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人物介紹 ＊ 

 

．說書者（說書者的打扮，大約四五十歲，手拿響板） 

印度來的老闆（瘦瘦黑黑、頭戴印度帽，肩膀上常停著一隻雪白的烏鴉）／ 

他的店員五、六人（穿著同一式樣的店服） 

．叮叮／小松（兩個十歲左右的男生） 

張大叔（黑壯，外號叫張大膽） 

說書者（說書者的打扮，大約四五十歲，手拿響板） 

掃街者（打掃者的打扮隨身帶著掃把、水桶） 

王天山（腳踏車修理店的老闆） 

小三子（二十歲左右的年輕人） 

．叮叮的媽媽、爸爸（三十幾歲的人） 

．大龍的父母（三十幾歲的老實人） 

．族長（五十幾歲的長者）／一隻會說話的白烏鴉 

 

甲乙丙丁戊己十個左右的鎮民（穿著鄉村的樸素服裝） 

六、七個左右的同學（穿著同樣的學校制服，都是十歲左右的小孩） 

一個小小孩（約 5歲） 

第一幕第一場的婦人母親（三十左右），女孩子（五六歲）也是第一幕第三場賣麵包的母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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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幕 

第一幕第一場場景：鄉村樸實街景，一家「哈哈丸」連鎖店，招牌上畫著一朵盛開的黑玫瑰，

店門兩邊的廣告語是用大紅的油漆寫著：天天不生氣、快樂似神仙。門口有兩三面「新開幕」

的旗子隨風飄揚，十分凸出，另有一家王天山腳踏車店。 

 

出場人物：鎮民甲乙丙丁戊人、店員甲乙及其他四、五店員、說書者、老闆、路人婦人甲與女 

         兒、掃街者、叮叮和小松、張大叔。 

 

△（音樂：快樂輕鬆的音樂）（燈光漸亮，一陣鞭炮聲，一群人圍著「哈哈丸」店門口吵吵鬧

鬧。） 

小販們：（大聲招攬客人）新開幕、新開幕！賣哈哈丸！賣哈哈丸！吃了天天不生氣、快樂似  

        神仙！吃了天天不生氣、快樂似神仙！ 

△（說書者從人群中擠出來，擠到舞台最前面，面對觀眾。燈光打在他身上） 

說書者：ㄟ~~我敲竹板，我打竹板；怪事多來，怪事妙；笑嘻嘻，嘻嘻笑；不生氣，淚不  

        掉；不會哭來，只會笑！ㄟ~~我敲竹板，我打竹板；新鮮事兒，真不少；藥丸奇來， 

        藥丸妙；吃下肚，會不會、死翹翹呀死翹翹！ㄟ~（想要再說，被圍觀的鎮民轟下台） 

△（小販抬出站高台，老闆站上，一甩斗篷，冒出一股白煙，轟！的一聲。） 

圍觀鎮民：（驚訝大叫）噢！（又驚又怕）  

老闆：各位鄉親，我是這家店的老闆，剛從印度回來！聽我說、聽仔細，今天你們有福了，你、 

      你常生氣嗎？（對著一位婦人甲問） 

婦人甲：（不好意思）是、是、是！我最愛生氣了，但都是孩子和老公惹我生氣的！ 

圍觀鎮民們：（紛紛搶著說）會、當然會呀！ 

老闆：（大聲說）靜一下！你們想不想每天都很快樂，都不用生氣！想不想⋯⋯ 

圍觀鎮民：（互看，小聲紛紛說）當然，想天天快樂，誰會喜歡生氣嘛？ 

老闆：（快樂大聲說）就說你們有福了嘛！（老闆又揮動一次斗篷，轟！的一聲，又冒出一股 

        白煙！） 

老闆：（吆和）來、來、來，吃下我神秘的哈哈丸，保證你們，天天不生氣、快樂似神仙！先 

      送紀念品，不用搶，今天來的人都有。（小販開始在群眾中分發紀念品） 

△（叮叮和小松上台，手牽手，擠入人群看熱鬧。） 

店員甲：（笑咪咪）一天一顆只要十元！ 

老闆：（很堅定的說）保證：大笑三分鐘、整天不生氣！ 

店員乙：（跟著說）對、對、對，天天笑嘻嘻、快樂似神仙！ 

△（店員們一起跳著合唱，用童歌【醜小鴨】的調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丸呀哈哈丸，每天一顆，精神好，從早到晚，嘻嘻哈！ 

       不煩惱來、不憂傷，精神愉快、身體好，一顆小小，功效大 ~~~ 保證每天笑哈哈！ 

婦人乙：（搖頭，對著自己女兒說）女兒，哇，太神奇了！我可從來沒聽過⋯⋯ 

鎮民甲：（搖頭）哼，我才不信⋯⋯ 

鎮民乙、丁：（好奇的開始討論）真稀奇，老闆一定在吹牛，就是嘛，那可能有這種藥！ 

△（小松、叮叮擠出人群，站在舞臺中央，打燈光在兩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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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邊點頭邊對小松說）小松！不知吃了會不會中毒？（有些鎮民也開始想走開，又 

