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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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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贊助單位：高雄市玉皇宮、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活動日期：海資週 103 年 4 月 7 日-102 年 4 月 11 日 

歡喜小遊龍 103 年 4 月 19、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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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前-準備> 

為了迎接為期一個禮拜的海資週，以及兩天共四梯的歡喜小遊龍的

小朋友們，我們在 2013年 10月開始動工。 

從確定手上的幹部名單開始，23位幹部並肩奮鬥，固定開會、檢

視每個禮拜的工作進度、討論、定案……等。其中比較特殊的情況是，

小遊龍在開放報名的第一天早上就報名額滿，這意謂著家長和小朋友

們對小遊龍的期待很高，於是幹部們更加把勁把活動辦到最好。每個

組別的組長各司其職，引導著下面的組員，在歡喜小遊龍前一個週末，

大家到學校把所有流程跑過一次，找哪裡有缺失，就這樣，我們一起

努力到最後一刻，仔細的確認活動裡的每個環節、場地布置。 

歷時半年的準備，2014歡喜小遊龍之海是魚你在一起，我們準備

好了! 



4 
 

<2014歡喜小遊龍-小小開幕式> 

  八點到半點開開始報到，但還沒有八點，就有家長帶著興奮的小朋

友前來報到了! 

  今年的歡喜小遊龍，沒有像往年一樣有正式的開幕式，一方面考慮

到海洋局的長官們要特地前來，還有系上教授們的時間，另一方面則

是考慮到小孩子活動時間安排上的問題，因此把隆重的開幕式省去。

在兩位充滿活力的活動長帶領下，舉行一個簡單的小小開幕式，讓小

朋友認識將要陪伴他們半天的隊輔大哥哥大姐姐們。 

  雖然沒有正式的開幕式，但高雄市海洋局的黃金聲組長仍然特地前

來，參與我們第一梯的活動，待到最後的結業式，真的非常感謝黃組

長一路上對海資週和歡喜小遊龍的支持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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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歡喜小遊龍-課程> 

講師:王凱澤、郭庭妤 

本次課程有別於以往較為單純的海洋物種或生態系的介紹，選擇的

題目是稍生硬的科學觀察方法論。   

在課程的邏輯安排上花費了許多心力，除了要思考該如何利用架構

來簡化理解程序，同時也大量使用圖例、型態剪影、體驗遊戲和許多

實作來加強小朋友們對課程的深刻度，期待多元的媒體素材可以方法

論較易於吸收。 

 

 

 

 

 

 

 

 

 

 

 



6 
 

<2014歡喜小遊龍-標製> 

講師:胡雅瑜 張宇揚 賈皓中 陳若瑀 

 今年標製較早開始準備，因此有別以往作風，試做了許多不一樣的東

西，一開始初步決定要做螃蟹標本，並以果凍蠟的方式封存，但在採

買螃蟹過程中，因為成本過高，在加上時季限制不易取得，因此最後

討論結果改以蝦子取代。蝦子在取得過程中不但零成本(因為都是撿

漁民不要的死蝦)，而且量多，符合環保的概念。也因為有事前泡過

酒精及福馬林等前置作業去除腥味，因此當小朋友在做的過程不會聞

到異味不舒服，也不會害怕，且製作過程間單方便，是一項我認為很

棒的標本製作。也因為這次事前準備工作時間長，讓我學到時間的規

劃有助於活動的進行。很感謝這次有機會可以擔任標製組長，是一個

全新的體驗，讓我可以獨立思考並且改良以往比較不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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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歡喜小遊龍-海貝> 

講師:鄭佳怡 黃子庭 張柏逸 許皓華 江柏揚 

  這次的海貝主題是相框。利用漂流至岸邊的海藻和平常食用剩下的

蛤蜊殼，廢物利用，並著以顏料，讓小朋友發揮想像力及創造力，製

作出屬於自己的環保相框，同時具有收藏的價值。 

這一次的海貝前置作業有點複雜，需要大量的人力，犧牲了不少的

時間，但在這過程中海貝也變得越來越團結也很有向心力，即使組長

沒有下令要做什麼，大家也會自動自發，真的讓人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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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歡喜小遊龍-專題> 

