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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撰寫： 

 ‧2008年1月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 

  仲夏夜之夢英文讀本，191頁 

  仲夏夜之夢教師手冊，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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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5日接受寰宇廣播電台「閱讀新世界」
節目專訪，談莎士比亞教學。 

‧2008年大學聯考期間，「大學博覽會」亦介紹聯
合報的專訪，以便吸引更多優秀青年學子，選擇
交大就讀。 

‧2009年4月17日，交大研發處補助，出席美國ACTC
國際會議發表專題「Teaching Western 
Classical Works in Taiwan」 

‧2009年5月4日受邀前往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
教學卓越計畫通識講座，主講「交大學生與莎士
比亞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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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長： 

‧2008年4月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 

  夜裡盪鞦韆的男人，311頁，本書承蒙 

     作家、台大外文系教授王文興推薦 

     前聯合副刊主任、師大國文系教授陳義芝推薦 

     台灣商務印書館總編輯方鵬程為本書寫序「豐
沛生活的倒影與反思」 

‧交大外文系學生林力敏獲得校外(林榮三文學獎)
及(懷恩文學獎)後，於2008年11月11日致謝函(見
附件)，該生曾選修過「英語語言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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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導學生，參加校內外英文寫作比賽、英語
演講比賽分別得到兩個冠軍及一個第三名，三封
謝函請(見附件)： 

 ‧資工系方佑華同學，交大耀真盃英語演講比賽冠
軍。 

 ‧管科系王藝樺同學，全國大專院校僑生英語演講
比賽冠軍。 

 ‧Nancy love2u2_98@hotmail.com,LTRC英文作文
比賽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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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欣賞 
以下為光電系6位同學於「莎士比亞」通識課程，
期末戲劇表演，以外景攝製為呈現。 

這6位同學的戲劇表演心得報告，見附件。 

剪輯成3至4分鐘的長度(原為20多分鐘的演出) 。 

學生演員都是男生，因此有人反串演出。 

藉由學生的音樂，美術繪圖，戲劇作品與心得報
告，呈現出他們對人文與藝術的啟發與創意。 

之後，在Q & A的時間裡，很樂意回答各位老師的
指教與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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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Music(1) 
 電控系 9222018 謝凱丞 

 

 At the start of Act 2 scene 1 , Oberon and Titania have an 
argument over who should have that cute child as their 
follower , Titania refuses to meet Oberon halfway , which 
makes Oberon decide to revenge that insult . That is, 
Titania falls in love with a ass-head (Bottom).  We all know 
that sometimes a person who finishes a revenge may feel a 
bit empty and repentant , Oberon did so , moreover , he 
starts feeling sorry for Titania because it’s so stupid for her 
to fall in love with a stupid ass-hea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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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Music(1) 
  In the end, Oberon decides to forgive Titania and is 

going to wake her up. This song is actually performed 
when Oberon is going to remove the charm effect from 
Titania’s eyes, and he’s going to wake her up then try to 
reconcile with her. You can notice that this song is a 
soft music and with very gentle melody, which can 
also show how much love Oberon has for Titania. As 
we can see they finally forgive each other and become a 
happy couple again (happy ending), so now let’s enjoy 
this music, it’s a remix ver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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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Music(2) 
 工管系  9233021 陳淳鈺 

Sundial Dream 
 In fact, I decided to play Mendelssohn’s work about 
Midsummer Night's Dream at first. 
 When I started to practice the Mendelssohn's work, I 
felt that I had not put enough emotion into the song.  

     Finally, I sensed that something wrong. I was lacking 
of passion while I played the piano because the song was 
not reflecting my feeling! It is however Mendelssohn's 
emotion for Midsummer Night's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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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Music(2) 
 When I wondered which song I should play for you guys, 

I suddenly remembered a scene from the video  

    of Midsummer Night's Dream. It is that Bottom looks 
at a statue which is like the most beautiful fairy Queen  

    Titania. From Bottom’s eyes, we can know that he never 
forgets Tit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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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Music(2) 
 Meanwhile, Bottom's feeling is on my mind. And I 

thought about a beautiful song "Sundial Dream”. This 
song is composed by a blind pianist Kevin Kern. 
Whenever I listen to this song, all the lovely things 
happened in my life in the past will come to my mind 
again. For Bottom, Titania is the most beauteous 
woman in his life. So I think this song can reflect the  