      被店員拉住） 

老闆：（也一邊拉客人一邊大聲說）各位、各位，別走、別走！聽我說、聽我說！這真是  

     用天山靈芝，並混合多種印度名貴藥材提煉而成。是印度高僧常吃的神祕藥丸！相 

      信我，保證物超所值！別走、別走， 馬上發送紀念品，發禮物！（拉著觀眾，店  

      員開始發禮物。） 

老闆：（有些急，更大聲說）為了刺激你們的購買慾，現在，開始徵求試用者，頭一名獎 

      金一佰元、兩佰元⋯⋯五佰元、五佰元、六佰元！⋯⋯一仟，好~~就一仟元吧！ 

鎮民甲乙丙丁：（一起懷疑的問）喂，真不會中毒？ 

老闆：（堅定、輕鬆的語氣）不會、絕對不會！不信，你們隨便挑一顆藥丸，讓我當場吞 

      下！（馬上，鎮民乙挑一顆藥丸要老闆立刻服下。） 

△（全場定格，燈光打在老闆身上，懸疑的音樂響起，一會兒⋯⋯。） 

老闆：（大笑）哈、哈、哈！呵、呵、呵！太舒服了！現在，你們可以隨便罵我、打我， 

    看我生不生氣，我還可多吃幾顆⋯⋯（老闆說完，老闆又隨手抓起一大把藥丸吞下。） 

掃街者：（走出群眾）我是掃街者，身邊剛好有一桶臭臭的髒水，我潑，我故意弄濕藥丸， 

       看你生不生氣！（掃街者真的如此做了，但老闆依然笑嘻嘻的，看不出有一點生 

       氣的樣子。） 

老闆：（笑瞇瞇的說）你們可能認為我作假，不信自己來，一試見真章！ 

老闆：（頓一下，繼續說）頭一名有一仟元獎金、一仟元獎金！快、快，既快樂又得獎金！ 

△大家聽著、聽著開始互相點頭，交頭接耳。 

鎮民乙：（對著其他鎮民說）我真有點心動了！ 

張大叔：（突然衝出人群）我是張大叔，外號叫『張大膽』，平日最愛打抱不平，這外 

          號可非平白得來的！（邊說邊將兩手袖子往上捲） 

張大叔：平常我最討厭沒事亂笑了，我先來試試！不靈，或是肚子會痛，立刻扭你上警  

          察局⋯⋯。 

△（廣場上鴉雀無聲，大約五分鐘後⋯⋯燈光一直打在張大叔臉上，全舞台又定格不動，  

    全看著他。） 

△（歡樂的音樂響起，張大叔整張臉突然亮了起來，開始大笑，笑得連腰都伸不直了。） 

張大叔：哈、哈、哈！嗯~~好有效，呵、呵、呵！我從來沒像現在這麼快樂過，太神奇了！ 

       （邊手舞足蹈邊說）好快樂喲！心情從沒這麼輕鬆過，哈！哈！買，我買！那一仟元 

        獎金全換哈哈丸，我還可以分送給好朋友吃⋯⋯ 

△（鎮民們開始三三兩兩的討論） 

鎮民甲：（疑惑）啊~~真這麼有效？張大叔不太可能騙人吧？ 

鎮民乙：（露出想買的感覺）那~~那我也想先買幾顆回去⋯⋯，最近工作不順，煩死了，我也 

        想吃吃看！ 

鎮民丙：對呀！哈哈丸又不貴，我也想試試看！ 

△（鎮民甲乙丙，開始掏錢購買。） 

鎮民丁：（驚奇）你們膽子真大，真的敢買？敢亂吃藥？ 

鎮民甲乙丙：試試看，好像沒什麼害處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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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民戊：（開始掏錢買）是啊，可能就像吃顆補藥，快樂一下，不會有事的。我也買一盒！ 

叮叮：（叮叮摸摸口袋，拿出僅有的十元）小松，我天天被大家罵，一點也不快樂， 

     也想買一顆來吃吃看⋯⋯（小松強拉叮叮離開人群。） 

小松：（阻喝）叮叮，走啦！我們有那麼多好玩的事，那十元我寧願買冰棒吃就夠快樂了，還 

     需要什麼藥丸嘛！（小松強拉著叮叮下，燈光趨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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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第二場場景：街景與第一場同，賣哈哈丸的門口排了好多人；鎮民在路上走著，逐漸靠

近一家王天山腳踏車店，店內王天山和小三子工作著。 

 

出場人物：鎮民甲乙丙丁戊己、王天山、醫生、說書者、賣麵包母女 

 

 

△（快樂的音樂響起，燈光漸亮。雞啼，鎮民起床，開始一天的活動。鎮民一起在街道上快樂

的唱和跳『用童歌【醜小鴨】的調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丸呀哈哈丸，每天一顆，精神好，從早到晚，嘻嘻笑！ 

