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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章 

 

劇情簡介 

對志瑜來說，她最重視的人除了家人和密友之外，就是高一時的英文老師，她溫

文、聰穎、識見豐富，亦姐亦母。然而英文老師卻「背叛」了志瑜——她和志瑜

的單親爸爸，交往中。 

 

志瑜又氣又窘，卻無法向母親傾訴，因為她知道母親對父親依舊難忘；她的弟弟

志剛懵懵懂懂，他覺得應該和姊姊同仇敵慨，偏偏很欣賞父親的情人；父親知道

理應顧慮孩子的感受，但這段愛情讓他重新活過一次；對老師來說，這個男人的

愛情讓她從父喪之痛中撐過來，卻讓她陷入無比的困難與困窘；對母親來說，她

本該覺得雲淡風清、塵埃不染，卻又隱隱地感到嫉妒……。 

 

他們都沒有錯，只是兩難，難以抉擇、無法掙脫。而這，將是他們生命中的──

斷章。 

 

人物說明（依出場序） 

林志瑜：家中女兒，17歲，就讀高二。善良熱情，率直且衝動。她父母親的離

婚原因一知半解，只是深感受傷、無能為力。 

林志剛：兒子，14歲，就讀國中八年級。在祖父母教育下長大，受到很好的照

顧與疼愛，性情純良，喜歡打籃球，更愛打電動。 

林世偉：父親，45歲，貿易公司經理。對孩子有愧疚感，又要保持父親的自尊，

因此近年來常遇上親子衝突，頗感困擾。 

楊思穎：35歲，高中英語教師，是父親世偉的情人、女兒志瑜高一時的英文老

師。 

陳素枋：母親，43歲，出版社編輯。個性沈著理性，因無法忍受丈夫的屢次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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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而離婚，卻又因為無法照顧兩個孩子的生活與學費，只好把孩子留在

前夫家。與兩位老人家依舊維持不錯的關係。 

范老師：志瑜唸國中時的導師，同時也是思穎的大學室友。 

 

舞台設計與場景說明 

顧及舞台的換景便利與台北都會風格，建議採用彈性、簡約的方式，運用造型中

性的桌椅，以不同的排列方式展現不同的空間與時間。 

 

第一幕：林家，分為左右兩區，左舞台為林家餐廳，右舞台為女兒林志瑜的房間。 

第二幕：母親陳素枋家客廳。 

第三幕：空場，非寫實空間。 

第四幕：志瑜班教室。 

第五幕，空場。 

 

劇本 

第一幕 「一家人」 

▲舞台分為兩邊，右舞台為女兒林志瑜的房間，內有床鋪與桌櫃；左舞台

為林家飯廳，餐桌旁有四張椅子和櫥櫃。 

 

第一場  電話 

▲音樂出，右下舞台接近台口處燈亮。舞台右側有一張閱讀椅，志瑜正在

讀書。沒多久就坐立難安，起來東摸西摸，又不時沈思，顯得心煩意亂，

意興闌珊。 

▲志瑜拿起手機，撥號。電話鈴聲響，左舞台聚光燈亮，母親陳素枋進場，

接手機。 

素枋：喂～志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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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瑜：媽，你怎麼知道是我？ 

素枋：我是你媽耶！媽媽的手機裡當然有女兒的電話號碼啊！ 

志瑜：對喔！ 

素枋：怎麼啦？突然打電話給我？該不會闖禍了吧？  

志瑜：沒有啦……，就是……，就是很久沒打電話給你，想到了，就打一下嘛。 

素枋：（故做沒好氣狀）想到了才打？真是謝謝你喔！ 

志瑜：不客氣！哈哈！ 

素枋：妳吃晚飯沒？ 

志瑜：吃了，等一下要去補習。 

素枋：吃了就好。妳最近學校怎麼樣？功課、同學、老師啊，都還好嗎？ 

志瑜：功課，OK啊，同學也不錯！老師……，老師……，唉呦老師就是那樣啦！ 

素枋：那妳弟呢？他的功課到底有沒有比較進步啊？ 

志瑜：怎麼可能啊？他每天都在玩電動，拚命和人家連線、接外掛程式，打到電

腦中毒了，還來跟我搶電腦用！ 

素枋：志瑜，妳是姊姊嘛，借他用一下有什麼關係？ 

志瑜：媽，妳不知道，他很過份耶！他還偷偷把遊戲灌在我電腦裡，害我的電腦

也變得怪怪的。煩死了！ 

素枋：然後呢？ 

志瑜：然後就簡直無止盡的玩，直到我補習完回家罵他啊！其實爺爺奶奶還在的

時候，他就很喜歡打電動，不過倒還蠻收斂的。現在可好！爺爺過世了，

奶奶搬去跟姑姑住，沒人管他，他就越來越誇張了，開始用網路玩線上遊

戲。 

素枋：線上遊戲是怎麼一回事？ 

志瑜：就是可以買軟體、在網路上註冊，透過網路和人家一起玩啊！他玩線上就

交了很多朋友，可是那些朋友上線的時間都不大一樣，於是林志剛就每天

打電動打到好晚，都不睡覺。一睡，就不省人事，有時候還來不及去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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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素枋：怎麼弄成這樣？ 