    Bottom’s mind. 
 Hope you like this s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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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ma(1) 
電物系 9321051  陳思因 
    我從來沒有想過合作可以是如此的愉快，而
成果又是這麼令人滿意且充滿回味。在此我想分
享我們整個準備的過程，提供大家參考。 
前奏：受到老師的兩個小故事的啟發-don’t 
choose stage.讓我想要好好的轟轟烈烈做一個很
棒的成品。 
首先：我們花了幾個小時討論劇情要怎麼走。並
且想到，當初莎翁是因為有劇中劇、有精靈王國，
使得整齣戲有張力，有看頭。我們就反過來問自
己，我們的劇中應該掺入哪些不一樣的東西，可
以使得整齣戲高迭起? 14 



學生心得報告—Drama(1) 
再者:劇情大綱討論出來後，每個人就按照自己擅
長的分工。有人寫劇本台詞，有人做power point，
有人準備地燈 ，好人卡、剪輯音樂。都是自己選
的，不強迫。 
接著:討論出大家都可以出來彩排的時間，及預定
好schedule。整個準備過程大約三個禮拜，零零
星星都有彩排，瘋狂排戲是最後一個禮拜，每天
都排到三更半夜(其實是因為晚上有課所以很晚開
始)。彩排過程中，一定還會有需要改的地方，修
一些台詞、動作、找音樂，大家有力出力，有笑
話出笑話，有idea出idea，基本上在嘻笑之中，
點子最多。(還有一天要去竹湖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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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ma(1) 
最後:組員們都很貼心，常常排練很累了，就會發
現桌上有百事可樂可以喝，mm巧克力、麻糬可以
吃。每次說要排練我都很開心。 
表演當天:我們3:20就集合做最後一次的排演，摩
拳擦掌準備在各位同學面前表演。表演結束時，
我發自內心地覺得很開心，我知道我們都盡了全
力，暫且不論反應如何，我已心滿意足。 

16 



學生心得報告—Drama(2) 
 生科系 9228041 劉劭康 
 我是第一組drama的puck~! 
    非常高興有機會參與drama的演出，讓愛演(礙眼)的
我有機會在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年留下深刻的記憶。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這個舞台劇最美的地方在於我們
的準備過程，正如思因所述，我們真的下了不少的功夫。 
    其實我很感謝和我同組的同學，不管早上8點或是晚
上10點大家有不辭勞苦的到綜一103排練，還要到竹湖取
外景...。大家都很棒，一下子就培養出默契， 還
會帶點食物飲料和大家分享，只可惜這是我們的
第一場戲也是最後一次合作。從今以後，莎士比亞對
我而言的最深的印象就是和大家一起同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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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ma(3) 
應化系  9225046 鍾幸芸 

  很感謝老師給我們這次的表演機會，從不知道
哪一次上課老師叫我們要好好把握上台的機會，
我在心裡就覺得這次要好好來弄。 

  我發現恩因和劭康都滿有文學氣息。我覺得很
難得的是，同組的大家都有說不出的默契。彼此
很快都有共識。而且大家都有很好的表現。這次
的工程真的是少一個都不行。大家的點子搭配起
來真的都有說不出的巧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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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ma(3) 
     對了在此也感謝我室友小馬，他幫我弄出那
段小叮噹的日語對話，我大學四年也許就演這麼
一次，不過也是最開心最難忘的一次。 
    當然，也要謝謝沈老師賣力的教學。表演的
靈感也來自於對原作了解的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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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1) 
 資財系 9544010 林欣怡 

                          在仲夏夜之夢中，精靈世                   
界的弄臣PUCK扮演了關鍵 

                          性的角色。愛惡作劇的他， 

                          將BOTTOM的頭變成了驢頭， 

                       又陰錯陽差的將本來要塗在
DEMETRIUS眼皮上的三色堇 

                        花汁塗到了LYSANDER的眼皮 

                       讓劇中本來就複雜的男女關 

係變的更加撲朔迷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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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2) 
工管系 9333048 易維君 

 
 
 
 
 
 
 
 
 
 
 
 
 
 
 
 
 
 
 

 在仲夏夜之夢中擔任穿針引線的重責大任，讓整篇本屬平
實的八股愛情，灌注了生命的活力，全得歸功給Puck。 21 



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3) 
 土木系 9216074 廖翊如 

 

 

 

 

 

 

 