   不煩惱來、不憂傷，精神愉快、身體好，一顆小小，功效大~~~ 保證每天笑哈哈！） 

△（鎮民笑著互道早安） 

鎮民甲：哈哈，早！吃藥沒？ 

鎮民乙：嘻嘻，早！吃了，不吃怎行！ 

鎮民丙：（比著強壯的手勢）對呀！我已經把它當成一種強身的維他命，每早必吞一顆，才  

       開始一天的工作。 

鎮民們：（高興一起說）對、對、對！我們都是這樣，天天不生氣，都快樂啊！（鎮民們往王   

        天山腳踏車店靠近） 

鎮民戊己：（笑笑小聲說）王天山是鎮中公認最兇，又最愛生氣的老闆，聽說，為了改善生意， 

         最近也開始吃「哈哈丸」了，不知變得怎樣？我們來看看！（一群人圍在王天山店  

         門口。） 

王天山：（笑瞇瞇）嗨！小三子，你又偷懶啦！這也不會做？笨死了，哈哈哈！（笑著溫柔的  

        罵人） 

小三子：（快樂吹口哨、笑著說）嘻嘻嘻！老闆，我也吃了藥，雖然我覺得我有些冤枉， 

       但我還是會聽你的，我改、我改⋯⋯（向王天山陪不是） 

鎮民們：（笑著走開）哈哈哈，一點也不精采，不像以前兩個人又吵又打的！ 

鎮民戊：（笑著問）你知不知道哈哈丸的售價，由一顆十元、二十元⋯⋯，已飆漲到一顆一佰  

       元了，你們 知道嗎？ 

鎮民甲：（笑笑）還好！昨天一大早，就要我老婆趁沒漲價，還是五十元時，就把所有薪水都  

               買了哈哈丸，聰明吧！（拿出藥丸炫耀，大家用羨慕的眼光看著他。） 

鎮民們：（對著鎮民甲哀求）噢！賣我一些好嗎？我們是好朋友，拜託、拜託！（被拜託的鎮  

        民甲只是神氣的搖手，不接受。） 

△（有位鎮民己拿著珠寶，笑嘻嘻走，其他鎮民笑嘻嘻的問。） 

鎮民們：沒錢？要當東西？ 

鎮民己：（點頭，笑著一點也不煩腦）對呀！錢再賺就有，快樂比較重要！大家快去排隊，去  

        晚又買不到了！ 

△（醫生走上台，拿著擴音器在街上，走回走著，很著急的廣播。） 

醫生：（焦急的說）千萬別亂吃來路不明的藥，小心會有一些不好的後果發生，諸如吃了可能 

      會上癮；可能會中毒；可能會⋯⋯。 

鎮民甲：（不在乎）安啦！不會啦，安啦！ 

鎮民乙：（點頭）都吃那麼久了，也看不出有什麼不好的反應，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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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民丙：（好像突然想到）對、對、對，倒是我們好久沒看醫生了，哈哈哈！ 

△（大家繼續排隊買藥，沒人理醫生，醫生嘆息，又繼續廣播。鎮民走開，不理醫生。） 

醫生：（獨自站在舞台）千萬別亂吃來路不明的藥，小心會⋯⋯。 

△（燈光趨暗） 

△（快樂的音樂響起，燈光漸亮。鎮民都嘻嘻哈哈在街上互相打招呼，走著） 

說書者：ㄟ~~我敲竹板，我打竹板；我笑哈哈，我哈哈笑！怪事怪事真不少；不生氣來，淚 

       不掉；不會哭來，只會笑！ㄟ~~我敲竹板，我打竹板；我笑哈哈，我哈哈笑！ 

       新鮮事兒真不少；藥丸奇來，藥丸妙；吃下肚，怕不久、死翹翹呀死翹翹！ㄟ~~ 

            （想要再說，又被圍觀的鎮民笑著轟下台） 

△ （街上的人全笑嘻嘻的，快樂的走來走去。有對母女在路邊賣麵包，小女孩喝水，不小心

把一壺水全灑在食物上，媽媽卻一點也不生氣， 還是笑笑的和小女孩繼續叫賣，叮叮和小

松在旁邊露出羨慕的表情。） 

小松：（認真嚴肅的說）叮叮，你知道我是個孤兒，從小生長在育幼院，哪裡會有錢買那種藥 

      丸吃，其實，那種東西送給我，我也不一定敢吃！叮叮看你眉頭皺成那樣，一定是沒吃  

      的，對不！ 

叮叮：（懊惱）是啊，小松！我家又不是很有錢，所以只有我們父母吃。（生氣）最近我功課不 

    好；又闖了一些禍，無論在哪兒都常被別人【笑著罵】！但是同學中一些有吃藥的人，即 

    使被老師罵得很慘，一點也不用生氣，多好啊！⋯⋯ 

小松：（不太高興）那是你自己不寫功課，不守規矩，應該被罵！老師不是也罵那些吃藥的人 

      是不知羞恥！ 

叮叮：（有些喃喃自語低頭說）可是、可是，你看看，那些服過藥丸的同學，即使被罵也能不 

       生氣，還笑口常開，真是羨慕又忌妒，看了真氣死人！（有些著急）小松！我真覺得  

       能吃吃哈哈丸，每天快快樂樂都不用生氣，好好哦！ 

小松：（驚奇）啊~~你不覺得那些吃過藥丸的人，罵人時也笑，被罵時還笑，整天都傻傻的笑 

     著，真是怪透了，你該不會腦筋笨到真想吃藥？⋯⋯（小松有些疑惑的望著叮叮，手放   

     太陽穴旁，比出阿達的手勢。） 

小松：（擔心）叮叮~~我還聽他們說：對一些平時常該生氣的事，現在雖然不氣了，但笑的時 

     候，有些人總覺得心頭有些怪怪的感覺⋯⋯.。 

叮叮：（渴望）真的嗎？小松，不過我是愈來愈想吃吃看！人家真想每次被別人罵時都能不生  

     氣嘛！ 

叮叮：（開始拖著小松）小松！陪我去那家店鋪，陪我去啦！可能光聞聞哈哈丸的氣味，也會 

     有點效用。拜託，陪我去看看！（叮叮硬拖著小松往賣藥丸的老闆方向走去，燈光趨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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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幕 

第二幕第一場場景：賣「哈哈丸」的店，店後有一間小屋，屋子旁邊擺了很多罐子和罈子。叮

叮和小松在門口張望著。 

 

出場人物：叮叮、小松、老闆、白烏鴉。 

 

