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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天堂」（大型歌舞劇劇本） 

 

人物： 

丁伊平：32歲，牡羊座，積極、口才好、有時固執。Paradise創意婚禮工作室

負責人。 

王力：30歲，水瓶座，穩重、踏實。丁伊平學弟及工作室合夥人。 

朱玲：24歲，雙魚座，喜歡浪漫。剛從大學舞蹈系畢業，工作室新員工。 

黃永昌： 28歲，王氏企業第三代繼承人。 

林蕙婷：25歲，某財經立委的女兒、黃永昌新娘。 

高國慶：70歲老榮民。 

蘇玉：35歲大陸女子，美麗上海姑娘，高專畢業，高國慶新娘。 

陳宏宇：35歲，舞團舞者、Gay；與朱玲是姊妹交。 

賴文中：33歲，陳宏宇的愛人 

Sara：38歲，酒吧老闆娘。開朗、很會打扮。 

飯店大廚：阿宏 

 

其他角色（由其他演員一人飾多角） 

服務生、賓客、三對新人雙方家長、伴娘、伴郎、部長、老兵甲乙、太太甲乙⋯⋯ 

 

舞台場景 

飯店宴會大廳 

酒吧 

街景與辦公室、 

榮民之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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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 

地點：飯店宴會廳 

樓上有個新娘房。大廳中有樓梯直通新娘房。鮮花、氣球、樓梯旁大螢幕

投射新人照片。右舞台通走廊，左舞台通廚房。有餐桌數張，已經開始擺

設自助餐餐點碗盤。 

時間：傍晚 

角色：丁伊平、王力、朱玲、林蕙婷、黃永昌、阿宏、伴郎、伴娘、雙方家長、

張部長、男女賓客數人 

 

 音樂起，主廚、服務生數人忙端菜準備。 
主廚（唱）   上菜  時間就快到了  上菜 

服務生（唱） 結婚  這婚宴必須盛大  結婚 

             今天真是好日子  外面鞭炮響不停 

             祝福的音樂一直放  紅包和鈔票也滿天飛 

主廚：不要偷懶，今晚這一攤絕對不能出錯！ 

主廚（唱）   準備  賓客就要到了  準備 

             小心  一絲一豪都不能出錯  小心 

（主廚回廚房） 

服務生（唱） 這是個豪華的婚禮  社會最注目的婚禮 

             政商的結合最素配  但是用錢堆出的幸福 

             能持續多久 

 音樂間奏 
 

 黃永昌、林蕙婷及伴郎伴娘入，服務生邊做邊偷看 
林：我不喜歡這件禮服，真的好難走 

黃：這是我媽為你特別從瑞士訂的。（對伴娘）等一下要幫她注意，只要坐時都

不能靠，因為那蝴蝶結上都是真鑽 

林：不能靠？難道我不能不要這可笑的蝴蝶結嗎？ 

伴娘：蕙婷，別忘了那是鑽石廠商特別贊助林委員的 

 伴郎接電話 
伴郎：好，請等一下。（拿電話給永昌）永昌，豐邦電子的老闆 

黃：蕙婷，你先進去休息，別在這發脾氣，這樣就不美了，我先接電話。（拿電

話）趙總！謝謝，您太客氣！只是結婚麻！你今天晚上一定要來⋯⋯ 

 林蕙婷粗魯拉著禮服生氣進房間，伴娘跟入。黃永昌邊說電話邊離開，伴郎
跟著 

服務生（唱）這是個豪華的婚禮  社會最注目的婚禮 

             政商的結合最素配  但是用錢堆出的幸福 

             能持續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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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停。丁伊平、王力拿氣球串成的拱門進來 
丁：王力，挪過去一點⋯⋯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兩人站起來調整位子） 

王：你幹嘛不直接叫氣球公司再送一個來？從「紅王飯店」搬過來很累耶！ 

丁：再送一個？那要幾千塊呢！我們自己有車載過來一毛都不要。 

王：可是你拿了莊先生的氣球還要跟他收錢，這怎麼交代？ 

丁：唉呦！我跟他說氣球門是用租的，如果還回去時氣球沒破就會退1/3的費

用。難道你沒發現當我們搬走時他還感激的跟我握手呢！ 

王：你可真厲害。那邊雖然要退1/3的錢，但是這裡又賺了一筆，真是划算。 

丁：不是1/3，是1/5！ 

王：可是你不是說⋯⋯ 

丁：如果還回去時氣球沒破就會退1/3的費用。而我們送回去時已經破了10顆，

所以是1/5。 

王：對，搬運過程一定會破的，你真是太會賺 

丁：嘻嘻，這就是我厲害的地方！多跟學長我學一學吧！ 

王：是是是 

（丁伊平巡視餐點擺設狀況） 

丁：對了，你不是說今天有個新人要報到工作嗎？ 

王：對呀！是朱玲，我剛打電話要她先去買簽名本再過來。 

丁：喔！（看一看菜色）怎麼沒有鵝肝醬？（對某服務生）請阿宏出來一下 

服務生：阿宏？ 

王：喔！就是你們大廚 

 服務生離開，珠玲提著紙袋進，衝忙撞到氣球門 
丁：小姐，我們還沒入席，請你晚一點來（看她打扮）喔！你是要幫人家送禮金

的吧！那也要等一下喔！ 

王：伊平，她就是朱玲 

朱：對不起，我來晚了。我已經買到簽名本了 

（拿出來，是喪事簽名本） 

王：這是喪事用的，喜事是紅的！ 

丁：王力！這就是你請的小姐？連喜事和喪事都分不清楚？ 

朱玲：抱歉，因為我太急，所以就只跟店員小姐說要買簽名本，她幫我直接包好。

我沒有檢查所以⋯⋯.。我現在馬上去換 

 珠玲下場，阿宏著大廚服出 
阿宏：嘿！老丁，有甚麼事，我廚房很忙耶！ 

丁：阿宏，怎麼沒看到鵝肝醬？我開給他們的菜單有Valette鵝肝醬的 

阿宏：我知道，但是Valette頂級鵝肝醬不多，我打算到敬酒時才換上鵝肝醬 

王：不行啦！我們跟他說鵝肝醬是無限制供應的 

阿宏：無限制供應！我買菜的錢有一半都回到你們口袋裡，我哪有錢讓鵝肝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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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供應？ 

丁：別這樣說，我們也是有算「特別服務費」給你。而且，我並不是要你多買鵝

肝醬，只是要你不停提供而已？ 

阿宏：那要怎麼做？ 

 

 音樂起，丁王兩人歌舞 
丁伊平（唱）  在這社會要出頭  做生意就不應該死腦經 

王力（唱）    雖然說花錢是大爺  但是他們也就只會看表面 

（合唱）晚盤餐具擦得亮晶晶  誰會知道盤底有條裂縫 

        普通香檳加上冰塊和水果  說成Delbeck高等貨誰會懷疑 

        大盤子只放一塊炸雞  客人還會稱讚  喔！好精緻 

        只要桌上有刀叉和香檳杯  他會就變成細嚼慢厭的美食家 

阿宏    喔—依—希  大飯店的果然比較好吃 

（合唱）在這社會要出頭  做生意就不應該死腦經 

    雖然說花錢是大爺  但是她們也就只會看表面 

 歌曲音樂結束 
 

阿宏：所以⋯⋯我就把每一塊鵝肝醬餅乾都放在一個圓盤上，這樣一個托盤最多

只能放十五個。 

丁：而且把頂級和次級混在一起放 

王：然後每隔十五分鐘再添一次，一共只需要一百五十份 

丁：但是你是源源不絕的提供！ 

（三人拍手，作勝利姿勢） 

阿宏：老丁，真有你的，難怪你這麼能賺錢！ 

丁：不過我不只賺錢，我也確確實實幫客戶顧到面子喔！ 

阿宏：（對服務生喊）拿出白色小餐盤，一個餐盤放一塊鵝肝醬餅乾！ 

 阿宏離開，朱玲進。 
朱：我買回來了，現在我要怎麼做？ 

丁：王力，你帶她去布置招待區，教教她一些應對技巧。（王力拉朱玲）如果黃

董事長或林立委來的話，趕快通知我。 

 王力帶朱玲下場，丁伊平指揮服務生佈置 。 
 

 新娘房燈亮，伴娘幫新娘整理頭紗 
林：趕快幫我拿開，我真的受不了。（站起來）這個頭髮、這身服裝，我覺得我

快喘不過氣來了。 

（林蕙婷坐下，伴娘趕緊拉開蝴蝶結） 

伴娘：你太緊張了，深呼吸。 

林：我不該結婚的，這根本是一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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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娘：不要這樣想，一切都會很好的。 