 

 

 

 

 

 

 

 

 

 

 我想以鮮明的亮黃三色堇去表現當時莎士比亞在想劇
本時腦子運轉的情況。 22 



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4) 
 應化系  

  9425019  

  曹峯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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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5) 
電資學士班 9410014 楊竣宇 

製作理念： 

 這一系列的作品主要是在描繪莎士比亞名劇仲夏
夜之夢，每一張作品代表著每一景的主要場景，
當我們在閱讀欣賞這一齣戲時，相信每個人在心
中都有一幅美麗的畫，有人將它付諸音樂，而我
用畫把我心中的那一份美麗給紀錄下來，希望可
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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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5) 

 這一張主要是描述仲夏夜之夢的第一幕第一景，在這
一幕裡有著愉悅的訂婚，背景的希臘神殿隱約地透露
出婚禮的神聖及時代背景。     25 



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5) 

 這一張主要是描述仲夏夜之夢的第一幕第二景，從桌
面上的用具我們可以大概推測出這四個人的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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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5) 

 這一張主要是描述仲夏夜之夢的第二幕，這一幕主要
發生的場景是在森林裡，所以大部份選用的顏色是以
綠色為主，且比較夢幻。 27 



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6) 
運管系 9432005 楊宛蓁 

 

 

 

 

 

 

 

 

 這次繪畫的主題我畫的是在仲夏夜之夢中的精靈女王在森
林中入睡，而其他的小精靈們在一旁替她唱歌使她好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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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7) 
 電物系 9421077 朱韋臻 

 

 

 

 

 

 

 

 

 

 選油畫做媒材，情感上，我覺得仲夏夜之夢是既多色彩又
浪漫的。月光、雲、樹梢等景物點出了夢境感，似夢似眞。 29 



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8) 
 應化系 9425030 陳立欣 

 先前看了慕夏一系列替劇場 

  畫的宣傳海報後，便試著也 

  以仿慕夏風來畫電影海報。 
左下方的角色是Helena、上 

  方的則是Puck，因為整齣劇 

  裡自己最喜歡這兩個角色。 
衣著方面雖然有找過一些資 

  料，不過最後還是決定用自 

  己當初在看劇本時浮現的印 

  象來下筆，結果最後Puck就 

  變成了現在離民間傳說中的 

  形象很遠的模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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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9) 
 電控系 9212004 蔡玉盈 

 

 

 

 

 

 

 

 

 

 

 最後一幕，幕中的混亂已經結束，每個人都是開心的，精
靈祝福著人們，黑夜裡面幸福是溫暖的。 31 



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10) 
 生科系 9328012 陳彥樺 

 

 

 

 

 

 

 

 

 

 

 精靈自從花中現身，帶著有魔力的三色菫的花液，兩道不
自然的月光投射在兩個人物Hermia和Puck是印象派的手法。 32 



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11) 

 工管系 9233036 林雨欣 

 將整齣「仲夏夜之夢」畫為 

  一本繪本，以圖片搭配文字 

  的方式，呈現「仲夏夜之夢 

  」。而這一本書就像是小時 

  候我們所讀的童話故事書， 

  以簡單的文字敘述加上生動 

  鮮豔的繪圖，希望大家喜歡。 

 

 整本繪本的封面以及每一頁 

  的表現方式，而我將整齣戲 

  濃縮成五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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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11) 
 Theseus, duke of Athens and 

Hippolyta are going to hold a 
wedding ceremony. But another 
couple of lovers, Lysander and 
Hermia are not happy, because 
Hermia couldn’t get her father’s 
blessing. Hermia’s father coerces 
her into marrying Demetrius 
instead. So Lysander and Hermia 
decide to elope. However, they 
lost in the forest. 
  Demetrius who loves Hermia, 
and Helena, who loves 
Demetrius follow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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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11) 
 In the woods, Oberon, the king of 

the fairies, has been quarrelling 
with his wife Titania, over an 
Indian changeling boy. 
In order to punish Titania, Oberon 
sends his servant Puck to get a 
magic flower and let Titania fall in 
love with the first living creature 
come into her sight. 
On the other hand, Oberon has a 
pity on Helena, so he orders Puck 
to apply the juice to Demetrius’s 
eyes. 
But Puck makes a big mistake, 
thus both Lysander and Demetrius 
fall in love with Helena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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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11) 
     Titania deeply falls in love with 

the transformed Botton, who has 
been fixed an ass head by Puck. 
    Four young lovers, who are lost 
in the forest, are quarrelling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of Puck’s 
mistake. 
    To correct Puck’s own mistake, 
he applies the antidote to 
Lysander’s eyes when all young 
lovers asleep. 
    In the end, two pairs of lovers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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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11) 
 After getting the changeling boy, 

Oberon removes the spell from 
Titania’s eyes. 
 