△（音樂響起，燈光漸亮。） 

叮叮、小松：（失望，一起說）公休一日，哦~~ 

小松：（笑笑）公休一日，難怪今天沒有排隊的人潮。 

叮叮：（哀求）小松，反正我們是來聞氣味的，到店後面可能味道更濃些。（叮叮拉著小松繞到  

     後面的小屋，好奇的從窗戶縫往裡頭瞧。） 

叮叮：（大力的吸氣）小松，屋裡黑漆漆的什麼也看不到，真討厭！ 

△（兩人正要離開，裡面的燈突然亮起了來。） 

叮叮：（高興）真好！老闆回來了！ 

△ （老闆好像剛從外面回來，脫下外套，站在一堆怪怪的罈子前。從罈子裡，拿出一顆顆心

型的紅咚咚的東西，一邊數著、一邊目不轉睛的欣賞著。） 

叮叮：（小聲）小松，那肯定是某種名貴藥材，快！多吸點「藥味」！（叮叮開始大力吸氣。） 

老闆：（點數著東西）一、二、三、四⋯⋯（老闆繼續數著）三十一、三十二⋯⋯哈哈哈，好， 

      全齊了！（老闆得意揚揚的對著他的白烏鴉說話。） 

老闆：（得意的說）【快樂】？全鎮最快樂的人當然是我，嘿嘿嘿！⋯⋯ 

小松：叮叮，想不想聽清楚老闆說些什麼，我們換個比較靠近的位置！（兩人輕輕的挪動著位 

      置） 

老闆：（笑著說）哈哈！現在，我不但最有錢，連魔王派我來收集每個人【心】的工作，也快  

       完成。瞧瞧！這些【心】，是前一個市鎮收集來的，還挺美的⋯⋯。 

烏鴉：（拍動翅膀）呱呱呱！。 

叮叮：（小聲疑惑）小松，他說什麼心？ 

小松：（比個不要出聲的手勢）噓！別講話！  

老闆：這些人真傻！居然想用我的藥換取快樂，哈哈！其實，只要一開始吃我的藥丸，他們的 

    【心】就慢慢變硬；【心】會一點點、一點點慢慢死去。最後，先是想哭、哭不出來，等 

     到~~嘿、嘿！若連一滴眼淚也流不出來時，【心】就全死了，我就會用魔王交給我的【假 

     心】，換取他們的【真心】。嘿、嘿、嘿！（老闆開心的換一個罈子，拿出另一堆紅咚咚 

     的東西）一、二、三、四⋯⋯ 

叮叮：（著急）小松，糟了，他~他是魔鬼派來的老闆，那不久我爸媽的心⋯⋯（小松比了個不 

       要出聲的手勢，急忙捂著叮叮的嘴） 

老闆：更棒的是那些沒真心的人，並不會⋯⋯嘿、嘿、嘿！ 

叮叮：（著急）小松！他說不會什麼呀？ 

老闆：（得意）我不會讓這些人真的死去的，只是每天會像呆子一樣的活著、一樣的活著⋯⋯ 

△老闆一邊搬動罈子，一邊得意的說著、笑著。 

老闆：（笑）哈哈哈！誰也不知道，這正是因為吃了【哈哈丸】的關係，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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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烏鴉：（拍翅膀）呱呱呱！呱呱呱！ 

老闆：（得意摸著白烏鴉）嗯~~每個開始吃藥的人，胸口都會生出一顆黑痣，這會兒一定愈 

      長愈大。等到長成像朵盛開的黑玫瑰時，就表示他們的【心】已全死了，全死了！哈哈！ 

      等到真想哭時，若連一滴眼淚也流不出，我就立刻去把這些人的【心】，全收在罈子裡  

      交給魔王，哈哈哈！ 

叮叮：（大叫）啊~~（小松趕緊阻止） 

老闆：樂死我了，他們都不知道是在用自己的【心】換取快樂。靠吃藥怎麼會有真快樂，我   

       才是最快樂的人！而且他們永遠也不會知道，【流淚】的價值，【淚水】的珍貴⋯⋯。 

△小松一個不小心弄倒了身邊的水罈，發出很大的響聲「碰！」。 

白烏鴉：呱呱呱！（受到驚嚇，大力拍動著翅膀） 

老闆：是誰，誰在外頭？（老闆發現屋外有人，轟！的一聲，冒出一股白煙，一下就消失不見。） 

叮叮和小松：（叮叮和小松揉揉眼，驚嚇得說）魔鬼派來的老闆怎麼就不見了！咦~~是誰在拍 

           我們背？（轉頭一看，老闆很生氣的站在他們後面。立刻拔腿就跑，一面往後看， 

           看老闆是否追過來！） 

△出現老闆重覆發狠的聲音：你們要是敢洩露半個字，壞了我的計畫，我一定先收了叮叮父母 

   的心！你們要是敢⋯⋯。 

△在老闆陰狠的笑聲中，緊張音樂響起，燈光趨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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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第二場場景：街景、叮叮的家及一間招牌寫著「聖殿」的建築物。 

 

出場人物：說書者、叮叮和小松、叮叮的媽媽、老闆、族長伯伯 

 

△換場時說書者上，燈光打在他身上。 

說書者：ㄟ~~我敲竹板，我打竹板；怪事多來，怪事妙，新鮮事兒真不少；笑嘻嘻，嘻嘻笑；  

        不生氣，淚不掉；不會哭來，只會笑！ㄟ~~我敲竹板，我打竹板；怪事多，事不妙；   

        魔王壞，心不好；種黑痣，偷真心；變呆子來，沒命了！變呆子來，沒、命、了！ 

△緊張的音樂響起，燈光漸亮。 

△叮叮和小松一起跑回家，一進門，喘著氣。 

叮叮：媽~~媽！你們、你和爸爸最近胸口有沒有長出一顆像朵玫瑰的黑痣？ 

△媽媽：（笑著搖頭）叮叮，別急、別急！奇怪，是有顆黑痣！最近你爸的胸口也長出一顆和 

        我一樣圓圓、黑黑的痣？不過大概沒什麼關係的，有關係嗎？ 

△叮叮嚇得哭了出來 

叮叮：媽，拜託你和爸爸都別再吃「哈哈丸」，那是⋯⋯. 