志瑜：還有一次更離譜，我們班去一個同學家慶生，玩太晚了睡在同學家。隔天

我回家，一進房間就看到他躺在我床上睡著了，旁邊便當盒啦、泡麵碗都

不收。而且他還在桌上留下一些油漬啦、飯粒啦什麼的，這已經好幾次了，

真的很討厭！ 

素枋：真的假的？他怎麼瘋網路瘋成這樣？生活習慣又變得這麼糟？你爸都不管

嗎？ 

志瑜：（越講越生氣）爸每天都很忙，有時候，我們都不知道自己到底是誰家的

小孩。 

素枋：（試著安撫）我知道了，我晚上一定會打個電話給你爸爸，談談你弟弟的

事，他這樣不行。至於你弟弟，下次見面時我也會跟他談，好嗎？ 

志瑜：啊～最好是有用喔！ 

素枋：別擔心，志剛雖然愛玩，但是我想他應該還是會聽我的話。不過妳爸……，

妳爸他……，最近還好嗎？你剛剛說他很忙…… 

志瑜：是喔～每天都很忙。（沒好氣地）在外面忙！ 

素枋：很忙？他還好吧？不會把身體累壞了吧？ 

志瑜：累壞了？哼！他很好，好的不得了！ 

素枋：好的不得了？志瑜，妳的口氣怎麼怪怪的？ 

志瑜：（欲言又止）呃……。沒有啊！媽－－我過兩天到妳那裡去住一住，好不

好？ 

素枋：當然好啊！……可是，學校最近應該沒有放假吧？妳上學怎麼辦？ 

志瑜：我可以早上早點起來，搭捷運去上學就好啦！ 

素枋：是沒錯，不過妳的課本、上學用品怎麼辦？到時候會不會這個也忘記、那

個也沒帶？ 

志瑜：唉呦～這妳不要管啦！到底可不可以嘛？媽～不會連妳也不歡迎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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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枋：不歡迎妳？怎麼可能？媽高興都來不及！可是……，志瑜，是不是學校發

生了什麼事情？妳剛剛不是說學校很好嗎？還是家裡出了什麼事？ 

志瑜：（吞吞吐吐）沒……沒有啦。 

素枋：志瑜，妳有事，要說啊，妳這樣說會讓我很擔心的......。 

志瑜：（打斷母親的話）媽－－時間差不多了，我得去補習了，改天再說，再見！ 

▲志瑜出 

素枋：志瑜……。 

▲燈光慢慢變暗。素枋出。 

 

第二場  早餐 

▲大幕啟，第二天早上。父親世偉在左舞台處正在準備早餐。志瑜與弟弟

林志剛入。 

志剛：姊，妳昨天有沒有聽到爸回來？很晚耶，而且好像還……。 

志瑜：閉嘴啦，我不想聽這個。 

世偉：起來啦？來吃早餐。 

志剛：爸！！你平常連個蛋都不煎，今天居然還煮早餐……？吼～真是太厲害

啦！ 

志瑜：（從進入飯廳後一直瞪著早餐看）我不吃這個。 

世偉：哎，坐吧坐吧，坐下來吃早餐吧。 

▲三人坐下用餐。女子楊思穎進，世偉起身相迎。志剛看來錯愕，志瑜則

一臉寒霜。氣氛尷尬。 

思穎：早安。 

世偉：早，坐下來嚐嚐看我做的早餐。 

志剛：（抬頭看了思穎一眼，朝志瑜擠眉弄眼）喔－－原來早餐是這樣來的啊？  

▲志瑜狠狠地瞪了志剛一眼，眾人沈默用餐。 

世偉：呃……，你們……昨晚很早就睡了喔？睡得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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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瑜：不好！很吵！ 

志剛：有嗎？只有剛進門那一下下吧？（被志瑜踢了一腳）哎呦──吼！姐妳幹

嘛啦！ 

▲志瑜再瞪志剛一眼。 

▲更長的沈默 

思穎：（對著志剛說） 嗯，志剛，請把醬油傳給我。 

志剛：（搞不清楚狀況）啊？  

思穎：（略顯尷尬）請把醬油傳過來。 

志剛：（看著楊思穎一臉尷尬，突然想逗她一下）請－－把－－醬－－油－－傳

－－過－－來－－ 

世偉：把醬油傳過來就對了。 

▲志剛揮舞著醬油瓶，卻不把醬油傳給思穎。 

志剛：把－－醬－－油－－傳－－過－－來－－就－－對－－了－－ 

志瑜：（威脅）林志剛－－ 

志剛：（挑釁）醬油醬油醬油！ 

世偉：閉嘴！……吃飯。 

▲沈默，世偉接過醬油瓶，幫思穎倒醬油。志瑜見狀瞪著二人，然後悶不

吭聲吃飯。眾人繼續沈默用餐，直到世偉為思穎夾菜。志瑜用力放下筷

子，站起來拿書包。 

志瑜：我要走了。 

世偉：吃飽了？妳根本沒吃多少？ 

志瑜：不想吃了，我不習慣一邊吃飯，一邊看人家卿卿我我。噁心！ 

世偉：志瑜，妳這是什麼話？ 

思穎：（以手勢阻止世偉繼續說下去，轉向志瑜）要我載妳嗎？ 

志瑜：不必，我不想丟臉。 

▲志瑜走向右舞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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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偉：志瑜－－ 