 Puck also removes the ass head 
from Bottom. 
 

 The fairies return and to be as 
happy as before. 
 

 Two pairs of lovers are blessed 
and are going to hold a wedding 
ceremony with the royal co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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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Drawing(11) 
     The artisans put on a comically 

inept show, which pleases the 
newly weds. 
    In the midnight, all couples go 
to bed. Puck, Oberon, Titania,  

    and the fairies appear and bless 
the lovers, the house and all its 
inhabi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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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軒 土木系 
9616060 39 



Transformed Bottom 
李冠翰 電控系 9612006  40 



Titania,   
Queen of the 

fairies 
康甯  傳科系 

975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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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sy Flower   
邱昶笙 土木系 961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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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sy Flower  
謝欣曄 工工系 963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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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Pansy Juice 
謝長翰 電工系 961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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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ies  江凱祥 電工系 961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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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 Scene 1 
黃韋欽 

電物系光電組 
972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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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 Scene 1 
羅雅云 

電資學士班 
97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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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 Scene 1 
洪上筑 傳科系 955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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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 Scene 1  
黃鈴惟 管科系 95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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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 Scene 1  
潘品嘉 電控系 9612042 

50 



Act II, Scene 1   
洪上筑 傳科系 955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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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ania 
張書怡 
管科系 
95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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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 Scene 1  
姚佩妡 工工系 963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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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 Scene 2   
蔡佳蘋 工工系 963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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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 Scene 2 
陳怡雯 

電資學士班 
9710026 55 



Act III, Scene 1 
王安琪  
人社系 
9753003 56 



Act III, Scene 1  
高千涵 人社系 975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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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I, Scene 1  
宋妍 人社系 975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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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I, Scene 1 
呂紹安 電控系 961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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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I, Scene 2 
郭鳳玉 
資工系 
951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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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I, Scene 2   
陳瑄 人社系 975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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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I, Scene 2  
陳科仲 資工系 971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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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I, Scene 2 
蔡佩璇 
資財系 
964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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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r 
顏大剛  
電工系 
96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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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r 
唐旭瑤 
傳科系 
955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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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r 
徐鈺婷 
傳科系 
965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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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珊 傳科系 9754038 
67 



陳柏豪  
資工系 
9717140 68 



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 

 土木系9416104 簡亭宜 

 

戲劇表演不會有虎頭蛇尾的感覺 

從頭到尾都超精采 

劇情很有創意，很吸引觀眾 

演員不會笑場，超入戲。 

融合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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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2) 

 運管系9432028 曾志豪 

 

林奭彥的吉他表演，給我的共鳴最大 

 

我也會彈吉他，久未彈，如今聽到他的演奏，有
種莫名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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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3) 

電控系9412052 衛宣安 

 

 Drama表演後，整個會場為之一變，氣氛都熱鬧起
來了。 

 

藝術的欣賞是心中的一種感動或思想上的一種啟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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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4) 

工管系9433043 胡凱翔 

 

 Everyone did a good job tonight. 

 Many classmates are interested in Puck & Bottom.  

 Our drama presentation, Act III scene 1, has a lot 
to do with it.  

 Our performance will be the most unforgetable 
experience in this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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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5) 
運管系9432016 游本戎 

 

油畫的作品，帶來歡樂的氣氛 

 presenter獨特的幽默，使心情更加愉悅 

鋼琴演奏跟仲夏夜之夢的感覺蠻配的，也讓我覺
得非常愉悅。 

親身去過莎士比亞的故居，以及分享當時的戲劇
表演。 

獨特的說話風格有趣。 

主持人的英文念得很好聽，讓我想把英文學好。 
 

73 



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6) 
土木系9416094 楊維莘 

 

道具精緻 

演員口齒清晰(英語發音) 

劇情有創意、幽默 

聲音表情很豐富 

搭配多媒體特效：電腦、影像、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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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7) 
生科系9328012 陳彥樺 