△小松站一旁，也很緊張。 

小松：伯母，那是、那是魔鬼的藥！ 

△叮叮：（緊張）小松，魔鬼老闆不是說，不能說出來，不然我父母的心就會立刻被魔王收走 

        的？ 

△媽媽又笑笑，現出奇怪的表情。 

媽媽：哈哈！什麼魔鬼的藥，什麼被魔王收走？我若沒吃哈哈丸，像今天你沒寫功課就出去玩， 

     房間又一團亂，我早就被氣死了！ 

叮叮：（哀求）媽！妳若不高興可以像以前一樣罵我、打我呀！不然就是以後我會變得更乖， 

     更聽話！不再惹你生氣，求妳別再吃那種藥了！ 

媽媽：（笑著）別說了，像現在你這麼不乖，我都能不生氣，多好啊！你不知道，生氣會使人 

      快老的？兩個人快去做功課！（笑著走開） 

小松：（安慰）叮叮，別著急，等你爸爸回來再和他說說看！ 

叮叮：（搖頭苦笑）大概也沒有用的！ 

叮叮：乾脆我們把那些藥倒進水溝！ 

△翻出櫥櫃中寫著【哈哈藥丸】的東西，正想往外走，又被媽媽叫住。 

媽媽：（笑著罵）是誰說要變乖了，看來我又要多吃一顆哈哈丸，不然遲早真會被你氣 

      死的！ 

叮叮：（急得哭出來）媽~~不要再吃了，我一定會變乖的！ 

△叮叮、小松一直阻擾，但媽媽又吞下一顆。 

△叮叮、小松兩人急得亂抓頭，叮叮無奈的大哭 

叮叮：（哭）嗚、嗚、嗚！ 

△媽媽接著摸摸叮叮的額頭。 

媽媽：這孩子是不是感冒發燒了，有點不正常！ 

△緊張的音樂又響起，燈光趨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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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樂的音樂響起，燈光漸亮，街上人來人往，有些人在玩耍，有人在運動，大家都笑嘻嘻的！ 

△小松、叮叮站在人群裡 

△五六個鎮民一起在街道上快樂的唱和跳（用童歌【醜小鴨】的調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丸呀哈哈丸，每天一顆，精神好，從早到晚，嘻嘻笑！ 

    不煩惱來、不憂傷，精神愉快、身體好，一顆小小，功效大 ~~~ 保證每天哈哈笑！ 

△鎮民們走過小松、叮叮的身邊。 

鎮民們：小朋友，快樂點！要不要吃顆藥丸？ 

△兩人搖頭苦笑。 

叮叮：（害怕）小松，從被警告的那天起，我天天都好怕魔鬼老闆會來抓我！ 

小松：（害怕）對啊，叮叮，現在我都不太敢到人少的地方玩。 

△倆人垂頭喪氣。 

叮叮：（著急）唉！小松，怎麼辦？我父母都不聽我的⋯⋯ 

小松：（雙手抱著肩膀，十分害怕）我也是，叮叮，所有人都不聽我勸，而且我老覺得魔鬼老  

      闆一直在身邊盯著我！ 

叮叮：（叮叮也雙手抱著肩膀，觀看四周害怕的說話）還常聽到他可怕的笑聲，對不對？小松！ 

     可能再過不久，我爸媽的心就會被魔王收走，到時他們就變成呆子了，我真的好害怕⋯⋯ 

小松：（抓頭）是呀！其他吃藥丸的人一樣有危險⋯⋯ 

叮叮：那~~我們去求魔鬼老闆，求他放過全鎮的人！ 

小松：（搖頭）叮叮！他是魔鬼的使者，會這麼好心？肯放過全鎮的人？ 

叮叮：（想一下）有了，小松！我們一起去告訴老師，還好他也沒吃「哈哈丸」⋯⋯ 

小松：（搖頭）叮叮，老師不信怎麼辦？因為平常我們都不是班上的【好學生】；又有說謊的記 

      錄，老師會相信我們說的話嗎？⋯⋯ 

叮叮：小松、難道你還有其他法子？不然，我們趕快去找老師吧！ 

△倆人正要走時，魔鬼老闆的笑聲突然又響起，在空中迴盪著。 

老闆：呵！呵！呵！誰想去告我的狀？不怕我立刻收了叮叮父母的心？ 

白烏鴉：（大力拍動著翅膀）呱呱呱！ 

△可怕的魔鬼老闆，不知何時悄悄又站在他們的後面，兩人嚇得抱在一起，直發抖。 

  有些鎮民過來，魔鬼老闆和氣的和大家打招呼，大家又走開了。 

老闆：最近工作進行的十分順利，眼看魔王交待的使命就快完成，你們誰都別想壞了我的計畫，  

     嘿~嘿~嘿~。 

老闆：叮叮！你是不是很想救你父母？除非、除非⋯⋯（想了一下） 

老闆：這樣吧，叮叮！你就當我的助手，留在我身邊幫忙做事。也加入魔王的行列，就用你 

      一顆真誠效忠魔王的【心】，換取你父母兩顆【心】。 

老闆：（陰笑）嘿~嘿！如此，立刻就給小松解藥，讓他帶回去救你父母，如何？ 

△緊張音樂響起，三人定格不動，燈光打在叮叮臉上。 

叮叮：我⋯⋯我⋯⋯好⋯⋯好！ 

△小松：（勇敢）不！ 

△小松擋在叮叮的前面。 

小松：不，我留下來，讓叮叮帶解藥回去！因為，叮叮父母若沒有了叮叮，肯定十分傷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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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了朋友還是我留下來！ 

叮叮：小松！這樣好嗎？⋯⋯我想救我父母，但不要你獨自留下。 

△小松推著叮叮走。 

小松：（勇敢）沒關係，你快走，快走！ 

△叮叮拿著解藥走沒兩步，轉過身，勇敢的把解藥用力丟向老闆。 

叮叮：不，我不要用我朋友來換解藥。小松！我們快走，我們絕不和魔鬼打交道！（一把抓著 

      小松，拔腿就跑。） 

△緊張的音樂又響起，倆人摀著耳朵，低著頭飛快的跑著，耳邊依然一直響著魔鬼老闆得意又 

   恐怖的笑聲。跑著跑著，抬頭一看居然來到鎮上族裡的聖殿。 

小松、叮叮：（鬆口氣同時說）啊，聖殿！（倆人想都沒想就衝了進去。恐怖的笑聲突然消失。） 

△小松、叮叮：（興奮）咦！魔鬼是不是怕聖殿？對了！說不定也怕族長伯伯！快！我們快去 

              找族長伯伯幫忙！（燈光漸弱些） 

△ 兩小孩下場，再和族長伯伯邊說邊上場，三人站在舞臺中央，兩個孩子比手劃腳，搶著將

經過描述一遍。 

族長：那天，魔王的使者有沒有說，他最怕什麼？是大蒜、洋蔥？還是怕別的？ 

小松、叮叮：（吞吞吐吐搶著說）好像說、說什麼【淚水】的⋯⋯ 

△小松和叮叮開始互相抱怨。 

小松：都怪叮叮亂叫！ 

叮叮：才怪你，誰叫你弄翻水罈，不然我們還能多聽一些！ 

族長：（慈祥）好了、好了！嗯~~你們別怕！我也注意到這件事很久了！現在有好多人都變得 

     怪怪的。你倆最近可別亂跑，沒事就常來我這兒！我已經在製作解藥，希望能解開「哈 

     哈丸」的毒；我還有一塊祖先留下來專門剋鬼的「聖布」！我一定會想出法子的，不過 

     到底魔王他們最怕什麼呀？⋯⋯。 

△ 懸疑的音樂響起，燈光趨暗。 

 