志剛：我也要走了。 

世偉：那……，要我載你嗎？ 

志剛：不用了，我跟姊姊一起走。 

▲志剛走向右舞台，出。 

▲一連串長長的沈默之後，世偉轉向思穎。 

世偉：妳還好吧？ 

思穎：嗯。 

世偉：我想，他們需要一點時間。尤其是志瑜。 

思穎：嗯。 

世偉：（拉思穎的手）下班後我們是不是……。 

思穎：（抽出手）我想，今晚我們還是不要見面比較好。 

世偉：那……也好。晚上我跟志瑜談一談。 

思穎：你不要太兇。 

世偉：好，我知道。 

思穎：我要走了（起身拿皮包）。 

▲世偉隨著思穎走到門口，想拉思穎的手臂，思穎微微一退縮，世偉收手。 

世偉：開車小心。 

▲思穎胡亂點頭，從左舞台出。 

▲世偉望著空無一人的飯廳，坐下。燈暗。 

 

第三場  背叛 

▲第二天晚上，燈光呈現戶外微微昏暗，但室內明亮。志瑜在房間裡。正

收拾書包和小行李袋。世偉進。 

世偉：志瑜。 

志瑜：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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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偉：我們聊一下。 

志瑜：聊什麼？有什麼好聊的？ 

世偉：聊……，聊你今天早上的態度。 

▲志瑜繼續收拾東西，一副聽若未聞的樣子。 

世偉：今天早上，你不應該那樣對思穎阿姨。 

志瑜：（故做無知狀）思穎阿姨是誰啊？我只認識楊老師。 

世偉：可是妳知道我們……。 

志瑜：那是你們的事，跟我有什麼關係啊？ 

世偉：我們是一家人啊…… 

志瑜：誰和她是一家人？你要和她一家人是你的事，不要把我和林志剛算進去。 

世偉：志瑜，不要這樣，我在跟妳商量事情……。 

▲志瑜依舊不看父親，繼續收拾。 

世偉：志瑜，看著我，我在跟妳說話（音量越來越大）－－志瑜！ 

志瑜：（情緒爆發）幹嘛啦？你們大人很奇怪耶！跟我商量？當初你要去大陸工

作，和媽媽、和我們分隔兩地，也沒跟我們商量；後來你跟媽要分居，也

沒跟我們商量；你們要離婚，也沒跟我們商量；我和林志剛要跟誰住，也

沒跟我們商量；你們要談戀愛、要搬家，從來沒跟我們商量。現在，你要

談戀愛，而且還是跟我的老師談戀愛，就要跟我商量了喔？ 

世偉：志瑜……。 

志瑜：你要談戀愛就談戀愛，幹嘛把她帶回家？還讓陳憶玲她媽媽看見？你都不

知道那有多丟臉！陳憶玲那個大嘴巴，到學校到處跟人家講：「噁～林志

瑜他爸爸好像在跟楊思穎談戀愛耶！那林志瑜以後就要叫楊思穎『媽媽』

了喔？」還有，今天早上你還幫她做早餐？你平常怎麼不幫我和林志剛做

早餐？你知不知道林志剛天天打電動？你知不知道我在學校的生

活……。虧你還是我們的爸爸，真是夠了！ 

▲世偉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正欲發作，志剛進。 



 9

志剛：林志瑜，妳快一點啦！媽已經在樓下等很久了。 

世偉：（意外）你媽在樓下？她來幹嘛？ 

志瑜：我們今晚要去媽那裡睡，把房子讓給你們「一家人」！ 

▲志瑜說畢，拎起一旁的旅行袋離開。 

世偉：站住！我話還沒說完！ 

▲志瑜不理，繼續走，出。 

志剛：爸，你這樣沒用啦，姐只會更討厭你和楊老師……。（看到父親的眼神後

噤口。）唉呦～我也不知道啦。反正，媽叫我們先下去，她說她晚一點會

打電話給你。我也跑啦，再見再見！ 

▲志剛出，燈暗。 

 

第二幕 

▲母親陳素枋的家，個人小公寓客廳。風格簡約。 

 

第一場  新歡 

▲燈亮，志瑜、素枋與志剛從左舞台進進。 

志瑜：媽，我累了，明天學校還有考試，我先睡了。 

▲志瑜走向右舞台，出 

素枋：志瑜……。 

志剛：那……媽，我也去睡囉。 

素枋：志剛，等一下。 

志剛：啊？ 

素枋：你坐下。 

素枋：這是怎麼一回事？ 

志剛：什麼？ 

素枋：你姐今天早上打電話給我，大吼大叫地說什麼她不要呆在那個家、要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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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一定去接你們來住。問她怎麼了，叫我不要管，反正一定要去就是。現