 

門口和室內的佈置，讓人感覺溫暖，猶如進入一
個神奇世界 

藝術不只是紙上的劇，可以作成畫，令人驚奇 

重新配樂的仲夏夜之夢，有激動、有動感 

  但音樂奇特，賦予半透明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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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8) 
電物系9421077 朱韋臻 

 

 God！今晚對我的衝擊真大，每個表演都那麼精采 

兩位主持人的台風或英文都極為出色！ 

讀書報告如此深入、用心，口語表達能力佳 

英語讀書報告像一場專業演講，有「做什麼就有
什麼樣的態度」 

 Drama表現非常地傑出、有創意，主角都能發揮 

場地布置，像是到了森林裡參加一場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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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9) 
資工系9323009 林昕穎 

 

兩位主持人的英語非常流暢、主持風格穩健 

 

看到同學們的表現，我自己的creative project
都想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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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0) 
資工系9313027 黃子庭 

 

 NCTU Winter Night’s Dream把投影片和戲巧妙
的結合在一起 

內容改編逗趣 

羅瑞昇一個人獨挑大樑演出Julius Caesar，一邊
跳著舞，一邊有技巧地偷看台詞，也相當可愛 

這樣的活動相當有趣，不像平常的課只有在教室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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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1) 
電控系9412009 張鎮衡 

 

學長姐的戲劇演出，十分輕鬆活潑，看得我們十
分愉快，也忘了臨演前的緊張 

他們所帶來的歡樂氣氛，使我們的演出有著超乎
平常的自然表現 

我們自己的Drama演出也很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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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2) 
電資學士班9410014 楊竣宇 

 

鋼琴演奏孟德爾頌的曲調中有歡欣、有傷感，心
中充滿無限的想像，滿足的喜悅在心中迴盪 

 NCTU Mid-winter Night‘s Dream表演超棒，由衷
地欣賞他們的才華。結合了莎士比亞與現代，笑
點不斷，高潮迭起，演員用心，他們的精神帶給
我莫大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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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3) 
電信系9413033 郭沅竹 

 NCTU Mid-winter Night‘s Dream劇情創新、搞笑 

演員皆落落大方 

佈景、場控、換幕方式流暢 

可結合PPT當佈景 

演員們的用心程度，帶進了這一夜的最高潮 

一個人撐起整個drama，效果不比集體創作節目差：
舞台魅力、表演方式、柔軟的姿體、舞蹈方式，
均渾然天成，Imp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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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4) 
應化系9225046 鍾幸芸 

 

 Remix的音樂符合Oberon & Titania為Indian 
child爭吵那段 

卡片精心設計，每個圖的安排及框框都有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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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5) 
電信系9213032 李韋均 

 

 I liked our drama performance the most!  

 

 We practiced every day to make the play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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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6) 
材料系8918007 陳筱甄 

 

 I like the "Piano and Music remix“. 

 It's innovative and original 

 Completely expressed how he feels about 
Shakespeare's play with his own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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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7) 
應化系9325026 張維真 

 

 Through tonight’s performances and presentations, 
I got more ideas about Shakespeare’s play and 
broadened my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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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8) 
電物系9321051 陳思因(A) 

 

 I myself didn't want to get involved into this  
project too much in the begining. 

 Aafter professor Sheen's encouragement through 
sharing two anecdotes of his and also my own 
wake-up call of me being a junior but nothing truly 
inspired. 

 I've never been so enthusiastic to a project lik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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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8) 
電物系9321051 陳思因(B) 

 I've never realized that once one is willing to give it 
the best, the others will come along and maximum 
efforts can be reached. 

 Preparing for this project is not at all pressure but 
pleasure. 

 I have benefited much from this project. 

 I have made a lot of good friends through thi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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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9) 
材料系9318005 陳可葳(A) 

 

 The creative night was quite an experience!! 

 I believe that even Shakespeare himself would be 
impressed.  

 Shakespeare is supposed to be dull and old and 
lack of fun, but not only have we been through 
such great discussions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it 
wouldn’t turn out to be a big and welcome surprise 
if it wasn’t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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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發表晚會心得-(19) 
材料系9318005 陳可葳(B) 

 

 On behalf of all students that we are, and we are 
the ones who should be, thankful and honored to 
have you as our professor. Hurray for 2EF 
Shakespeare! 

89 



感謝交大同學們、 
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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