林：永昌呢？ 

伴娘：可能還在接電話 

林：幫我叫他來 

伴娘：可是他可能在招待賓客 

林：我不管，你幫我找他來 

 伴娘出房間，黃永昌進場，丁伊平迎上前 
丁：黃先生，恭喜恭喜。我們正在做最後的佈置 

黃：辛苦了！你知道今天會有很多重要客人甚至有媒體來，所以場面一定要好看 

丁：放心，王先生我已經都佈置差不多了 

伴娘：黃先生，蕙婷在找你 

黃：好 

（黃永昌走往新娘房） 

丁：林小姐已經準備好了嗎？ 

伴娘：沒有，她心情不好，還說不想結婚 

丁：喔，那只是婚前恐懼症，等典禮一開始她就會喜極而泣了。 

伴娘：希望是。對了，我把她的化妝箱放在車子裡，我要趕快去拿。如果蕙婷或

黃先生找我，請幫我跟他們說一聲！ 

丁：沒問題！ 

 黃永昌走進新娘房，林蕙婷走來走去 
黃：蕙婷，你還沒準備好啊！等一下媒體會先進新娘房來拍你的，所以你要趕快

喔！要我幫你嗎？ 

林：不用，永昌，我⋯⋯ 

黃：對了，人家送來的金鍊子你有沒有掛在身上？ 

林：那些又厚又重，一點也不搭配禮服，我都把它們收起來了。 

黃：我知道，不過張部長送的那條一定要掛，他今天是介紹人，所以要給他面子！ 

（永昌翻盒子，幫蕙婷掛手鍊） 

林：說到這，我就想問為什麼介紹人是張部長？我們倆明明是我爸助理美蒂介紹

的，提親的是你叔叔，所以介紹人應該是他們兩位其中一個才對！ 

黃：我知道，但是張部長的身份比較大，他來當介紹人就會讓我們的婚禮更隆重！ 

林：但是部長根本不認識我！這樣不是很怪！ 

黃：蕙婷，其實他也算是間接介紹人。因為我們倆的父親會認識，就是因為部長

牽的線⋯⋯ 

林：那他應該參加的是你父親跟我爸的婚禮！ 

黃：哈哈，蕙婷，你真會說笑！好啦！我必須下去忙。等一下要趕快打扮喔！（轉

頭要離開） 

林：永昌！⋯⋯⋯.也許我們不應該結婚？ 

黃：蕙婷！你是在害怕吧！不要擔心。今天會有很多人來祝福我們，而且明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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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黃是企業少奶奶，你父親也會成為股東之一。一切都會很完美的！ 

林：可是我不想過那樣的生活！我會悶死！ 

黃：不會的！你每天可以去逛街、按摩、美容或是參加俱樂部活動，生活會很充

實⋯.. 

林：我不能當平凡人嗎？我討厭逛街、美容⋯⋯ 

黃：這些問題可不可以明天再說，你今天應該是美麗的新娘 

林：明天就來不及了！ 

 兩人聲音變小，焦點轉回宴會聽，朱玲捧一盒胸花進 
 

朱：林先生，花店送了胸花來 

林：太好了，終於來了。（看胸花）你把胸花送進新娘房去 

 

 新娘房吵架聲 
黃：現在不能說不要！所有賓客就要來了 

林：但是這關係我們倆的未來！ 

黃：嫁到我們黃家你未來有的是錢 

林：但是有幸福嗎？ 

黃：你不要再鬧了！我必須去招呼，請你趕快打扮一下，我不希望記者看到皇家

第三代女主人是這個樣子！（離開關門下樓） 

林：黃永昌！ 

 黃永昌下樓，看到伊平及朱玲 
丁：黃先生，你的胸花 

黃：謝謝，我老婆有點緊張，衣服都還沒穿好，真是傷腦經 

丁：放心，我同事等一下會去協助他，不要擔心。 

（黃看餐飲佈置） 

丁：朱玲，把花送上去順便安撫一下新娘。 

朱：喔！. 

 朱玲上樓 
丁：黃先生，等一下婚宴開始時，我想要加一些燈光變化。尤其是介紹人上台時

還有fallow來照，顯示部長的地位。新人上台時我也特別架設了4台泡泡

機，所以會場會充滿了夢幻的泡泡，感覺一定很好！ 

黃：原來好像沒有這樣設計 

丁：沒有，那是我昨晚作夢時想到的！我覺得一定能使你的婚禮讓人永遠難忘。

不過因為時間太趕，沒經過你的允許就先把機器找來了。如果你不喜歡⋯.. 

黃：喔！不！你這樣想很好，不愧是專家。那費用⋯.. 

丁：唉呀！這區區費用我怎麼會跟你算，不過就是幾組燈光幾組特效，4位工作

人員，這三萬塊錢我出，算是祝福你的婚禮⋯⋯ 

黃：三萬元，小意思。你這是為了們兩家面子所加的，當然沒有讓你虧錢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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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款時就加上去吧！ 

丁：謝謝！ 

（王力拿一張紙進） 

王：黃先生，這流程表有一點問題！ 

黃：怎麼了？ 

王：來賓致詞時是蔡立委排第一、劉立委是第二，但是你知道那兩人最近在立院

吵得很凶，所以劉立委對順序會有意見 

黃：對喔！這真是有一點麻煩？ 

丁：沒關係，我們可以麻煩一位記者在蔡立委上台時拉劉立委做專訪，我想有新

聞畫面時，蔡立委應該就不會計較順序才對 

王：好辦法 

丁：丁先生，你應該來我公司當公關才對 

 三人離場，宴會廳燈區較暗，服務生仍在忙。朱玲入新娘房，蕙婷穿襯衣呆
坐。新娘服放在床上。 

 

朱：林小姐，喔⋯我應該說黃太太，你的花來了！ 

林：隨便放吧！ 

朱：林小姐，已經六點半了，你應該要穿禮服了。我來幫你 

林：你認為我婚禮怎麼樣？ 

朱：很棒呀！豪華的飯店、漂亮的禮服、名貴的服飾還有這麼多人的祝福⋯..，

這樣的夢幻婚禮，你應該會很開心的 

林：我原本以這樣認為，可是為什麼我現在卻高興不起來？ 

 

 音樂起 
林蕙婷（唱）在我小的時候  就夢想著美麗的婚禮 

             純白的禮服  閃亮的項鍊   

            盛大的宴會  滿滿的禮物 

加長禮車載著我  開上通往幸福的路 

朱：就像現在一樣，你的夢想成真 

林蕙婷（唱）但是我現在才發現那只是夢想的婚禮 

            純白的禮服讓我透不過氣 

            閃亮的首飾是沈重的負擔   

盛大的宴會  滿滿的禮物 

他們並不屬於我  他們並不屬於我 

加長禮車將送我到金碧輝煌的象牙塔 

一個離地面好遠好遠的象牙塔 

 

林：我和永昌的婚禮只是完成雙方老人家的期待。來的賓客都是我不認識的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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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流，我甚至懷疑他們是來祝福我還是來談生意。 

朱：林小姐，你不要這麼想。也許這婚宴有很多事情不是你能作主，但是也並不

表示你不會幸福啊！ 

 

 拿起禮服一邊幫蕙婷穿一邊唱 
朱玲（唱）在我小的時候  也想要美麗的婚禮 

             純白的禮服  閃亮的項鍊   

            盛大的宴會  滿滿的禮物 

加長禮車載著我  開上通往幸福的路 

林：和我一樣 

朱玲（唱）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身邊有一個人 

            陪我歡喜  也會陪我憂   

            象牙塔雖然高高在頂   

有他一起陪我欣賞風景 

抬頭看見滿天星星  閃呀閃的為我祝福 

 

朱：只要相愛的人一起努力，一定會找到幸福！ 

 敲門聲打斷音樂。朱玲開門，伴娘跟伊平進來 
丁：林小姐你好了嗎？客人陸續到了！朱玲，你幫林小姐穿個衣服怎麼這麼慢？

下面還有很多事要做！ 

朱：抱歉！因為林小姐有一點沮喪 

丁：沮喪！喔—今天是你的日子不應該沮喪！ 

（伴娘幫蕙婷補妝，戴白紗） 

 

 音樂起 
丁伊平（唱）大喜日子應該開懷笑  一生中最美妙的時刻就是現在 

            賓客盛裝記者聚集  金童玉女最受注目期待 

            美食、音樂、燈光、美酒場面不凡 

但最受歡迎的還是新人到來 

一生一次把握現在 

不要害怕不要懷疑 

Paradise帶你走向幸福的未來 

 

 王永昌進 
王：好了嗎？時間差不多了！怎麼了？ 

丁：王先生，林小姐已經好了！她只是太感動所以喜極而泣。 

伴娘：我幫她補一下妝 

丁：那我們先下去。三分鐘後就要正式開始，加油！新郎官（拍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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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謝謝，樓下就交給你了！ 

丁：沒問題！ 

 丁伊平與朱玲下樓，宴會廳賓客、服務生穿梭，伴郎也在招待。 
丁：去找王力，要他趕快準備開始。再拖下去新娘可能就跑了 

朱：甚麼？ 

丁：快去！ 

 朱玲下場，立委夫婦、王董事長夫婦進 
丁：立委、林夫人、王董還有王夫人，恭喜恭喜。今天會場佈置還喜歡嗎？ 

王董：不錯！我喜歡你的風格 

立委：都準備好了嗎？部長和院長已經在休息室等了，婚禮要馬上開始，他們一

致完詞就要離開。 

丁：沒問題（回頭跟伴郎說）麻煩上去請新郎新娘準備了！ 

（丁打手勢，燈光變暗，大家聚集樓梯下方，王力站在樓梯邊當司儀） 

王力：各位佳賓，非常各位歡迎蒞臨。今天的婚禮是政商界的一大盛事，也相信

是明天報紙的頭條新聞。我們都非常幸運能在這裡見證政商界最完美的結

合。讓我們一起來歡迎金童玉女的新人「王永昌夫婦」進場！ 

 結婚音樂進，蕙婷及永昌下樓梯，掌聲四起。兩人走到樓梯下方的舞台，接
受祝福。蕙婷臉上擠出勉強的笑容。 

 