在來了，什麼也不說就鑽進房去，這是怎麼回事？ 

志剛：（閃爍其辭）沒……沒有什麼啦。 

素枋：家裡是不是出什麼事了？是你，你姊姊，還是你爸爸？ 

志剛：唉呦～ 

素枋：志剛，我是你們的媽媽，就算平常不在你們身邊，出了事你們還是可以來

找我、跟我商量的。要不然你姊姊怎麼會打電話給我？ 

志剛：（猶豫著要不要說）…… 

素枋：你們這樣什麼都不說，我會更擔心的啊。 

志剛：噢～好啦我說我說。是爸啦。爸又交一個女朋友了。 

素枋：（故做冷靜）又交了一個女朋友？那又怎麼樣？不是新聞啊。 

志剛：他在健身房認識的。 

素枋：然後呢？怎麼認識的？他們交往多久了？ 

志剛：那不是重點。重點是，那個女朋友是姊的英文老師。 

素枋：（驚訝）英文老師？不會吧？ 

志剛：我也不知道啊。我只曉得，姊原本很喜歡英文老師的，還因為這樣英文突

飛猛進、超用功的！媽，你還記不記得上次她還訓練姊姊參加英文演講….  

素枋：（略顯不耐，卻又強自壓抑）我知道，就是高一那個英文老師，還訓練你

姊姊參加英文演講比賽的那個。可是，怎麼會這樣呢？ 

志剛：喔～媽，這就要從頭說起了。我們前陣子還在想，爸幹嘛看起來那麼高興，

神清氣爽、眉開眼笑，一定是交了新女友！有一天，爸說要介紹她女朋友

給我們認識，要一起去吃飯。哇塞！很難得耶！ 

素枋：怎麼說？他交女朋友也不是什麼新鮮事了。 

志剛：對啦對啦，爸是很常交女朋友啦，他很有魅力咩～吼我真希望自己以後也

可以這樣，老了還這麼帥！ 

素枋：講重點，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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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剛：喔，就是啊！反正爸雖然交過很多女朋友，不過他交女朋友還蠻低調，都

不太講，就算帶回來家裡，也都是神龍見首不見尾。這次竟然要「正式」

介紹給我們認識，一定是很重要的女朋友囉！結果，吃飯那天，才知道竟

然爸的新女友竟然就是楊老師……。當場我們就傻眼了，要不是在餐廳，

姐一定馬上翻臉走人。她真是有夠生氣的，尤其是昨天爸又把她帶回來家

裡過夜……。 

素枋：你說什麼？你爸把志瑜的老師帶回家裡過夜？ 

志剛：（點頭）對啊。而且不是第一次囉！這次爸還幫她做早餐喔！老實說，爸

做的早餐還不難吃啦，要不是…… 

素枋：這真是太離譜了。（激動）你爸他交女朋友，都不用大腦、不看對象的嗎？

簡直莫名其妙！ 

志剛：是嗎？其實楊老師也不錯啊，人長得正，又很親切，我也蠻喜歡她的，她

算是爸帶回來的幾個女朋友裡面最讚的了，只是……（看到媽媽的嚴肅表

情，噤聲）。只是沒有媽的好。媽，你超好的。真的…… 

▲母子之間沈默無語，尷尬。 

素枋：（沈默許久）你說我好，有什麼用？你爸並不這麼覺得。 

志剛：沒有啦～媽，爸知道你很好，他常常都跟我們這麼說啊…… 

▲沈默 

志剛：媽……你和爸，為什麼要離婚？ 

素枋：我和你爸離婚，原因……原因有很多，也很複雜。我不想解釋，也沒有解

釋的必要了。 

志剛：可是，媽…… 

素枋：那些都已經過去了。 

志剛：那，媽，妳還喜歡爸嗎？ 

▲素枋看向志剛，凝視，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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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舊愛 

▲隔天早上。燈亮，素枋的聲音從場外傳進來。 

素枋：進來吧。鞋子放旁邊就可以了。（語畢，進。） 

▲世偉跟著素枋身後進場，手上拎著公事包。 

素枋：自己坐，我去幫你泡杯咖啡。加奶、不加糖？ 

世偉：對。 

▲素枋走向右舞台，再場時端了一杯咖啡 

世偉：你這裡很素雅俐落。很像你。 

素枋：是嗎？ 

▲沈默 

素枋：你怎麼這麼早就來了？昨晚我們通電話時，不是說中午時見面再說嗎？ 

世偉：呃……。我本來想接志瑜和志剛去上學，先跟他們談談。結果我到樓下按

門鈴時，沒人應門。 

素枋：這裡比較遠，所以我們很早就出門了，順道去吃早餐。 

世偉：嗯。 

素枋：他們跟我說，這幾年早餐都不大規律，總是拿錢到外面早餐店或是學校合

作社買，尤其是……。 

世偉：尤其是爸過世以後。我知道。 

素枋：對不起，我不是故意要讓你難過的……。 

世偉：沒關係，爸也病得夠久了，他走得很安詳。 

素枋：那媽呢？她在世玉那裡生活得還習慣嗎？ 

世偉：她很好，世玉那兩個孩子雖然在美國出生，但是都會講一點台灣話，能和

媽溝通個幾句。媽個性開朗，也在社區裡認識了好些台灣去的老太太了。 

素枋：那就好。這幾年也虧了媽，雖然有外傭幫忙，但是要照顧一個生病的老人，

還有我們那兩個孩子，確實很辛苦。 

世偉：也還好，他們倆個還算聽話，反正週末也可以過來妳這裡。謝謝妳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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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枋：客氣什麼。這是應該的。我是他們的媽媽。當時如果不是考慮到志瑜要考