 

△換幕時說書者上，燈光打在他身上。 

說書者上場：ㄟ~~我敲竹板，我打竹板，我想哭來，我不笑！ㄟ~~我敲竹板，我打竹板，天 

           下怪事多，今年真不少，孩子死翹翹，不會哭還在笑！ㄟ~~我敲竹板，我打竹板， 

           你說怪不怪、好笑不好笑，好笑不好笑！ㄟ~~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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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幕 

第三幕第一場場景：荒野墓場，刮著風，一隊送葬的隊伍，最前排的同學，每位都拿著一朵小

白花。 

 

出場人物：說書者、叮叮和小松、大龍的爸媽、鎮民甲乙丙丁戊己、老闆、族長伯伯、三個沒

吃哈哈丸的人、一個小孩 

 

 

△悲傷的音樂響起，幕升起，燈光漸亮。 

△叮叮和小松和同學各拿著一朵小白花，站在最前排。 

叮叮：（悲傷）我們的同學李大龍，玩水淹死了，可是全隊伍中只有幾個人和我們一樣會難過、 

     會哭！這可能是從古到今最奇怪的一支送葬隊伍！ 

△墓場上笑聲此起彼落，大都數人臉上連一點悲傷的表情都沒有。 

鎮民們：（呆笑）嘻、嘻、嘻！哈、哈、哈！ 

小松：唉！這光景給不知情的外人看了，還可能真會以為，我們是正在辦一樁大喜事。 

△大龍的爸媽被人攙扶著，快倒在地上。 

大龍的爸媽：（痛苦笑著）嘿~~嘿、哈~~哈⋯⋯哈哈~~老天！我們的孩子大龍死了，我們怎 

           麼能笑？可是卻無法不笑！嘻嘻嘻~~~誰快來幫幫我們！我們想哭啊！ 

△鎮民甲：（溫柔）別擔心，我們就是怕你們會太傷心，所以早上又給你們多吃了五、六顆哈 

          哈丸，這會兒你們是不會哭的！ 

△大龍的爸媽：哈、哈、哈，不、不是，我們是真想哭啊~~ 

△叮叮和小松：唉！這笑聲比哭聲還難聽千百倍！ 

△老闆突然又走到他們後面，陰陰的笑著。 

老闆：誰說的，這樣不是很好？不准亂說話！ 

大龍的爸媽：（笑著）嘿~~嘿、哈~~哈⋯⋯我愈想哭，卻笑的更大聲，誰快來幫幫我，我真 

              的想哭！ 

小松：叮叮，我們怎麼辦？ 

△兩人推開魔鬼老闆的拉扯，衝到大龍爸媽面前。 

叮叮和小松：（著急）快看看你胸口的黑痣，是不是像朵盛開的黑玫瑰花？拜託，快看呀！ 

△大龍的爸媽笑的有些迷糊，像喝醉酒般歪歪倒倒。 

大龍的爸媽：哈哈~~老天！我孩子死了，我怎麼能笑？可是我無法不笑！什麼黑痣、什麼黑  

           玫瑰？⋯⋯（兩人一邊說，一面慢慢的從衣領望著自己的胸口。） 

大龍的媽：（瞇眼迷糊）呵~呵~呵~我胸口的痣一層層的，愈看愈像朵黑玫瑰花！大龍的爸， 

          你呢？ 

大龍的爸：（瞇眼迷糊）我~我也有！嘿~嘿~嘿~我怎麼還能笑，我是不是該哭才對？哈哈 

          哈~~我怎麼反而笑得更厲害了？ 

△其他鎮民同時都看了看自己胸口，有的還互相看。 

鎮民甲乙：（笑著）呵~呵！是啊，好像我胸口也有⋯⋯ 

鎮民丙丁：（奇怪）咦~~什麼時候開始，怎麼我們胸口都長了一顆漂亮的黑痣？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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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民戊：（笑著）我的痣比較大、比你美！ 