 音樂起 
林立委（唱）   大喜日子應該開懷笑   

林夫人（唱）   一生中最美妙的時刻就是現在 

王董事長（唱） 賓客盛裝記者聚集   

王夫人（唱）  金童玉女最受注目期待 

全體（合唱）  美食、音樂、燈光、美酒場面不凡 

但最受歡迎的還是新人到來 

王力（唱）    一生一次把握現在 

朱玲（唱）    不要害怕不要懷疑 

丁伊平（唱）  Paradise帶你走向幸福的未來 

全體（合唱）  一生一次把握現在 

  不要害怕不要懷疑 

Paradise帶你走向幸福的未來 

 音樂收 
 

（雙方主婚人站出來） 

王力：現在請介紹人張部長來說幾句話。 

（張部長上，拿麥克風。從口袋拿出講稿） 

張部長：很高興來參加陳、蔡兩家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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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人：甚麼！？陳蔡！？ 

張部長：（接著說）首先要祝這對新人白頭偕老、永浴愛河、早生貴子。這對新

人從小就是青梅竹馬⋯⋯.. 

助理：（小聲）部長，那張稿子是下一攤⋯. 

朱：喔！天啊！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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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 

地點：小酒吧   

      三四張桌子，一個吧台、一個點唱機 

時間：接上場午夜11點 

角色：丁伊平、王力、朱玲、Sara、散客數人 

 

 酒吧裡輕快的爵士樂響起，Sara在清潔酒杯，一位客人付錢離開，丁伊平、
王力、朱玲進，坐在靠近吧台的桌子。 

Sara：好久不見！我以為你們消失在地球上了呢！ 

丁：Sara！給我一杯馬丁尼！ 

王：我要一杯Gin & Tonic 

Sara：好！那小姐呢？ 

朱：檸檬蘇打 

丁：在這裡喝蘇打？今天慶祝你第一天，喝點酒吧！老闆請你！ 

朱：不用，因為等一下還要回家，所以我還是清醒一點的好。 

Sara：說的對！小姐，你跟這兩位先生在一起，是應該抱持清醒！ 

（邊說邊準備飲料） 

丁：Sara你說那句話是甚麼意思？她是我新來的員工，別把她嚇跑！ 

王：對呀！而且我跟伊平不一樣，你別把我們兩說在一起。 

Sara：新員工！那菲比呢？ 

王：噓！別問！ 

丁：離職了！對了，你剛剛有看新聞嗎？我們才剛辦完頭條新聞的婚禮！ 

Sara：那個金童玉女的婚禮是你們辦的！ 

王：沒錯！那是我們工作室成立三年以來最大的案子！ 

丁：光靠這個CASE就夠我們下半年的支出了！嘻嘻！ 

朱：可是新娘一點都不快樂！ 

Sara：真的嗎？但是從鏡頭前看來很幸福！ 

王：錢堆出來的幸福！ 

丁：有甚麼關係？他們一邊要名、一邊要利、我們要賺錢、觀眾要新聞。大家各

取所需，是最好的結果。 

朱：但是新人的感受誰又幫她們想過？ 

丁：無所謂啦！ 

朱：丁先生，其實你剛剛也很擔心吧！ 

王：擔心甚麼？ 

朱：他說再晚一點怕新娘會跑掉！ 

Sara：甚麼！真的？ 

（大家看伊平） 

丁：是啊！因為新娘發現了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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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甚麼事實 

丁：她嫁過去就是走入墳墓 

朱：墳墓？ 

丁：對啊！墳墓—愛情的墳墓、生活的墳墓 

 

 音樂起 
丁伊平（唱）墳墓  墳墓  結婚就是愛情的墳墓 

            墳墓  墳墓  結婚就是生活的墳墓 

            就因為一些甜言蜜語  海誓山盟的誓言 

            就因為熱情溫暖的擁抱  令人陶醉的香吻 

            你就相信結婚以後可以生生世世直到永遠 

            沒想到 

（王力Sara合音）墳墓  墳墓  結婚就是愛情的墳墓 

                 墳墓  墳墓  結婚就是生活的墳墓 

            結婚不只是兩個人的事  親友們拿放大鏡在觀察 

            洗衣、燒飯、早起、晚睡  傳統的美德要記住 

            獨立、精明、溫柔、才華洋溢  這些也都要兼備 

            所以我說 

            墳墓  墳墓  結婚就是愛情的墳墓 

            愛情冷卻  失去自我 結婚就是生活的墳墓 

 音樂間奏 
 

朱：既然你是這樣想，為什麼還要開婚禮工作室？名字還取Paradis、還跟新人

講說甚麼沒事，一定會幸福。你根本是欺騙他們，推她們進去墳墓！ 

王：唉呀！當然是為了賺錢啊！難道要跟他們說出事實，跟自己的生意過不去

啊！ 

丁：沒錯，而且你以為你說了事實就會對他們有什麼幫助嗎？他們根本不會聽！

我告訴你，反正墳墓是他們自己挖的，我們只是負責裝飾，讓他們高高興

興的進去。有甚麼不對！難道我應該改開葬儀社喔！ 

王：對啊！不過這兩種也不過就是只是活人跟死人的分別而已！ 

（兩人笑，喝酒） 

朱：不！不應該是這樣。我會來應徵是因為我相信這個工作能夠散播更多的幸

福！ 

Sara：幸福！伊平，看來你們公司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音樂前奏再起 
朱玲（唱）  幸福  幸福  結婚是為了成就幸福 

            祝福  祝福  有婚禮就能踏上幸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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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家人的祝福  兩人堅定的信念 

因為真誠的雙眼  在教堂許下永遠的誓言 

            我就相信結婚以後可以生生世世直到永遠 

            對，永遠！ 

            幸福  幸福  結婚是為了成就幸福 

            祝福  祝福  有婚禮就能踏上幸福的道路 

兩人的生活很甜蜜  有了家人就更有溫馨 

            洗衣、燒飯、早起、晚睡都是生活的樂趣 

            獨立工作、溫柔呵護  幸福就更能長久 

            所以我認為 

            幸福  幸福  結婚是為了成就幸福 

            祝福  祝福  有婚禮就能踏上幸福的道路 

 音樂停 
 

（丁邊聽邊喝酒，開始胡言亂語） 

丁：是嗎？那你認為林小姐會幸福嗎？你今天也感受到她的感覺，她已經踏入墳

墓，未來只有兩條路就是在黃家當活死人或是當真的死人 

王：喔！伊平你這樣說就太嚴重了！你醉了！朱玲，別聽他亂說 

（朱玲生氣往外走） 

丁：對，你今天太累了，回家睡覺做你的幸福夢。但是不要忘了，明天早上還是

要上班！⋯⋯.嘻嘻！ 

 朱玲離開，丁趴在桌上 
丁：（酒醉自語）菲比⋯⋯⋯.婚姻是墳墓⋯⋯菲比 

 

 燈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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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場 

地點：街景及工作室辦公室   

右舞台有街燈跟公園椅，辦公室場景在舞台中間。辦公室有一組小沙發及茶几，

辦公桌三張。辦公室有二門通往廚房及廁所 

時間：數天後上午 

角色：丁伊平、王力、朱玲、高國慶、街頭路人 

 

 街頭路人三三兩兩，有幾對情人 
 音樂起，路人唱跳 
路人（唱）六月豔陽火熱照耀  就像愛情在燃燒 

          戒指鮮花趕快準備  燭光音樂增加氣氛 

          這是個結婚的好時機  不要遲疑  不要等待 

          披上白紗 捧著鮮花  六月新娘最是幸福 

 

 王力與朱玲在沙發區討論，丁伊平接電話 
丁：方先生，現在婚禮比較流行西式風格，對⋯..Buffet，其實用那種方式比較

划算，也必較不會浪費食物。可以，在室內或戶外都可以舉行⋯⋯..，你

如果要浪漫一點就再請管弦樂團來伴奏！⋯⋯不是學生團，當然是專業室

內樂團，不過價錢會貴一點⋯.. 