講師:陸浩文 張柏逸 翁士勛 溫士瀚 高世豪 朱曉童 湯家榮 

  今年的專題題目有冰海精靈、海豚、黑鮪魚、永續漁業發展，針對

冰海精靈、海豚和黑鮪的外型、構造、生態棲地基本介紹，及永續漁

業漁法基本概念以及魚類食材挑選法則，讓小朋友了解永續重要性，

並從簡單的食材挑選減少非環保漁法。 

專題組主要內容是要針對一個主題做深入介紹，呈現的方式則是以

海報輔助口頭解說，因此準備內容除了解說所需要的備稿及試講外還

多了海報設計。而組長的工作為聯繫各位講師及排班，還要輔導各位

新生講師的培訓，其中包含海報設計、解說技巧、肢體語言等等，教

導他們用個人風格設計出海報及解說，而非一昧地加入自己的意見，

這是我在這次活動中所學習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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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歡喜小遊龍-活體> 

講師: 陳昱嘉 韓尚融 鄭俊杰 蔡宜庭 林玉婷 武宣廷 賈皓中  

徐維駿 陳若瑀 張鴻檄 黃暐竣 戴宏穎 施涵薰 白世中 

活體組今年展出非常特別的物種-獅子魚!除此之外還有雀鯛、海膽、

陽隧足、海參、寄居蟹。其中，因為獅子魚比較常看到的地方都是在

水族館或海生館，加上牠的長相奇特，因此小朋友對獅子魚特別感興

趣呢! 

活體是活生生呈現在小朋友的面前，所以能讓他們印象深刻。這次

活體展出相對於以往不同很多的生物，所以讓他們更加驚艷。因為好

奇所以小朋友們都會想伸手去摸具有危險的獅子魚，讓我們很緊張， 

嗯，魚缸想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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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歡喜小遊龍-標展> 

講師:陳泓偉 梁馨喻 江柏揚 楊聽與 許嘉壕 陳雍曄 吳柏寬  

吳俊弘 李越 洪欣筠 

每一年的小遊龍都有標展講解活動，內容大同小異缺乏新意，然而

這次擔任組長，理當希望能夠有點突破與創新。我們首先對講解內容

重新審視，加入較新的資訊也更新陳舊甚至有誤的內容，其次個展室

櫃負責組員也製作了講稿，方便往後內容的增減或修改。在講解點的

安排上也有所更動，平衡了各櫃的內容與時間，這樣一來，舒緩了時

間壓力讓講師不會急忙帶過，相對的小朋友也可以有穩定的步調慢慢

聽這些標本的故事，期望走馬看花的狀況在這樣的修正後可以有一定

程度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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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歡喜小遊龍-大地遊戲> 

  大地遊戲，也是今年新加入的一個元素，考量到小朋友大部分的時

間都在聽講，沒有起身活動，於是我們加入了大也遊戲，讓小朋友們

可以到室外伸展一下筋骨，並能夠藉由遊戲培養彼此之間的感情，使

彼此更認識。 

  我們設計了三個關卡，聽音辨位、前線救援和超級比一比，三個小

遊戲都是需要小隊員之間互相幫助才能順利完成的關卡，希望小朋友

學習到團隊默契和精神，一起合作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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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歡喜小遊龍-環保劇> 

演員:小隊輔們 

從小朋友熟悉的卡通角色出發，使他們加深劇情印象，藉由日常生

活的題材，漸進式的帶入海洋中有垃圾的主題，並以生動搞笑的表演

方式，讓小朋友了解不能亂丟垃圾，要一起努力去保護海洋。最後輔

以一句”小朋友我們要保護海洋喔!!!”做為結尾。期望小朋友能帶

著保護海洋的心回家，並去影響學校的同學、家長，使海洋保護的想

法散佈至你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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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歡喜小遊龍-結業> 

半天的活動要結束囉!每一隊小朋友輪流上台領自己的結業証書、

小禮物、還有今天自己親自動手製作的海貝相框和蝦子標本，和自己

的隊輔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照相，帶著愉快的心情回家囉!期待明年還

能看到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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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工作人員篇> 