小松：叮叮！魔鬼老闆是不是說過，一個人該哭不哭，甚至連眼淚也流不出來，也就是胸口長 

     出一顆玫瑰型的黑痣時，【心】就會被魔王換掉！是不是？ 

叮叮：對呀，我也記得他是這麼說的！ 

△兩人一邊說，一邊害怕的望著魔鬼老闆。 

小松：叮叮，我們不能只顧著害怕，我們一起說吧！ 

△小松和叮叮衝到大龍爸媽的面前，一起大聲說。 

小松和叮叮：大龍的爸媽！拜託你們快哭，快流淚！不哭是不行的，不行的，凡是吃過「哈哈  

            丸」的人也都一樣需要！那個、那個魔鬼老闆就在那~~那兒⋯⋯。 

△鎮民們聽了，七嘴八舌笑著問老闆。 

鎮民們：嘻嘻，這是真的嗎？ 

△老闆搖著手，很悠閒的回應。 

老闆：哎呀！別聽他們的，這兩個孩子是想偷吃我的哈哈丸，偷不成才故意亂說⋯⋯。 

白烏鴉：呱呱呱！ 

△族長伯伯推開其他人，快步走出來。 

族長：是嗎？大家讓開！ 

△族長一面將手中的一塊繡著「聖布」的紅布向老闆的身體丟過去，口中不停的唸著咒語。 

族長：嗡嗚嗚叭趴，哄！嗡嗚嗚叭趴，哄！嗡嗚嗚⋯⋯ 

△老闆和白烏鴉的身體一碰到繡花紅布，立刻冒煙燒了起來，並發出兩種淒厲的叫聲。 

老闆、白烏鴉：呀~~呱~~ 

△燈光打在魔王身上，其它人注視著魔王定格不動。 

△燈光暗一下，鎮民驚叫「啊~~」 

△燈光亮，老闆和白烏鴉消失，只留下一堆灰燼，和刺耳的老闆笑聲：嘿~嘿~嘿！小心，我   

   會再回來的⋯⋯ 

△鎮民們紛紛不知該怎麼辦，還是笑嘻嘻的互問。 

鎮民們：（呆笑）哈~~哈！他真是魔鬼！那~~現在我們該怎麼辦？怎麼辦？呵呵呵！ 

族長：（堅定的說）來，還好叮叮和小松先告訴過我魔王的企圖！這是我這幾天連夜趕製的 

   解藥，先給大龍的爸媽服用，其他有吃過哈哈丸的人也都要吃！還有大家一定要哭，一定  

   要流淚！ 

叮叮、小松：（一起說）對，我們好像聽魔王說過，他最怕淚水，若不流淚，心會被魔王收走  

           的，以後會只有假心，只能像呆子一樣的活著！ 

△叮叮、小松及其他沒吃過哈哈丸的人開始幫忙，不管大家願不願意，每人發一顆要大家吞下。 

  大家吃下解藥，都捂著胸口，一陣噁心開始嘔吐。 

鎮民們：嘔、嘔、嘔！吐出的水還真是又黑又臭！ 

△鎮民不久又再吐出一些黑黑的臭水；開始變得比較清醒，大都已經不再嘻嘻哈哈的笑了，有 

  些還唏唏嗦嗦的哭了起來。 

鎮民乙：（流著淚）嗯、嗯、嗯！我已經清醒了，大龍爸媽你們可能中毒最深，趕快哭啊，  

       快流淚呀！ 

大龍的爸媽：（吐過好幾回）嘔、嘔、嘔！ 

          （沒淚的大哭）哇！~~可是為什麼沒有眼淚，我們要為我們可憐的孩子流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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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打在大龍的爸媽身上，大龍的爸媽繼續放聲大哭。只是，叫到喉嚨都啞了，也沒流出一  

  滴眼淚。悲傷的音樂響起。 

△鎮民甲乙丙丁：我們清醒了，我們知道：魔鬼老闆可能不久又會回來收大龍爸媽的【心】、 

               或我們的【心】！來，我們這有些薄荷油，我們一定要多流些淚才行的！ 

△大家開始互擦薄荷油在眼旁！ 

△鎮民戊：這裡有我中午沒用完的辣椒油，大家趕緊往自己和大龍爸媽的眼晴上塗抹些！ 

△鎮民己：聽說魔鬼最怕洋蔥，而且洋蔥又能嗆的人流淚，快，分頭找些來！ 

△立刻有人抬來好幾籮筐切開的洋蔥，要大家猛吸、猛擦眼睛。 

△不久，墓地上的鎮民們不管用什麼方法，大都淚流滿面，哭的唏哩嘩啦。 

△燈光又打大龍爸媽的身上。 

鎮民甲乙：你們流淚沒？ 

△大龍的爸媽叫啞的嗓子，腫脹著眼眶。 

大龍的爸媽：我們真是中毒太深了，雖然族長伯伯給的解藥也吃了 3、4 顆；黑水也吐了好幾 

   遍；哭也哭啞了；也塗了辣椒、薄荷油；甚至連洋蔥也吸、也擦了！你們看，我們兩隻眼 

   睛被弄得又紅又腫，只剩下一條縫了，但眼淚怎麼就擠不出來，我們真想為我可憐的孩子 

   流淚！ 

△ 這時，一個小小孩偏巧又好奇的掀開灰燼上族長伯伯的繡花紅布，看一看。大家都來不及

制止，只是大聲驚叫！ 

鎮民們：啊！不要⋯⋯ 

△ 「轟！」的一聲，在一陣煙霧中魔鬼老闆又出現了。從懷中掏出兩顆紅咚咚的假心，朝大

龍爸媽走過去，準備要換心了。 

老闆：哈哈哈！沒想到這麼快我又回來了。嘿、嘿！不客氣，就先收大龍爸媽的【心】吧！ 

白烏鴉：呱呱呱！ 

△大家趕緊又將族長的「聖布」，快傳過去給族長，可是族長面對著魔王的使者，雙手比著十

字，愁眉苦臉的說話。 

族長：唉！這塊聖布只能用一次，現在大家只能試著用洋蔥擋擋看！我也再唸唸咒語，嗡嗚嗚 

     叭趴，哄！嗡嗚嗚叭趴，哄！嗡嗚嗚叭趴⋯⋯ 

△大家趕緊層層圍著大龍的爸媽，排成好幾道人牆，族長擋在最前面！每個人手上都拿著切開

的洋蔥抵擋著，一邊著急的大喊！ 

鎮民們：快流淚，快流淚！快、快想想，你可憐的大龍！ 

△老闆向前，鎮民圍著大龍的爸媽後退。 

鎮民丙：大龍的爸媽，我狠狠揪你們幾下，讓你們痛得流眼淚好嗎？ 

△大龍爸媽猛點頭，被揪得唉唉叫，還是一滴眼淚也流不出來！ 

△魔鬼老闆好像一點也不怕洋蔥。 

老闆：（皺著眉頭發狠的說）讓開、讓開我只是最討厭洋蔥味了，我才不怕⋯⋯（老闆用雙手

用力的撥開人群。） 

△鎮民圍著大龍的爸媽不斷的後退。 

鎮民們：（著急）我們都愛你，快流淚，快流淚！不然【心】就要被換走了！ 

△突然都靜止不動，一片安靜，燈光打在大龍爸媽的臉上，終於發出水滴「咚」「咚」的音響！ 

鎮民們：（歡呼雀躍）呀~~流淚了，流出眼淚了！這眼淚真有如鑽石般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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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民們：（哭著）不，更珍貴，嗯~嗯~嗯！ 