朱：我們有認識專業的室內樂團嗎？ 

王：沒有，幾乎都是學生團，有幾位是音樂教室的老師。不過只要穿上禮服拉起

大提琴誰會查到底是不是。更何況有幾位客人會真正注意樂團演奏的？上

次還有人故意演奏一小段安魂曲，竟然都沒有人發現⋯..哈哈 

朱：天啊！真是誇張 

王：好啦！言歸正傳，星期六的婚宴不大，你只要招待區地佈置還有音樂挑選。 

朱：好啊！那這對新人喜歡甚麼樣的音樂？ 

王：他們沒說，就直接要我們負責。 

朱：他們是做甚麼的？ 

王：女方是公務員，男方是電腦工程師。你問這幹嘛？ 

朱：我想根據她們的喜好來挑音樂。他們雙方的工作平常很呆板，我想一定希望

婚禮有些不同的感覺。也許溫柔的爵士樂曲會很適合 

王：爵士樂，不錯喔！你真細心 

（丁伊平走過來） 

丁：星期六的案子不用花太多時間，用我們現成的音樂就好了。因為下個月舉辦

婚禮的方先生被我說動，把婚宴改為在桃園高爾夫俱樂部舉行戶外婚禮。

預算調高到八十五萬！這個大案子才該用心設計！ 

王：真有你的！ 

朱：不過方先生是下個月，所以我應該還有時間幫莊小姐的婚禮挑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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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就是因為大案子所以才需要提早籌備。朱玲，你明天去桃園看一下場地 

朱：可是我答應莊小姐明天陪她去花店挑花的 

王：那早一點去，下午再去桃園 

丁：花不用挑，直接看型錄來選就好了 

朱：老闆，我知道你是見錢眼開。但是結婚對每一對新人都是大事，一生都只有

一次。不管是公務人員、老師、大老闆或政商名流，他們都會希望自己的

婚禮是永難忘懷、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而我們的工作不就是協助他們

達到夢想的婚禮？不論有錢或沒錢？ 

（丁伊平與王力聽一席話而呆住） 

 高國慶怯生生進場，王力看到 
王：喔！關於會場佈置的事我們等一會再談吧！有客人！ 

丁：好！晚一點再開會！先生請坐！（高國慶坐）朱玲倒茶 

（朱玲瞪了丁伊平一眼後轉身倒茶） 

高：聽說你這裡專門幫人家籌備婚禮的 

丁：是的，我們是創意婚禮專家。只要是我們籌辦的婚禮，保證讓大家像在天堂

一樣的幸福快樂！我是負責人丁伊平 

（朱玲端茶後回到辦公桌做事） 

王：我是企畫主任王力（遞名片），請問怎麼稱呼？ 

高：我是高國慶，因為最近要籌備婚禮，所以想要來看看 

丁：你是要幫兒子還是孫子辦婚禮？年齡多大？是要辦甚麼樣的婚禮？ 

高：不是⋯..是我要辦婚禮 

王：對，我們瞭解是您老人家要主辦，那新郎新娘多大年紀？ 

高：我的意思是我要結婚，我是新郎⋯.. 

其他人（一起）：甚麼？你要結婚？ 

高：對！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很驚訝！可是我沒有結過婚，所以完全沒有經驗！ 

（朱玲聽到很有興趣走過來） 

王：高先生，請問你今年貴更 

高：七十 

王：那老婆呢？ 

高：她是大陸人，今年35歲 

朱：35歲，好年輕。 

丁：你預訂婚禮是甚麼時候？要在哪裡舉行？ 

高：我這個月會先到大陸跟她結婚，下個月中她來台北時再補辦婚禮。婚禮我想

在榮民之家的餐廳舉行 

丁：榮民之家？不在外面飯店或是餐廳？ 

高：不，因為我的朋友都在榮民之家，所以在那裡辦最方便。但是我希望有一些

有趣的點子，因為我老婆比較年輕，喜歡特別的婚禮。 

王：請問你的預算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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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十萬塊吧！因為婚後就要搬離榮民之家在外面租房子，所以我只有十萬塊

預算。（拿照片）對了，這是我老婆的照片給你們看！ 

（丁接過照片，隨意看，伊平與王力露出糟糕的眼神） 

高：不好意思，請問你們廁所可以借一下？ 

朱：高先生，我帶你去。 

 朱玲領高國慶進廁所 
王：拜託，70歲跟30歲的人差太多了吧！ 

丁：我敢說，他老婆一定是看上她是老兵又有一點積蓄，所以就答應他了！ 

（朱玲走過來） 

朱：你們不要這麼講，應該不是每個大陸女人都是這樣的。而且，你們不覺得高

先生很重視這一場婚禮，幫朋友跟老婆設想，他一定會是個體貼的人。 

丁：隨你怎麼想，不過才十萬就要辦一場婚禮實在太少。這樣我們哪有賺頭！ 

朱：我們可以幫他想經濟又有創意的婚禮啊！ 

丁：經濟又有創意？沒錢就沒創意！好了，我要去找方先生了，這老兵就交給你

們去處理。 

王：嗯⋯我現在也必須去印刷公司校對喜帖 

丁：那就朱玲你處理吧！找個理由回絕吧！ 

朱：我？！ 

 丁伊平、王力兩人離開。高國慶從廁所出來 
高：不好意思，讓你們等我。咦⋯.那兩位先生呢？ 

朱：喔！丁先生接到電話，嗯⋯.有一位新郎出了車禍，婚禮時可能走不進去，

所以丁先生趕去跟他討論騎電動機車進場的可能性⋯. 

高：你們想的真周到，那另一位先生⋯. 

朱：喔，他要趕在下山之前到花農那裡採鮮花來裝飾會場 

高：你們還親自去挑花，真是細心。所以我想把婚禮交給你們處理一定很放心。

我老婆嫁給我已經很委屈了，所以我希望給她很棒的婚禮 

朱：嗯⋯.對。（想一想）那⋯⋯那我們先填一下表格，你告訴我們需求，我們再

來幫你策劃婚禮⋯..（拿表格填寫）。大名是⋯. 

高：高國慶。我老婆叫蘇玉⋯⋯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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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場 

地點：小酒吧   

時間：接上場晚上9點 

角色：朱玲、Sara、陳宏宇、散客數人 

 

 爵士樂繚繞，陳宏宇獨自坐在吧台與Sara聊天 
Sara：其實我一直很支持你們這個圈子。本來嘛，性傾向又不是你們挑的，何必

把同志當成犯人一樣看待 

陳：現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提都不能提，現在我們已經有很多的空間可以活

動，只是不能在街上公開擁抱 

 朱玲進，坐上吧台 
Sara：朱玲，還是蘇打嗎？ 

朱：對！ 

陳：朱小玲！？ 

珠：宏宇姊姊！哇！ 

（兩人擁抱） 

Sara：你們兩人認識？ 

朱：不只是認識，我們以前還是同在一個舞團的好姊妹！ 

陳：玲，聽說你放棄跳舞開始工作？ 

朱：是啊！我已經開始上班兩個月。我現在這裡工作（拿名片） 

陳：Paradise創意婚禮工作室？是專門幫人家辦婚禮的吧！（朱玲點頭）好像

很有趣。 

朱：我原以為很棒，你知道我從小就喜歡參加婚禮，因為在那裡可以感染幸福的

氣氛。而且幻想著我自己為來的婚禮。 

陳：嗯，我還記得有次陪你去參加你表姊的婚禮，你為了接新娘丟出來的捧花還

摔了一跤！（笑） 

Sara：真的？ 

朱：對！但是最後還是被別人搶走了。 

陳：那你現在專門幫人家辦婚禮，搶起捧花來一定很方便！ 

朱：不，我不搶捧花。因為我感覺不到他們的幸福 

陳：怎麼說 

朱：因為大部分都是迷迷糊糊結婚，或是無奈的決定。有些人根本還沒準備好要

過婚姻生活；甚至有人還搞不清楚他們是不是相愛。 

 

 音樂起 
朱玲（唱）雖然鮮花佈滿會場  愛心的氣球也在頂上飄揚 

          但我感覺不到  看不到新人眼裡幸福的光芒 

Sara（唱）山珍海味擺在桌上  舉著葡萄酒為他們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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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計算來賓的人數    誰會為新人擦去淚珠 

合唱（唱）虛假的幸福  用錢堆出來的幸福 

          僵硬的笑臉  藏了後悔的淚珠 

          假象的幸福  卻是未來背負的痛苦 

          埋葬了自我  何時才能逃脫無奈的束縛 

 

陳：那真是糟糕。隨便結婚未來就可能會離婚，難怪離婚率越來越高。 

朱：不過，我今天接到一個可能會幸福的案子。是一位老兵要娶大陸妹 

Sara：嘿，那要叫你客戶小心一點，聽說有一些大陸妹都是來台灣撈錢的 

朱：但是我覺得這位不是。因為當高先生告訴我她們的點點滴滴時，我就強烈感

覺到幸福的預感。雖然老闆要我推掉，但是我做不到。 

陳：所以你就自己接下來了 

朱：對，而且那老先生只有十萬塊可以辦婚禮⋯. 

Sara：那真是太難了，難怪你老闆不接 

陳：可是我相信玲的能力，只要你用心，參加婚禮的人一定都能感受到幸福的氣

氛。就像我們以前一起跳爵士舞一樣，我們沒有很亮的舞衣，可是大家都

感受到我們的熱力！ 

朱：對，我們那次的爵士舞⋯.. 

 音樂起 
陳：我還記得是這樣⋯. 

（兩人開始跳啟爵士舞，Sara跟客人跟著搖擺）. 