高中，轉學不方便，真該讓她和志剛到我這裡來的。 

世偉：到妳這裡來？ 

素枋：嗯，我想他們的生活會比較規律吧？ 

世偉：比較規律？妳的意思是？ 

素枋：（想了一下，深吸一口氣）我聽志瑜說，志剛整天打電動，日夜作息混亂，

生活習慣也很差；志剛也跟我抱怨過志瑜整天在學校搞社團、交朋友，他

常常補習完回家，家裡都還沒有人在。這不是不規律，又是什麼？ 

世偉：這……，小孩子的生活差不多都是這樣嘛！ 

素枋：小孩子的生活都是這樣？這是藉口嗎？ 

世偉：這……，這當然不是藉口。這對現在的小孩來說，是很正常的。 

素枋：正常？那你說，志剛每天打電動，功課老是吊車尾，這樣也算正常吧？ 

世偉：志剛那孩子我知道，他不是不聰明，只是不唸書。我以前唸書的時候也很

愛玩……。 

素枋：我知道你是什麼德行。我認識你幾十年了。可是志剛不一樣，這樣打電動

很傷身體的。他每天打電動的時間，就是他應該讀書、運動和睡覺的時間，

可是他每天除了補習、上學，就是坐在電腦前！ 

世偉：這個我知道，可是我根本……。 

素枋：你根本不在家！ 

世偉：我在家也管不動他！ 

▲素枋神色詫異，沈默。 

世偉：素枋，你不知道。現在的孩子，跟我們都不一樣啊！ 

▲素枋沈默，繼續聽下去。 

世偉：我們總以為，孩子是我們生的，他們會聽我們的，照我們想的樣子長大，

就算不轟轟烈烈地精彩成長，至少也平平順順地往前走。可是，現在的孩

子，都有自己的想法。志剛打電動，是想要跟同學有討論的話題，結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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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上網路遊戲了；志瑜整天在外頭弄社團，跳街舞什麼的，上學期被當掉

兩科，這個你也知道……。 

素枋：這個我當然知道！而且我知道，如果你多花一點時間陪他們，情況就會好

很多。 

世偉：多花點時間？多花點時間和他們吵架嗎？ 

素枋：誰要你和他們吵架？你要和他們談，多和他們接觸啊！ 

世偉：算了吧？所謂的接觸，就是伸手要錢，他們回到家來，轉頭就進房裡去了。

與其回家看他們臭著臉，我倒不如在公司加班什麼的。 

素枋：加班？加班加到健身房去交女朋友，對象還是志瑜的老師？ 

世偉：（詫異，非常尷尬）你……你怎麼知道？ 

素枋：我已經聽孩子們說了。世偉，你的腦袋到底有什麼問題？孩子已經夠叛逆

了，你不多跟他們溝通，反而跑去交女朋友？你交女朋友就算了，還跟志

瑜的老師談戀愛？那個楊老師才幾歲？三十出頭？你的風流死性就是不

改，是嗎？ 

世偉：素枋，妳說話不要這樣。 

素枋：我說話怎樣？我說錯了嗎？你就是懂得近水樓台先得月。以前唸書的時

候，你專門追班上的女生；上班以後談辦公室戀情，結婚的時候找我這個

鄰居，連外遇都找自己部門裡的人；現在交女朋友，竟然找上志瑜老師，

你到底有什麼問題？ 

世偉：有問題的是你。對，我是很…….我是很風流，很沒責任感，那妳呢？ 

素枋：我怎麼樣？我哪裡沒有責任感了？ 

世偉：我們都已經結婚、有孩子了，妳還是繼續在搞妳那個出版事業。 

素枋：什麼出版事業？你少在那裡挖苦人！ 

世偉：如果不是出版事業，妳幹嘛搞得那樣蠟燭兩頭燒？妳有沒有意識到自己已

經為人妻、為人母，還繼續在那裡沒天沒夜的編書、出書、活動。你也不

過就是個什麼主編。不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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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枋：你在說什麼？我難道不能有自己的工作和興趣？ 

