讓整個活動很平安且有盈餘的結

束。 

 

產銷長－施涵薰、莊明修 

 

在本次活動中發現自己作東西出來賣東西不單單只是一個簡單

的動作，而是要計劃、評估、調查、試做、宣傳、設計、排班、以及

處理各種突發事件，充分了解到光是簡單賣個東西就一堆問題，就好

像那些創業人士要面臨五花八門的問題，但也因為有了這次的經驗，

發現任何一個活動都需要經過縝密的思考與判斷，我相信只要能夠記

住這次活動成功的關鍵和錯誤的檢討，下次我們能夠再辦出更好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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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器長－王志瑋 

每次小遊龍都有新的體認，小朋友活潑可愛，

讓我做事很有動力，雖說我接觸小朋友的機會不多，

但總能看到小朋友因為活動而開心大笑，這讓我心

裡也感到很溫暖。 

這次活動我負責架設門口招待處的布置，搬運，

各項器材的準備、確認及檢查，以及備用器材的準

備及支援等等，沒事之餘也跟著小隊到處跑，學習

及複習新舊知識，獲益良多。 

 

 

 

透明魚組長－何延玲、姚怡筠 
 

我們這一組需要弄滿多東西，從撿魚、裝培養皿和瓶子花了 6 個

月的時間，感到滿麻煩複雜，因為有空時間就觀看透明魚有沒有變，

還有之後弄好透明魚時要花滿多時間不停裝進瓶子裡，但也有收穫，

就大概知道製造透明魚的方法，而且從這個機會認識很多學弟妹，也

可以在裝飾時聊聊天，令人不會無聊，但以後不太想用果凍蠟，因為

味道聞得有點臭。 

當透明魚組員時沒想到會這麼複雜，弄小遊龍跟海資週時雖然一

直去擺攤，但比起弄透明魚輕鬆很多，而且我們看到自己裝飾的物品

賣出去時都很高興，雖然準備期間滿辛苦，但我認為當透明魚組長滿

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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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後－感謝 

  籌畫半年的海資週系列活動，在 2016 年 4 月 29 號告一個段

落。 

在此，我們要特別感謝一些沒有參與活動，但卻在背後默默支持

我們的人。感謝羅文增、溫志宏、林秀瑾、劉商隱及廖志中老師的指

導與關心。感謝系所辦公室提供了我們資源、諮詢及協助。另外，感

謝高雄市海洋局和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林幸洳專員，對海資週提供的

贊助，讓我們更有辦法辦好這個活動。 

最後，辛苦了，參與海資週的每個人，我們大功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