 音樂停，眾人拍手 
陳：要是我也能跟我男朋友在大庭廣眾之下跳舞就好了！ 

朱：還是之前的那一位？ 

陳：當然，還是小中。你以為我是水性楊花的人！ 

朱：抱歉，我說錯話 

陳：我跟小中已經在一起二年，我們都深愛著對方。而且我想我們還會繼續在一

起三年、五年、甚至永遠。 

朱：好棒！就像張國榮跟唐先生一樣！ 

陳：對，他們那一對是我們的偶像，敢在大眾面前出櫃。不過說真的，我也希望

有一天我跟小中可以舉辦一個婚禮 

Sara：同志婚禮？酷 

陳：是啊！而且雙方家人、朋友都願意來參加。這樣就很棒了！ 

朱：有一天，一定可以。然後我會幫你籌備全部的婚禮 

陳：真的嗎？ 

朱：當然，不過捧花記得要丟給我就是了！ 

陳：沒問題。對了，如果要幫老兵辦婚禮，那你一定需要廚師！我認識一個廚師，

你可以請他到榮民之家辦外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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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真的嗎？貴不貴？ 

陳：不貴，只要我威脅他，要把我跟他以前的事告訴他老婆的話⋯..他就一切好

商量！ 

Sara：喔！你跟他曾經⋯⋯. 

陳：那是三年以前的意亂情迷啦！你需不需要嘛！ 

朱：要，我當然需要。嘻嘻，你真壞，這樣利用同伴的⋯ 

（兩人嘻笑） 

.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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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場 

地點：街景及工作室辦公室  

時間：數星期後上午 

角色：丁伊平、王力、朱玲、高國慶、蘇玉、街頭路人 

 

 丁伊平在翻雜誌、王力在打資料。蘇玉扶高國慶從右舞台上，走向工作室 
丁：朱玲呢？怎麼一大早就不見人影？ 

王：喔！她送CD去給莊小姐 

丁：為什麼？婚禮不是上個月底就結束了？ 

王：是啊！因為莊小姐很喜歡朱玲挑的爵士音樂，所以就打電話請朱玲燒一片給

她！ 

丁：喔！他們注意到音樂了！ 

王：對，而且我想是因為朱玲精心挑選的音樂，讓那天婚禮這麼順利的。 

丁：看樣子，我還不能小看朱玲喔！ 

 蘇玉扶高國慶進辦公室 
蘇：請問朱玲小姐在嗎？ 

王：她有事出去一下，等一下才進來。 

丁：高先生、高太太請先坐下來休息一下，我趕快CALL朱玲回來 

高：沒關係，我們是跟她約十點討論婚禮，是我們來早了。 

（兩人坐下，王力倒茶） 

王：高太太到台灣多久？ 

蘇：三天，我星期一到台灣的。 

丁：台灣一切還習慣嗎？跟大陸很不相同吧！ 

蘇：行！文化的確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過一陣子應該就沒有問題。 

高：她嘴裡說沒問題，但是坐在車上都緊抓著我；還一直說「老高，你別把我弄

丟了！」哈哈！ 

蘇：老高，我不光彩的事別說給外人聽，挺難為情的。 

（大家笑） 

王：高太太，您和高先生是相親認識的吧！以前就想到台灣吧！ 

高：王先生，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你是認為我老婆嫁給我只是為了到台灣來賺

錢嗎？ 

丁：（瞪王力）高先生你別生氣，我同事不是這個意思 

蘇：老丁，他只是好奇問問 

王：高先生，高太太不好意思，我失言了 

蘇：沒關係，我知道台灣人對我們大陸妹的想法  

 

 音樂起 
蘇（唱）人家說台灣的錢是最好賺  生活水平也是很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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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內地的男女  都想到這美麗地方瞧一瞧 

        相親  說媒  伴遊  交友  每個人都參加 

        為了錢財  為了夢想  即使不愛也會嫁 

但是我 

從來沒想過這個念頭  緣分卻突然站在我前頭 

在醫院初見面  只覺得這老頭真是風趣 

吃飯  看電影  郊遊  逛大街  他體力很好 

溫柔體貼  細心保護  就掉到他的陷阱 

就這樣陷入愛情裡 

 

高：你這樣說會讓他們以為我很狡猾 

蘇：你不狡猾怎麼能娶倒精明的上海姑娘 

（大家笑） 

 朱玲抱著資料進來 
朱：高先生，你們已經來了喔！不好意思，讓你們等那麼久。 

高：沒關係，是我們早到了 

（朱玲坐下，拿出資料） 

朱：這是婚宴外燴的菜單，你們看一下。這是我考慮很久才決定的。 

（拿資料給高先生，也遞給丁伊平一份） 

丁：朱玲，你有沒有拿錯菜單了，婚禮怎麼可以上麻婆豆腐跟東坡肉。這根本是

只是上館子的料理，這樣會有失主人的面子。 

王：不好意思，我們再重新幫你想菜單。 

高：不，這菜單很好。完全符合我們的需要 

蘇：對呀！好棒！朱小姐，你真是細心 

丁：這樣的菜單，你們會滿意？ 

朱：老闆，因為參與宴會的賓客幾乎都是高先生榮民之家的朋友。大家牙齒可能

都有些毛病，所以比較硬或是費功夫咬的菜色我都不考慮。而且榮民之家

就像個大家庭，所以我想用親切的菜色比較有溫暖的感覺。 

（丁伊平思考） 

蘇：那「荷葉粉蒸排骨」還有「蒸餃子」⋯⋯ 

朱：是你的家鄉菜，代表了你家鄉的祝福 

蘇：朱小姐，你真是設想周到。老高，我好開心啊！ 

（兩人相擁） 

王：原來如此，朱玲，不錯喔！ 

丁：不過這樣還不夠！ 

朱：甚麼！？ 

丁：既然是婚宴菜單，就不能用一般的名稱，我們要幫這些菜單重新取個吉祥的

名字，這樣才算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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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對，這樣可以幫我們討個喜氣 

蘇：要不然大家一起想吧！ 

（大家唸唸有詞想） 

王：耶----我想到了！ 

 

 音樂起 
王力（唱）麻婆豆腐叫做「你濃我濃」  東坡肉改成「雙人枕頭」 

朱（唱）粉蒸寶盒  雙喜元寶 

蘇玉（唱）翡翠真心  比翼雙飛 

丁（唱）早生貴子  希望珍珠 

 

高：甚麼是希望珍珠？ 

丁：就是炸湯圓啊！ 

 

（合唱）誰說有錢才能使鬼推墨  花點巧思情意更濃 

        請告訴我你的夢想  我們一起來點亮 

        誰說有錢才能使鬼推墨  花點巧思情意更濃 

        請告訴我你的夢想  我們一起來點亮 

 

（朱玲和高國慶、蘇玉熱絡討論） 

王：很久沒有這麼興奮的企畫婚禮了 

丁：而且還是只有十萬元的小案子 

王：我們剛開始時也這樣，菲比對每一個案子也都很細心⋯.. 

丁：別說了。沒有菲比，我們也是做得很好。 

王：但就是那幾套模式⋯.. 

丁：至少很賺錢啊！ 

王：有朱玲在，也許可以跟以前一樣⋯⋯ 

蘇：晚宴時有沒有甚麼節目可以熱鬧一點？ 

朱：熱鬧啊？一般都是賓客想些花樣遊戲來鬧新人 

高：這不行，我年紀一大把，玩不動年輕人鬧洞房的遊戲 

朱：那有甚麼⋯.. 

丁：卡拉OK！你們應該喜歡卡拉OK，晚宴時新郎新娘合唱情歌 

王：客人也可以點唱送給新人 

蘇：我喜歡唱卡拉OK！這樣一定很熱鬧。 

高：我們榮民之家就有卡拉OK機 

丁：那我們幫你裝幾顆那種會轉的燈⋯. 

蘇：好棒！老高，那天一定會很棒！我們要趕快練歌了，到時唱不好會被人笑 

高：好啊，你要唱哪一首⋯. 



25

 （兩人甜蜜的討論） 

朱：老闆，原來你也會替他們想 

丁：我是看你沒點子了才幫你想的。這個案子錢是賺不到，但至少不能丟臉嘛！

王力，你說對嗎？ 

王：（偷笑）對，學長說的對！ 

 燈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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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場 

地點：榮民之家餐廳    

普通員工餐廳樣子。五六張桌子用紅巾鋪蓋著。桌上幾盤菜。牆上貼喜字、還有

高先生夫婦在大陸遊玩的照片。左舞台有卡拉OK機 

時間：傍晚 

角色：丁伊平、王力、朱玲、蘇玉、高國慶、服務生、老兵甲乙、太太甲乙、賓

客們 

 

 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音樂響起，賓客三三兩兩拿著吃飯聊天。 
老兵甲：老高，恭喜！榮民之家好久沒有喜事了。 

高：謝謝！你們多吃一點。 

老兵乙：還吃，我肚子已經快撐破了！ 

蘇：不行，這道「早生貴子」沒有吃，這樣就不給老高面子！ 

老兵甲：這「早生貴子」要老高自己努力，我們吃再多沒用的！ 

（大家笑） 

王力：現在到了餘興節目時間。首先由新郎新娘為來賓演唱「月下對口」 

（高國慶牽蘇玉上前拿麥克風。朱玲、丁伊平相視而笑。） 

 

 音樂起 
高：窗前的明月光啊，照在那窗而外⋯.. 