世偉：你工作忙，有事業心，那沒什麼不好，我媽也可以幫忙照顧，家裡有能力

請傭人，可是，一個家還是需要主婦！孩子們需要媽媽陪，爸媽也老了，

總需要妳在家裡陪他們、拿點主意什麼的。就算不為他們，我是你的丈夫，

我也需要妳！ 

素枋：你……你不要說這些有的沒的。 

世偉：我就是要說。沒錯，我工作忙，可是那不表示我像妳一樣，有了家庭還以

為自己是單身；我也喜歡美女，但我不是陽具比腦袋大的雄性動物。我和

妳結婚，是因為妳和別人不一樣，從小妳知道我，瞭解我，而且妳頭腦清

楚，我喜歡聰明的人……。 

素枋：可是我就不夠清楚聰明，所以才嫁給你。 

世偉：不，妳是太清楚聰明了，不清楚聰明的人是我。我以為妳瞭解我，那就夠

了。我卻沒想到我不夠瞭解妳。原來，妳愛你的工作，勝過愛我。 

素枋：而你愛外面的女人，勝過愛我們這個家！ 

▲世偉生氣，卻無法辯駁。 

素枋：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多花一點時間，陪我、陪孩子，我就會更甘心地待

在家裡，為你打理家務，照顧爸媽、照顧孩子？我從小就喜歡你，你跟一

票漂亮女孩打情罵俏時，我在旁邊看得難過心酸。等你終於看到我，和我

交往、結婚以後，你回到家來就算沒有一身酒味，也總是一身疲憊，連我

生志剛的時候，你都不在身邊，反而去和人家應酬。你真的很令我心寒。 

世偉：婚姻這種事，又不是利益交換，家庭、父母、孩子不是我們共有的嗎？為

什麼一定要計較誰付出的多？你為什麼不能多替我想想……。 

素枋：多替你想想？你的意思是說，你那位貼心的北京特助，為你設想格外周到？ 

世偉：夠了，妳為什麼老是要翻舊帳？妳就是無法忍受自己敗在一個學歷、能力

都沒妳高的人手上，對不對？妳不是很有志氣地說，離婚後絕對不再提她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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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枋：你…… 

▲素枋為之語塞，久久不語。 

素枋：好，我們不翻舊帳，不講這些。反正我們為這些已經吵了無數次了，婚也

離了，沒什麼好說的。我們回到志剛和志瑜身上，還有你和那位楊老師。 

世偉：我和思穎怎樣？ 

素枋：你打算拿她怎麼辦？ 

世偉：什麼叫做拿她怎麼辦？ 

素枋：你打算多久以後和她分手？半年？一年？還是兩個月？ 

世偉：不，我對她是認真的，要不然也不會帶她回家，介紹給兩個孩子們。 

素枋：你有沒有想過，要是有一天你和她分手了，你叫志瑜怎麼辦？她們都在同

一所學校裡啊？就算不為志瑜，你也要替那個老師想想。人家一個女老

師，和學生家長談戀愛，這傳出去，不好聽吧？ 

世偉：有什麼不好聽？我們都獨身，既沒有婚姻關係，也沒有什麼毛病，有什麼

不好聽？再說，這跟外人根本沒關係。談感情是我們兩個人的事。 

素枋：世偉……。 

世偉：素枋，你關心孩子們，我很感謝；可是我的私事，我希望你尊重我。 

素枋：你以為這是你一個人的事情嗎？這關係到兩個孩子，當然也就和我有關啊。 

世偉：不要再說了。今天就算我和思穎結了婚，你還是志剛和志瑜的母親，我不

會要孩子們叫思穎「媽」，你不必擔心。 

素枋：林世偉！（久久無法開口）你這句話，太過份了。你以為我那麼想當你孩

子的媽嗎？還是你以為我還巴著你不放？ 

世偉：我……。（也覺得自己說得太過份） 

      ▲素枋無語，幾乎落淚。 

世偉：對不起，我說話太衝了。 

      ▲素枋還是不說話。 

世偉：我只想讓你知道，過去的事，我們都各有立場與理由。就讓他過去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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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思穎對我來說，很重要，她的溫暖和溫柔，讓我⋯⋯我很珍惜她。 

素枋：她⋯⋯，她比我⋯⋯我是說，比我們兩個孩子還重要？ 

世偉：不，那不一樣。兩個孩子和妳，你們是我的家人。而思穎她，她不但是我

的家人，更是我的朋友，我所鍾愛的人，我想和她過一輩子。 

素枋：（沈默許久）我懂了，我會再跟志瑜溝通。 

世偉：謝謝妳，素枋。 

素枋：可是，世偉。（哽咽）當年⋯⋯當年你也是這麼說的。你說，我不只是你

的家人，更是最瞭解你的友人，最讓你心動的情人，要一起過一輩子的，

記得嗎？ 

世偉：我⋯⋯。 

▲燈暗。 

 