副召 

我覺得小遊龍活動對於海洋基本教育而言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藉

由海資系的資源、學生的知識背景，可以教導國小小朋友正確的海洋

知識，並提倡環保議題，令小朋友不會到海邊亂抓生物或污染海洋等。 

很多家長反應小遊龍活動的梯次太少了，名額馬上被搶光，但礙於經

費不足的緣故沒有辦法在把梯次增加，是不是上級或是系上可以給我

們更多資源來辦這個活動?這次活動幹部們四處辛苦向外拉贊助，又

要擔心超過預算。雖然辛苦但是得到小朋友與家長們的熱烈迴響覺得

辛苦都是值得的。 

行政 

活動一開始，我們要跟國小的學務主任接洽關於到校宣傳的事宜，

從中我們學習到如何和他人應對的技巧。在報名的過程中，因為這個

活動很熱門，報名人數一下就爆滿，所以之後常常接到家長的電話，

抱怨他們的小孩沒有報上。除此之外，也要回答家長們的問題，並與

他們溝通協調。這些意料之外的狀況，我們必須想辦法解決，盡可能

有一個讓大家都滿意的結果。這也都是處理事情的一種訓練。另外，

因為報名人數有上百人，資料量非常的龐大，所以我們必須學會如何

有效率的彙整資料。雖然行政工作很忙碌，但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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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 

今年想要爭取的贊助都遇到了一些小插曲，但是也學到了很多應對

進退的技巧，也學習編寫活動的企畫書，總而言之是個很棒的經驗! 

美宣 

每個活動都需要有一個美宣，美宣是第一眼最直接的呈現，甚至攸

關整個活動的精緻度，但不論美或不美，每件作品都有我們自己獨特

的想法，想帶給大家我們所想像的、所冀望的世界。也許大家只是瞥

過一眼，但我們希望這一眼是盡我們所能，能帶給觀眾愉悅的心情，

提供最歡樂的氣氛。不論是隨身的名牌、證書、布幕、海報都是我們

用心花時間所設計的，也幸虧有大家，美宣組才得以順利完成，很謝

謝大家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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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 

此次海資周對於整個產銷團隊都是新的挑戰，因為是之前未曾有

過的經驗，這次我們從成本估計,訂出售價到準備食材都只能靠自己

推估，活動期間所有相關產品的販售及食物的準備都靠著不光是產銷

團隊還有整個前來參與的海資系同學才得以完成。活動不是單人便可

以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個團隊，一個

需要合作才能完成的概念。雖然很累

但很充實，每天吃飽飽。 

場器 

場器需要在活動前借好教室與器具，以確保活動當天有場地可用，

對我來說是個挑戰，我常常忘記東忘記西，但很高興這次活動教室都

有借到活動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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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這次小遊龍辦得還算成功，大一幾乎都有來幫忙和參予， 大二也

都全程參予，希望往後的小遊龍也能都這樣，讓這個活動聲名大噪， 

推廣我們的系。但身為生活長，想提醒大家，大家都亂拿糖果，都不

懂得開源節流，領便當都很沒秩序，第一天就算了，第二天還是有很

多人不先找我登記就拿，希望能改進，也希望之後的生活長也能開源

節流，不要訂太貴的便當。 

透明魚 

透明魚因為浸泡藥劑需要作用時間，因此從開始製作到完成用了 5

個多月的時間，比其他組提前開始準備，需要耐心和細心，算是對我

很大的一項挑戰。另外，因為藥品取得的不易和廢液處理的問題讓我

知道化學藥劑對環境的影響很大，處理起來也是非常的耗費時間和金

錢，因此在使用藥品時應能省則省，不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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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 

在這次海資週中，各位組長為了給小朋友們有許多的收穫，精心設

計由小朋友們親自製作的作品，或者是收集。準備傳授給他們各式各

樣的海洋知識，感覺總務這個職位相較之下輕鬆許多。 在這次活動

由於贊助資金較於缺乏，在嘗試各樣作品或是購買材料上也較綁手綁

腳，從中體驗到大人們那種在重要時刻缺錢周轉的無奈感。最後，經

由這次活動學到許多經驗與體驗了當一位幹部會面臨到的問題，因此

很高興能參與這次的海資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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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後-感謝> 