（兩人開心唱歌） 

老兵甲：看老高這樣子好羨慕喔！嘿！朱小姐，哪天你也幫我辦一場這樣的婚禮 

朱：沒問題！只要你找得到老婆 

老兵甲：這有一點難，要不要乾脆朱小姐來當我老婆算了！ 

老兵乙：不行，朱小姐，他心肺功能都不太好，要嫁還是嫁給我 

丁：你們別拿朱玲開玩笑了，他會害羞的 

（大家笑） 

（二位太太走過來） 

太太甲：你們要老婆還不容易，跟老高一樣花錢到大陸買就有了！ 

太太乙：不過你們要有心理準備，他們等你們一回老家啊，就會帶著錢改嫁！ 

朱：不是每一個人都這樣的，高太太是真心的 

太太甲：拜託，他們上海女生最精明，很會演戲。你們都被她騙了。 

老兵乙：可是她跟老高感情很好啊！ 

太太乙：那是現在，她才剛到台灣，連地方都還沒有摸清楚，當然要黏著老高了！ 

朱：這兩位太太，今天是高先生結婚的日子，我想你們不應該在這裡批評他們 

太太甲：我這不是批評，我只是提醒你們這些老兵要小心。就為了貪圖年輕貌美

的大陸妹，可能連自己的棺材本都沒有。 

太太乙：我想她嫁給老高就是為了來台灣，先隨便結婚再離婚。這樣老高還必須



27

 給她贍養費⋯⋯⋯ 

朱：你們真是太過份了！（生氣潑水，所有人都嚇一跳） 

丁：朱玲，你在幹嘛！兩位太太，不好意思。我幫你擦 

（丁拿餐巾紙） 

太太甲：不用，你們這什麼公司真是沒水準 

丁：我會賠償你洗衣費的 

太太乙：就是嘛！辦這什麼婚禮，隨隨便便一點派頭都沒有 

太太甲：要不是同鄉會沒人有空，我們才不會來呢！ 

丁：為了道歉，就請你們喝杯果汁吧！（拿起果汁潑） 

 兩人尖叫，快步離開會場 
太太乙：老高，你這甚麼婚禮。我告訴你，如果你的錢被那女人拐跑了，我們可

是不會幫你的！ 

王：我們恭送兩位忘了刷牙的夫人離開 

 大家拍手鼓譟 
朱：老闆，對不起，都是因為我！（鞠躬）可是你為甚麼還要潑果汁 

丁：反正都要付洗衣費了，再潑一杯也沒差（笑） 

蘇：朱玲 

朱：高先生、高太太真是對不起，我破壞了你們的婚禮 

高：破壞！沒有啊！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蘇：我真的感謝你幫我說話 

朱：可是我⋯⋯ 

老兵甲：你想賠罪就唱一首歌吧！ 

老兵乙：或是來段表演 

王：你要不要選一首歌唱，不過要等高先生他們第二首歌唱完 

（拿出歌本） 

朱：我不唱，我來幫他們伴舞好了 

賓客們：好！跳一段舞吧！ 

王：各位來賓，接下來還是由新郎新娘唱第二首情歌「你濃我濃」。由本公司第

一舞著者朱玲小姐伴舞！ 

 「你儂我儂」音樂起，兩人拿起麥克風。朱玲脫下高跟鞋跳起現代舞。 
蘇：你儂我儂，可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 

 兩人幸福對唱，台下有人吹口哨 
王：她跳得不錯嘛！學長。 

丁：這個畫面，這個畫面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兩人盯著表演） 

王：是幸福吧！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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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場 

地點：榮民之家餐廳    

時間：接上場婚宴後 

角色：丁伊平、王力、朱玲、蘇玉、高國慶、服務生、老兵甲、乙 

 

 服務生收拾餐具，賓客走了。丁伊平、王力、朱玲、蘇玉坐在椅子上。高國
慶醉倒在桌上。 

 老兵甲乙搶著麥克風唱「中華民國頌」副歌 
老兵甲乙：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經得起考驗--- 

朱：唉呀，高先生已經醉了 

蘇：對呀！他今天很開心，喝很多酒。比在上海我老家請客時還開心 

丁：可能是因為他的朋友都在這裡 

蘇：對，因為有大家的祝福。 

王：朱玲，你今天表現得很好 

朱：才沒有，我還闖了禍。（轉頭）高太太，今天那件事，真的非常抱歉。 

蘇：唉呀！那真的沒有關係，因為老高跟那兩位太太也不熟。而且這狀況我早就

想過了。我決定要嫁給老高時，就已經有接受閒言閒語的準備。因為的確

有些人是帶著不正確的心態嫁到台灣。 

朱：但是他們也不應該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啊！ 

丁：我想這需要時間來改變大家的想法 

王：高太太，我想一開始你會很辛苦 

蘇：我知道。我也想過老高的狀況，七十歲的人，我們作夫妻的時間還有多少？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老高跟我求婚我就馬上答應的原因。不管有多久，我

都要在他身邊陪著他。 

老兵甲：接下來我們要唱的是「把握人生的方向」，請大家掌聲鼓勵 

 音樂起，其他人拍手 
老兵甲乙：每一個人都有理想，只是理想不一樣！理想需要去實現，理想需要去

開創！大嫂一起來 

 老兵乙拉蘇玉唱歌，其他人跟音樂拍手 
蘇：不要心猶豫、不要心徬徨、你的意志要堅強 

三人：只要能把握，人生的方向，幸福就在你身旁----- 

丁：玲，我今天看到了 

朱：看到甚麼？ 

丁：你說的幸福的氣氛 

朱：真的嗎？ 

丁：我幫有錢人的婚禮做出了面子，但是卻沒有這次滿足。你做得很好，希望其

他案子也能有這樣的感覺。 

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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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剩下的交給你們了，我先走了。（站起來） 

朱：甚麼？ 

丁：玲，以後叫我名字就好，不要叫我老闆了。老闆聽起來太⋯.死要錢 

 丁伊平離開，王力笑 
三人唱：只要能把握，人生的方向，幸福就在你身旁 

老兵乙：來賓掌聲鼓勵 

蘇：不唱了，我該把老高弄回房間，你們幫我一下 

（兩老兵走近高國慶） 

老兵甲：老高醒醒，今天是新婚之夜，不能這麼早就睡 

高：（迷糊）要撤退！不！不能撤退，我們應該奮戰到底 

老兵乙：我們只是要帶你去洗把臉，讓你回房間打戰⋯⋯ 

 老兵甲乙扶老高離開 
蘇：（握朱玲的手）謝謝你們給我這麼棒的婚禮，我跟老高會很幸福的 

朱：一定會的！你要加油！ 

蘇：對了，這送你！（拿捧花）希望你也會有幸福的婚禮！ 

 蘇玉離開，服務生收餐具。兩人拆裝飾 
朱：就只剩我們了，他就把這些都留給我們收拾，自己先回家休息！？老闆真是

大牌。 

王：不，他是想要自己冷靜一下 

朱：冷靜一下！？ 

王：對呀！你讓他的信念開始動搖！ 

朱：信念？你是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王：對啊！其實學長他原來不是這樣想的。他開這工作室也不只是為了賺錢⋯⋯. 

朱：咦！ 

王：學長算是私生子，他母親是她父親的外遇對象。當時他父親是個有名的醫生，

他母親是醫院的護士。他母親一直在等待他父親離婚後跟她結婚。但是沒

想到一場意外讓他父親離開了，他母親幸福的夢就碎了。從此他就跟母親

相依為命，生活很辛苦。他常想如果當時母親是正大光明的結婚，有正當

的婚姻就一定會有幸福。所以他才想要開這間工作室⋯⋯. 

朱：因為他想要看到幸福，想要分享幸福的感覺！跟我一樣！？可是那他為什麼

會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王：那也是因為看到太多假象的幸福⋯.. 