老闆：（用斗篷掩著臉）淚水、淚水，才是我最害怕的東西，算你們聰明！你們小心點，很 

     快我會再回來的！ 

白烏鴉：呱呱呱！ 

△「轟！」老闆再次消失不見。 

鎮民們：（大家歡呼）萬歲，還是淚水厲害！ 

鎮民們：（哭成一團互問）哇~~~咽~~~，喂！你是高興還是悲傷？ 

鎮民甲乙丙：不知道，我們就是想哭嘛！ 

鎮民丁己戊：（邊哭、邊說）哇、哇、哇！~~~對嘛，本來難過想哭，就該哭出來！ 

鎮民們：咽、咽、咽！老天！原來能哭真好，這種真實的感覺好舒服、好舒服！真高興我們都 

       能即時逃出魔王的魔掌！ 

△鎮民一起邊唱，邊跳舞（用童歌【醜小鴨】的調子）： 

    哭哭、哭哭哭，哈哈丸呀哈哈丸，每天一顆，害死人，從早到晚，嘻嘻哈！ 

    不會哭來、不流淚，魔鬼收心、真可怕，淚水小小，功效大~~~保證活到一百八！ 

 

△大家彼此擁抱、互相安慰，緩和優雅的音樂響起，燈光趨暗。 

 

 

 

 

△換場時說書者上，燈光打在他身上。 

△說書者上場：ㄟ~~我敲竹板，我打竹板，我哭哭，我笑笑，真情流露真美妙！ㄟ~~我敲竹 

              板，我打竹板，真實哭，真實笑；真實哭來，真實笑，真情流露最美妙！ㄟ~~  

              我敲竹板，我打竹板，淚水、真情，最寶貝來最寶貝！淚水、真情，真可貴來 

             真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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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第二場場景：歡樂的鎮上，鎮民在路上走著，場景與第一幕第一場相同的街景，只是賣

「哈哈丸」的連鎖店已換成「愛愛書店」。 

 

出場人物：鎮民甲乙丙丁戊己、叮叮和小松、說書者、同學 

 

△輕鬆的音樂響起，燈光漸亮。 

鎮民們：哈哈，早安，你好！ 

鎮民戊：你們還吃藥啊？ 

△大家相擁而笑，搖頭。 

鎮民們：嘻嘻，是真心的笑，不是靠藥物啦！ 

鎮民丁：瞧！我們的小英雄，叮叮和小松來了！他們真是我們鎮上的小英雄！ 

△叮叮和小松背著書包，頭抬得高高的走過。 

△叮叮、小松和鎮民打招呼。 

叮叮、小松：王伯伯、張媽媽早！ 

鎮民甲乙丙：早！是啊，我們真糊塗，還不如兩個小孩！ 

鎮民丁戊己：胸口的黑痣還在不在？ 

鎮民們：（搶著說）好險，還好不吃【哈哈丸】後一陣子，胸口的黑痣，才慢慢褪掉不見。  

        唉！真像做場噩夢！ 

鎮民甲：快樂要靠自己，怎麼能靠藥物！ 

鎮民們：對，快樂靠自己，怎能靠藥物！ 

鎮民乙：哭過嗎？ 

鎮民丁戊：我們最近都變得好愛哭ㄛ！哈哈！流淚的感覺真好，對不！ 

△說書者與鎮民一起邊唱邊跳舞（用童歌【醜小鴨】的調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丸呀哈哈丸，每天一顆，害死人，從早到晚，嘻嘻哈！ 

    不會哭來、淚不掉，魔鬼收心、真可怕，淚水真情，最可貴~~~ 保證活到一百八！ 

 

△大家一塊兒看著遊戲的孩子，念著唸謠玩遊戲。 

△叮叮和小松加入同學，玩一種捉鬼的遊戲，在遊戲開始前先劃一個小圓圈在中間，大家手拉

手圍一個大圓圈，雙手矇著眼蹲著。一位被選為「鬼」的小孩拿著一朵黑玫瑰，在外圈走，趁

唸謠沒停止前，隨意選一位同伴丟下黑玫瑰在他後面，繼續走著。等唸謠停止，蹲著的小朋友，

趕緊摸摸自己的的後面是否被放置，若摸到時立刻要趁鬼沒跑回中間小圓圈前先抓住鬼，而其

他人也儘量幫忙，不讓鬼跑進中間的小圈圈，失敗的小孩繼續做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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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謠） 

   

（一起唸）         玫瑰 玫瑰  幾時開 

（一起唸）         生氣笑笑   開不開 

（做鬼的孩子唸）   不開 不開  不會開 

（一起唸）         笑聲怪怪   開不開 

（做鬼的孩子唸）   不開 不開  不會開 

（一起唸）         整天呆呆   開不開 

（做鬼的孩子唸）   不開 不開  不會開 

（一起唸）         玫瑰 玫瑰  幾時開 

（一起唸）         哭泣笑笑   開不開 

（做鬼的孩子唸）   開~~   開~~  開~~ 

（一起唸）         買歡樂來   開不開 

（做鬼的孩子唸）   開~~   開~~  開~~ 

（一起唸）         換假心來  開不開 

（做鬼的孩子唸）   開~~   開~~  開~~ 

（一起唸）         真心假意來比賽 

猜猜玫瑰    幾時開~~ 

 

△在悠揚的音樂和歌謠聲中，燈光趨暗，幕緩緩落下。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