2014歡喜小遊龍之海是魚你在一起，讓大家手忙腳亂了將近半年，

終於在 2014年 4月 20日畫下完美的句點。 

謝謝大家，各位幹部們，有大家的幫忙，活動才能順利結束，雖然

我們好像沒有特別強大，雖然過程中多少有摸擦，可是，看到家長們

和小孩們的回饋，就覺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另外，也謝謝海資系

杜昌益老師、廖志中老師、邱素芬老師以及羅文增老師，還有高雄市

海洋局黃金聲組長對海資週提供的贊助。 

真正辛苦的，不僅僅是這兩天跑來跑去的小隊輔們，還有為了這兩

天，而從去年十月開始準備到前一刻的每個大家。 

謝謝你們的付出，辛苦大家了!因為有你們，才有 2014海資週、歡

喜小遊龍-海是魚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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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名單> 

總召集人 温婉伶 

副召集人 張宇揚 

行政長 鄭依真 劉妍玉 

公關長 方韻筑 胡雅瑜 

總務長 陳建彣 

網宣長 曾怡蓁 

課程長 王凱澤 

生活長 吳育瑋 

小遊龍組長 張淮仲 蘇耀德 

美宣組長 徐維駿 

產銷組長 曾令偉 蘇上耀 

專題組長                蕭翔允 

標製組長 胡雅瑜 

海貝組長 鄭佳怡 郭又維 

活體組長               許東琦 

標展組長 王凱澤 

 透明魚組長 洪梓芳 黃繼霆 

場器組長 鄭宇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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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名冊> 

小遊龍 17人 

<05級> 

古雅竺 許皓華 簡瑞慶 莊沛哲 秦義登 

<06級> 

男隊輔: 林子群 蔡羽恩 李志謙 黃毅熙 黃孟翔 張耀中 

女隊輔: 蔡維安 許瀞文 方舜儀 鄭琦 蔡均培 顧家瑜 

美宣 21人 

<05級> 

林婉璇 羅綉瀅 武宣廷 古雅竺 許皓華 簡瑞慶 莊沛哲 秦義登 

<06級> 

姚怡筠 林子群 蔡羽恩 李志謙 黃毅熙 黃孟翔 張耀中 蔡維安  

許瀞文 方舜儀 鄭琦 蔡均培 顧家瑜 

產銷 16人 

<05級>  

韓尚融 陳泓瑋 郭庭妤 羅綉瑩 林婉璇 黃子庭 梁馨喻 

<06級> 

蔡明修 潘子歡 許嘉壕 洪翊竼 黃孟翔 方舜儀 吳俊弘  

洪欣筠 何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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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9人 

<05級> 

陸浩文 張柏逸 翁士勛 溫士瀚 

<06級> 

高世豪 朱曉童 黃羿臻 洪翊竼 湯家榮 

標製 10人 

<05級> 

郭庭妤 陳若瑀 賈皓中 翁士勛 

<06級> 

吳睿致 洪欣筠 陳雍曄 楊添勝 黃羿臻 曾璽廷 

海貝 13人 

<05級> 

秦義登 劉嘉瑋 許皓華 江柏揚 黃子庭 蔡宜庭 張柏逸 

<06級> 

王智瑋 楊聽與 朱曉童 王炫力 黃暐竣 吳柏寬 

活體 14人 

<05級> 

陳昱嘉 韓尚融 鄭俊杰 蔡宜庭 林玉婷 武宣廷 賈皓中 陳若瑀 

<06級> 



24 
 

王智瑋 張鴻檄 黃暐竣 戴宏穎 施涵薰 白世中 

標展 11人 

<05級> 

陳泓瑋 梁馨喻 江柏楊 

<06級> 

楊聽與 陳雍曄 吳柏寬 張予晴 吳俊弘 李越 許嘉壕 蔡逢根 

洪欣筠 

透明魚 13人 

<05級>  

林玉婷 

<06級> 

何延玲 蔡逢根 李志謙 曾璽廷 王炫力 戴宏穎 潘子歡 張予晴  

顧家瑜 高世豪 楊添勝 蔡明修 

場器 9人 

<05級> 

陳昱嘉 陸浩文 鄭俊杰 

<06級> 

湯家榮 李越 吳睿致 張鴻檄 姚怡筠 白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