朱：假象的幸福！？ 

王：我們工作室平均每年要幫十五對新人舉行婚禮，不但讓我們賺錢，也讓我們

為這個感到很驕傲！但是他們的婚姻為維持多久？一年、三年、五年、十

年⋯⋯⋯？我們用心幫他們設計難忘的婚禮，結果很多都只維持短暫的婚

姻，甚至有人度完蜜月後就決定離婚！現在的人把婚姻當兒戲，或是說只

把婚禮當成是一個開派對的一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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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那應該只是一部份的人，你們辦的那麼多婚禮中大部分還是幸福的吧！ 

王：我想至少還有一半吧！ 

朱：那就對了！為這一半的的機會努力也夠了，可是他的感覺卻是徹底放棄？ 

王：因為菲比！ 

朱：菲比？是誰？ 

王：以前的工作人員，也是伊平的女朋友。 

朱：那她現在呢？跟伊平分手了？ 

王：不只分手，他在你進來工作的前一個月結婚了！為了「錢」而結婚。 

朱：不會吧！ 

王：所以伊平才對婚禮徹底絕望！開始把籌辦婚禮當成單純的工作，他用錢裝潢

出大家喜歡的婚禮，至於幸福的感覺⋯⋯⋯.他就把它藏在角落。 

朱：難怪⋯⋯⋯ 

王：而今天的婚禮，你讓他想起三年前開Paradise時的感覺 

朱：（高興）所以我幫他找回了自己！！ 

王：沒那麼快！不過你再繼續努力，我想以前專門企畫「幸福婚禮」的丁伊平應

該很快就可以回來的！ 

朱：好！看我的！我一定會徹底改變他的！ 

王：對，就是這樣的精神！（笑）所以⋯..這邊就交給你處理！ 

朱：我處理？那你呢？ 

王：伊平心情不好，作兄弟的我當然要賠他去喝兩杯囉！ 

 王力快步下場 
朱：喂！王力！（生氣）真是的。（動手收拾）我真的能改變他嗎？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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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場 

地點：工作室及街景 

時間：一個月後  傍晚 

角色：丁伊平、王力、朱玲、一對夫妻 

 

 丁伊平跟一對新人討論企畫 
 音樂起 
丁伊平（唱）幸福  幸福  結婚是為了成就幸福 

            祝福  祝福  有婚禮就能踏上幸福的道路 

            因為家人的祝福  兩人堅定的信念 

因為真誠的雙眼  在教堂許下永遠的誓言 

           你們結婚以後可以生生世世直到永遠 

（帶他們走到門口開門唱，路人跳舞） 

            對，永遠！ 

            幸福  幸福  結婚是為了成就幸福 

            祝福  祝福  有婚禮就能踏上幸福的道路 

滿室的鮮花最甜蜜  美味的佳餚最滿足 

            鶼鰈情深、百年好和、早生貴子、祝福的話說不停 

            交換戒指、蓋上印章  一起開始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認為 

            幸福  幸福  結婚是為了成就幸福 

            祝福  祝福  有婚禮就能踏上幸福的道路 

 音樂結束 
 

丁：所以你們放心，當天事情就交給我們Paradise創意婚禮工作室來處理。你

們當天只要不緊張、保持最佳狀況。喔！最重要是不能缺席！（兩人笑）

那我們一定會幫你創造最美好的婚禮！ 

男：謝謝！ 

女：喔，那我想要的現場伴奏⋯⋯. 

丁：沒問題，我找了鋼琴跟小提琴的二重奏，他們都是學生，費用不會超過預算

的，放心！ 

女：謝啦！ 

丁：對了，明天我會把菜單傳給你們，你們看完後有意見再來討論！ 

男：好！拜拜 

丁：慢走！ 

 兩人離場，伊平回辦公室，。王力進來。 
王：伊平，星期六的花我已經訂好了。他們當天早上就會送到會場佈置 

丁：花！唉呀！我忘了跟你說不要跟花店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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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不跟花店訂那跟誰訂？ 

丁：因為新娘喜歡向日葵，所以我打算明天到桃園的向日葵花圃直接跟花農談。 

王：那就翻電話簿直接跟花農訂就好了，幹嘛還要跑一趟？ 

丁：NO、NO、NO----，桃園有好幾個向日葵花圃，品質都不一樣。還是要親自跑

一趟才能挑選花圃。 

王：那錢呢！ 

丁：當然有賺，只是拿人錢財當然要把事辦好嘛！ 

王：呦！當初的幹勁都找回來啦！ 

丁：你說這什麼話！我工作一直很有幹勁的。（笑） 

王：對了！你知道我剛剛看到誰嗎？ 

丁：誰？ 

王：高先生跟高太太！ 

丁：喔！他們好嗎？ 

王：有了變化！（神秘） 

丁：有了變化？！那大陸妹果然有問題！虧我們還幫她講話 

王：懷孕了！ 

丁：才一個多月，高先生就戴了綠帽 

王：不，是懷了高先生的孩子！ 

丁：天啊！不會吧！（驚訝） 

 朱玲拿東西回來 
朱：怎麼了，伊平一副驚訝的表情？ 

王：高太太懷孕了！ 

朱：哇！太棒了！老來得子！ 

丁：那高先生太厲害了！ 

王：對呀！沒想到七十歲的蝌蚪還這麼有活力！ 

朱：那我們應該為他們慶祝一下！（翻袋子拿出啤酒）剛好我買了東西回來 

（三人開啤酒） 

丁：乾杯！（三人喝酒） 

王：好爽！天氣熱喝啤酒最過癮 

朱：我還買了一些零食 

（從袋子裡倒出來） 

丁：太好了，有魷魚絲跟豆乾，謝啦！ 

（朱玲打開零食交給伊平） 

王：怎麼沒有我愛吃的洋芋片，你只買伊平愛吃的，真是偏心！ 

朱：你又沒跟我說，我怎麼知道？ 

王：那伊平有跟你說他要吃魷魚絲嗎？ 

朱：嗯⋯..我是因為我自己也喜歡吃⋯⋯ 

王：嗯？剛好跟伊平喜歡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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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你很囉唆耶！有得吃就不錯了還挑！ 

（朱玲臉紅翻報紙，看到張國榮自殺的新聞） 

朱：天啊！張國榮自殺？ 

王：對啊！昨天晚上。好像是感情還有壓力造成的。同性戀到底還是受到異樣眼

光的。 

丁：我在當兵時，睡我下舖的學弟就是一位同性戀。他在部隊裡常常被欺負，所

以行事都很低調。 

朱：你也會欺負他嗎？ 

丁：剛開始會笑他，後來因為他男朋友兵變，傷心找我陪他聊天。他談起他跟男

朋友感情時的樣子，我才知道其實同性戀跟一般人沒有差別。他們很認真

的去愛，也很希望別人的認同。 

 朱玲手機響 
朱：喂—宏宇喔！⋯⋯..我看到消息了！對啊！你們一定難過⋯⋯⋯，好，那在

Sara那裡碰面！OK！（掛電話）對不起，我朋友有一點事，我想要先走 

丁：OK，反正今天的事都處理好了，你就先走吧！ 

（朱玲拿包包） 

朱：那如果有甚麼事，我會在Sara那！拜！ 

 朱玲下場 
王：嘿！學長，剛剛你說同性戀的朋友跟你哭訴⋯⋯ 

丁：對，他難過的還趴在我身上⋯. 

王：那你當時有沒有甚麼感覺啊？ 

丁：感覺？你當我也是同性戀啊！去！ 

（要打王力，被王力躲開） 

王：不鬧你！（抓報紙）我要到廁所用功了！你就自己慢慢享受小玲玲幫你準備

的東西吧！（王力到廁所） 

 丁伊平拿著零食坐下，吃著魷魚絲，想到朱玲突然搖頭笑起來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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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場 

地點：酒吧   

時間：接上場 

角色：朱玲、Sara、陳宏宇、丁伊平、賴文中 

 

 爵士樂起 
 朱玲、陳宏宇坐在吧台前，Sara整理桌面 
陳：下午我跟小中因為張國榮的事大吵了一架！ 

朱：為什麼？ 

陳：（難過）他說當同志太辛苦，當同志戀人更辛苦。他擔心我們也會有這樣的

結局，所以就跟我提分手。 

朱：你答應了嗎？ 

陳：當然沒有！我這麼愛他，我不能失去他。朱小玲，我們真的很相愛，我們都

不能失去對方的。 

Sara：唉呦！不要這樣哭哭啼啼的，來，我請你喝一杯！（遞酒） 

朱：對呀！我想只是因為張國榮的事情影響了他，過兩天就好了！ 

陳：要是我們是美國人就好了！我們就可以到舊金山去結婚！舊金山是同志的天

堂，那裡承認同志的婚禮！ 

 

 音樂起 
陳宏宇（唱）我們到底有什麼錯  每個人都要用異樣的眼光看我 

             愛男人  還是愛女人  是上帝的捉弄 

             我們只能默默接受   

只能接受這個結果 

             我們到底有什麼錯  每個人都要用異樣的眼光看我 

             勇敢追求愛情不虛假   情人的感情比石頭還堅硬 

             但是牽手、擁抱、接吻卻只能在黑暗裡   

             我們只能默默接受   

             我們到底有什麼錯  每個人都要用異樣的眼光看我 

             愛男人  還是愛女人  是上帝的捉弄 

             我們只能默默接受   

只能接受這個結果 

朱玲（唱）   你們沒有做錯甚麼   不要在乎那些愚蠢的眼光 

Sara（唱）  只要是真愛這都無所謂  真心的付出就不會後悔 

朱、Sara（唱）別管流言、緋語、無聊的指指點點 

             相信對方就是你的幸福 

 音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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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謝謝，我是很相信小中就是我的幸福，但是他並不一定這樣想⋯⋯. 