第三幕  三角檢測法 

▲空場，舞台上有三張椅子，分別放置在右下，中上及左上舞台。聚光燈

分別打在這三個燈區上。 

▲志瑜在右下舞台，思穎在左下舞台，中上舞台則坐著另一位女子「范老

師」。三個人原則上面對觀眾方向講話，但有時會起立、坐下，或產生

互動。 

志瑜：嗨～老師！ 

范老師：嗨～思穎！ 

志瑜：老師，妳有空嗎？我想……我有事想找妳聊聊。 

范老師：思穎，妳有空嗎？我有事想找妳聊聊。 

思穎：（轉向范老師）好啊！ 

范老師：（轉向志瑜）好啊！ 

范老師：（關心的語氣）妳還好吧？看起來很累的樣子。 



 18

志瑜、思穎：嗯！ 

范老師：（同時問兩個人）發生什麼事了？ 

志瑜：老師，妳知道楊思穎嗎？ 

范老師：知道啊，她不是妳去年的英文老師嗎？ 

思穎：林志瑜？我當然知道。她在國中部時，不是在妳班上嗎？ 

志瑜（看向范老師）、范老師（看向思穎）：妳覺得她這個人怎樣？ 

思穎：我覺得她很好，是很聰明的孩子，活潑，率真。我很喜歡她。 

范老師：我覺得她很好啊，教學專業，人也很溫柔、有內涵。妳不是很喜歡她嗎？ 

志瑜：可是，我不喜歡她了。 

思穎：可是，她不喜歡我了 

范老師：為什麼？ 

▲志瑜沈默，不回應。思穎亦然。 

志瑜：老師，我覺得⋯⋯我覺得楊思穎很假。 

范老師：（驚訝）啊？為什麼？妳為什麼這麼說？ 

志瑜：本來就是啊。老師，妳都不知道，楊思穎她⋯⋯。她在跟我爸交往！ 

范老師：（對著志瑜，驚訝）是嗎？（轉向思穎，理解而溫柔）妳在跟志瑜的爸

爸交往，是嗎？ 

思穎：（看向范老師，驚訝）妳怎麼知道？ 

范老師：你們一個是我的導師班學生，一個是我的大學室友。我怎麼會不知道呢？ 

志瑜：我覺得，我被背叛了。 

范老師、思穎：背叛？ 

      ▲范老師走向志瑜，中上舞台燈漸收，左舞台燈稍暗。 

志瑜：我唸小學低年級的時候，我爸媽就離婚，當時我完全不懂，不懂他們為什

麼要分開，不懂為什麼我媽媽要搬出去，不懂為什麼我爺爺奶奶要從樓上

搬到樓下來和我們一起住。可是，我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我媽丟下我，

我們一個月才見一兩次面。我爸老是在外面工作，然後不斷地交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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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爺爺奶奶他們根本不瞭解我，更不用說我那個幼稚的弟弟！ 

范老師：這個我知道。 

志瑜：所以，我很高興可以遇到思穎老師，我常覺得，她不但像姊姊，而且比我

媽更像我媽。她會關心我，鼓勵我，可是也會要求我。她會聽我說，也會

說給我聽。她讓我覺得自己非常重要。 

范老師：嗯。 

志瑜：可是，她怎麼可以和我爸談戀愛？我什麼都告訴她，結果──我真的覺得

被利用了！ 

      ▲志瑜繼續講，然而無聲地說，右下舞台燈稍暗。范老師走向思穎，左下

舞台燈稍亮。 

思穎：你知道，我父親過世後，我就沒有親人了，那時，我真的很痛。我不知道

該怎麼辦好。當我遇到世偉──也就是志瑜的父親，我覺得自己重新有了

依靠。兩年前他父親也過世了，他瞭解我的痛苦。 

范老師：後來呢？ 

思穎：後來我們開始交往，我才知道他是志瑜的父親。我也曾經掙扎過，可是我

沒有辦法拒絕。在他身上，我看到一個成熟的個體，有獨立的思想和獨特

的個人風格。而且，他讓我很有安全感。 

范老師：所以，他不只是你的情人，也是你的父親？ 

思穎：什麼？ 

范老師：我說，你在他身上，找到父親的影子，因為他照顧你、關心你？ 

思穎：我從來沒這麼想過。……或許吧，我不知道。 

范老師：志瑜知道這些嗎？ 

思穎：她根本不聽我說。 

      ▲思穎繼續講，然而無聲地說。范老師走回中上舞台，中上舞台燈亮。 

范老師：志瑜……。 

▲志瑜與思穎都沈默，抬頭看著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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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老師、思穎：真的那麼討厭她（我）嗎？ 

志瑜：我……。對啊，我很討厭楊思穎。 

范老師：（轉向志瑜）志瑜。如果，像楊老師那樣的人，不是妳的老師，也不知

道妳曾經告訴過她的那些事，你可以接納她成為你父親的女朋友嗎？ 

志瑜：我……我不知道。 

范老師：如果妳可以接納別人，為什麼妳不能接納楊老師？妳曾經那麼重視她、

喜歡她，不是嗎？  

▲志瑜無語。 

范老師：（轉向思穎）思穎，妳疼愛志瑜，是因為她這個人，還是因為她是你的

情人的女兒？  

思穎：當然是因為志瑜本身！那跟世偉沒有關係！自從我知道世偉和志瑜的關係

後，只會讓我更在乎志瑜而已。 

范老師：可是，換個角度來說，如果妳情人的女兒是別人，妳還會這樣地忍氣吞

聲嗎？ 

思穎：我……。 

范老師：（看向前方）唉，誰來拉她們一把呢？她們不是不愛彼此，只是一切如

此突然，讓她們措手不及啊！ 

 