 賴文中走進來，大家轉頭 
賴：我需要一個婚禮，如果有一個婚禮我就能相信！ 

陳：小中！ 

（兩人擁抱） 

賴：宏宇對不起，我愛你，下午我只是太害怕！連張國榮他們那一對都是這樣的

結果，那我們最後又會如何？ 

陳：我們會很好的！會一直到老。 

賴：這樣不夠，我想要有一個婚禮！屬於我們兩個的婚禮。 

陳：那要到舊金山 

賴：不！既然我們生活在台北，就應該在台北結婚！ 

 丁伊平進 
丁：婚禮！我好像聽到有關於我們工作室的業務。玲，原來你是來談案子的！ 

（丁看到賴文中，兩人驚訝） 

賴：丁大哥！ 

丁：小中！ 

朱：你們兩個認識？ 

丁：他就是我跟你說那個趴在我間上哭的部隊學弟！那他是你的⋯⋯ 

朱：他是我姊妹的男朋友 

Sara：天啊！有一點亂，我拿飲料給你們 

陳：小玲，他是誰？小中你甚麼時候趴在他身上？ 

丁：你不要想歪，我不是哪種人 

朱：（急）停！我幫各位重新介紹。我是朱玲。這位是丁伊平，我的老闆。這位

是陳宏宇，我以前舞團的好朋友。那他是小中，是宏宇的男朋友，也是伊

平當兵時的弟兄。那至於趴在間上的事情，是因為小中當時跟男朋友分手，

心情不好所以趴在伊平的身上！（說完喘氣） 

陳：原來是這樣！ 

賴：就是這樣，你別緊張。 

Sara：對了！剛剛不是在想說要辦你們的婚禮，其實可以找伊平幫忙！ 

陳：對啊！我怎麼忘了，上次我跟朱玲還有提過。 

丁：甚麼？是同志婚禮！？ 

朱：對呀！我們幫他們舉辦一個特別的婚禮！ 

丁：但是這婚姻不會被承認 

朱：那是在法律上。但是在他們心裡，以及邀請來的朋友都會肯定他們的婚姻的！ 

丁：可是⋯.. 

Sara：就來我酒吧辦吧！我來提供場地 

陳：真的！太好了！ 

賴：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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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伊平，他們需要這份幸福的力量⋯.. 

丁：好吧！因為我想即使我不答應，你還是會幫他們的吧！ 

朱：當然！ 

賴：我希望我們雙方都有家人在場，畢竟結婚是終身大事，我們需要家人的祝福 

陳：那我爸媽會瘋掉 

朱：你家人早就知道你身份了，只是不想提不是嗎？ 

陳：是啊！但是結婚⋯⋯我會試試看的。 

丁：小中，那你家人會支持嗎？ 

賴：應該會有一場革命吧！但是，這是我的幸福，我會極力爭取的！ 

朱：太棒了！我們要辦一場同志婚禮，一定要把他弄得很棒！ 

丁：（笑）王力知道了罵我們瘋了⋯⋯ 

朱：那就瘋吧！ 

（陳宏宇、賴文中抱在一起）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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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場 

地點：小酒吧  

已經把桌子清開，彩色燈光，彩虹旗高掛  

時間：一個月 

角色：朱玲、Sara、陳宏宇、丁伊平、賴文中、王力、陳宏宇媽媽、賴文中弟弟、

賓客們 

 

 熱鬧音樂起，男女同志著花枝招展的衣服起舞 
賓客（唱）  幸福  幸福  結婚是為了成就幸福 

            祝福  祝福  有婚禮就能踏上幸福的道路 

            因為家人的祝福  兩人堅定的信念 

因為真誠的雙眼  在教堂許下永遠的誓言 

            我就相信結婚以後可以生生世世直到永遠 

王力（唱）  對，永遠！ 

            幸福  幸福  結婚是為了成就幸福 

            祝福  祝福  有婚禮就能踏上幸福的道路 

兩人的生活很甜蜜  有了家人就更有溫馨 

            洗衣、燒飯、早起、晚睡都是生活的樂趣 

            獨立工作、溫柔呵護  幸福就更能長久 

            沒錯 

            幸福  幸福  結婚是為了成就幸福 

            祝福  祝福  有婚禮就能踏上幸福的道路 

 

（看到一位穿得正常的賓客） 

王：喔不！今天這是特別的婚禮，每個人都應該為這對新人特別打扮！你們造型

越炫，他們就會越感到幸福。所以，請幫忙協助一下這位客人！ 

 兩位同志拉著那位客人下台，Sara風騷上台 
Sara：酒夠不夠，不夠我再到地下室搬！ 

王：（拉Sara）唉呦！老闆娘，你今天穿得這麼美，不應該搬酒。如果酒不夠，

等一下我再去搬。 

 丁伊平進 
丁：一切都準備好了嗎？新人們要出來了 

王：我還沒有看到雙方家人代表 

丁：玲不是到巷口等了嗎？還沒有到喔！ 

王：我怕是不來了！ 

Sara：時間已經到了，還要等嗎？ 

丁：再五分鐘，如果還沒有來就算了。 

（伊平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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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玲走到門口，回頭張望 
朱：他們家人真的不能接受嗎？ 

（朱玲進酒吧，向王力搖搖頭） 

Sars：那就開始吧！ 

王：各位朋友，讓我們一起來歡迎最勇敢的一對新人，宏宇和文中！ 

（賓客歡呼、拉砲） 

 音樂響起  伊平領兩人進場，兩人手牽手走到中間，王力遞麥克風 
 陳宏宇媽媽、賴文中弟弟悄悄走進酒吧 
王：由酒吧老闆娘Sara，帶領新人宣讀愛的誓言。 

Sars：我陳宏宇願意在大家的見證下立下誓言 

陳：我陳宏宇願意在大家的見證下立下誓言 

Sars：我願意用一輩子的時間與賴文中相守 

陳：我願意用一輩子的時間與賴文中相守 

Sara：不論遇到什麼麼困難都不願意放棄 

陳：不論遇到什麼麼困難都不願意放棄 

Sara：願意分享兩人的快樂 

陳：願意分享兩人的快樂 

（朱玲發現陳宏宇媽媽、賴文中弟弟） 

朱：太好了，正好趕上 

（帶他們兩人往前鑽） 

Sara：悲傷、財富 

陳：悲傷、財富 

Sara:：還有內褲（大家笑） 

陳：還有內褲（大家笑） 

朱：（大喊）還有家人的愛 

（全部人轉頭，陳宏宇、賴文中與家人擁抱） 

陳：媽，謝謝你 

賴：你來了，爸媽呢？ 

弟：爸媽心臟不好，就別嚇他們了。 

Sars：好啦，我們繼續。換小中，我賴文中願意在大家的見證下立下誓言 

賴：我賴文中願意在大家的見證下立下誓言 

Sars：我願意用一輩子的時間與陳宏宇相守 

賴：我願意用一輩子的時間與陳宏宇相守 

Sara：不論遇到什麼麼困難都不願意放棄 

賴：不論遇到什麼麼困難都不願意放棄 

Sara：願意分享兩人的快樂 

賴：願意分享兩人的快樂 

Sara：悲傷、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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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悲傷、財富 

Sara:：還有內褲（大家笑） 

賴：還有內褲（大家笑） 

Sara：以及家人的愛 

賴：以及家人的愛 

Sara：你們可以交換戒指了 

（兩人交換後接吻，大家歡呼） 

 

 音樂起 
賴文中、陳宏宇（唱）我願意在大家的見證下立下誓言 

用一輩子的時間與你相守 

不論遇到什麼麼困難都不願意放棄 

願意分享兩人的快樂 

悲傷、財富  還有家人的愛 

感謝有你們的協助與祝福 

我們帶著信心走向未來 

不論未來是艷陽或是狂風 

我們會一起度過 

 

（賓客跳舞，一些同志戀人因婚禮感動而擁抱接吻） 

（朱玲感動流淚，伊平走近） 

朱：好美的婚禮，這是我參加過最棒的婚禮 

丁：也是我們辦過最棒的婚禮 

朱：你認為他們會幸福嗎？ 

丁：我不確定，只知道他們會很辛苦 

朱：但是至少兩個人在一起努力 

（陳宏宇丟花給朱玲，朱玲嚇一跳） 

（丁伊平牽起朱玲的手，兩人看著大家跳舞。王力與Sars走過來） 

Sars：我從來沒有這磨興奮過 

王：太棒了！雖然這次沒有賺錢，但說不定開闢了同志婚禮的市場 

Sars：朱玲，你結婚時也想這樣辦嗎？ 

朱：嗯！不過我希望有滿室的鮮花，還有吃不完的海鮮 

丁：這樣會花我很多錢，只要公正就好了吧！ 

朱：公正！（氣急）我又沒說要嫁給你，你憑什麼幫我作主 

（順勢拉起朱玲開始跳舞） 

 

 音樂起 
（丁、王、朱、Sara合唱） 



40

 大喜日子應該開懷笑  一生中最美妙的時刻就是現在 

男男女女盛裝聚集  金童玉女最受注目期待 

美食、音樂、燈光、美酒場面不凡 

但最受歡迎的還是新人到來 

一生一次把握現在 

不要害怕不要懷疑 

Paradise帶你像幸福的未來 

 眾人歌舞 
 

 

全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