第四幕 崩毀 

▲學校教室，舞台上擺設數套課桌椅即可。考試前，教室裡大家討論、發

問，志瑜也在其中，和其他同學熱烈地討論功課 

▲鐘聲響起，監考老師進入教室，是思穎。班上同學忽然騷動。 

A女：哇～來了！ 

B女：志瑜，妳媽來囉。 

志瑜：你媽的頭啦⋯⋯。 

▲志瑜原本正在看書，轉過頭來笑罵同學，卻赫然看見思穎。志瑜見狀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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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大變，又生氣又尷尬。考卷發下來以後，坐在第一個座位的志瑜把考

卷往後傳，遲遲不寫。最後，寫下班級座號後旋即趴下。眾人振筆疾書。）       

▲思穎開始監考，看到志瑜的行為，擔心地看著。走到志瑜身邊，看似平

常地推了志瑜一下。 

思穎：志瑜，起來囉。 

▲思穎語畢走開。志瑜起來，看了思穎一眼，又趴下。 

▲又過了一下子，思穎看了手錶一下，又走到志瑜身邊。） 

思穎：志瑜，該起來了，要不然妳會寫不完。 

志瑜：（起來，拿起筆。轉眼看到同學們斜眼注視著她和思穎的對話，於是賭氣、

使性子，隨便寫答案），CCCCC……。這樣妳滿意了吧？（寫完答案後，

又立即趴下。） 

思穎：志瑜，這是妳的期中考，難道妳一點都不在意妳的成績嗎？ 

▲志瑜沒有反應。 

思穎：這樣妳爸爸會擔心的。 

志瑜：（猛然起身坐好）我爸怎樣，干妳屁事啊？我期中考考爛又怎樣？干妳屁

事啊？ 

思穎：我是關心妳，妳為什麼對我這麼有敵意？ 

志瑜：對妳有敵意又怎樣？妳以為妳是誰啊？我媽啊？不要以為妳跟我爸交往就

了不起，到我家過夜又怎麼樣？妳……（注意到周遭的同學開始竊竊私

語，閉嘴不說）。 

志瑜：反正，妳就是不要臉，不知羞恥，還當什麼老師啊！（語畢，跑出教室） 

▲教室內學生看著無比困窘的思穎，思穎回過神來，看到學生的眼光，無

言。燈光緩緩暗去。 

 

第五幕 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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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剛、志瑜、世偉、素枋各在舞台的一個角落，進行生活動作的片段。

角色進行獨白時，其餘的人定格。 

志剛：（運球、投籃）。自從上高中以後，我瘋狂的迷上籃球，還參加各種比賽。

運球、上籃，進！真過癮！前陣子我還到小毛他們學校去參加籃球聯賽

哩，超爽的！那天，我熱得要死，於是到教室那邊去找飲水機。經過辦公

室的時候，我看到一個女老師，她很面熟，我一直在想她是誰，後來我終

於想起來了──是之前和我爸交往的楊老師。自從她在我家吃過早餐以

後，我就再也沒有見過她。唯一知道的是，她離開姊姊的學校，爸爸再也

不曾提起她。 

志瑜：喂！跟我談戀愛的人是你耶，干你媽什麼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

們就分手啊！（掛掉電話）搞什麼啊？莫名其妙！（沈默）最近我常想起

楊老師。想起她和爸不被我們……其實是不被「我」所接受的戀愛。現在

我上了大學、交了男朋友，沒想到他媽媽也不贊成我們談戀愛。這讓我非

常生氣，也非常……難過。我有什麼不好？我那麼喜歡他，對他那麼好！

我甚至去他們家，都會帶點水果什麼的過去啊！可是，當我很生氣的時

候，我就想起那個時候的楊老師──那時的楊老師，會不會也像現在的我

一樣呢？ 

世偉：最近我認識了一個人，離婚，有一個孩子。但，她和她前夫住在一起。有

一個伴侶，一起分享生活，其實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是經歷過一些事情、

一些感情以後，戀愛真的不是兩個人的事。尤其像我們都不是第一次談戀

愛，尤其像我們都有了孩子……。 

素枋：前陣子，我換了新工作，離開台北，到上海來。反正，志剛已經上大學，

志瑜也快畢業了，一切，都漸漸地上了軌道。至於他們的父親，我發現我

越來越釋懷，可以關心他，卻不在意他認識了誰、和別人交往。我想，我

已經做好準備，展開我的新生活吧？ 

▲另一個男子，西裝筆挺地由左舞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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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今天，是我結婚的日子！我的太太是個老師，是個非常溫柔的人，我很高

興可以遇見她，那是她最失意的時候，我伸出我男性溫柔的手，支持她。

她就好啦！其實……，我知道，她的失意，是因為一段難忘的愛情，而她

對那段愛情，還是有點……怎麼說呢，偶爾還是會想起來吧？無所謂，我

相信，我們會是最好的一對！ 

▲ 音樂出，思穎穿著婚紗，從舞台右側出，經過定格的志剛等人，往左

下舞台緩步走去。走到男子面前時，腳步略停，像是要往後看，但終

究往前走，面帶微笑地伸出手，讓男子握住。 

▲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