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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騎騎騎    樓樓樓樓    歲歲歲歲    暮暮暮暮    

劇情大綱劇情大綱劇情大綱劇情大綱：：：：    

2007 年的某天黃昏，患阿茲罕漠症的老李聽說他的部下老王開設的麵店倒了，特

地拄著柺杖去找老王，寂寥的老街，老李的柺杖聲與腳步聲格外醒人。老李途經雜貨

店，雜貨店老闆娘是個喜歡挑撥是非又好事的婦人。香燭舖的越南新娘，因為老王的

越南新娘一事而深受婆婆和三姑六婆的鄰居誤會，老李與其聊天被雜貨店老闆娘誤認

為勾引老李而向李夫人告狀，幸而明理的李夫人不理會，還熱心幫助第一次為人母的

越南新娘解決嬰兒的不適。彩券行的老闆是老李兒子的小學同學，小時喪母，家境貧

窮，年幼常至李家吃晚飯，極感念李夫人。理容院前，一群人在下棋聊天。 

這條老街只有整天無所事事的人，他們以老王的家務事和老李老年痴呆症的事為

茶餘飯後閒聊的話題。 

 

場景場景場景場景：：：：    

2007 年的某天黃昏，一條曾經繁華的商業老街，無顧客蹤影，傳統的雜貨店、 

燭店、理容院，以及唯一有顧客上門的彩券行，一群在理容院前的騎樓下下棋消磨 

時間的人。 

 

人物說明人物說明人物說明人物說明：：：：    

老李：78 歲，山東人，跟隨政府來台的退休老連長，個性耿直爽朗好客，拄著一根柺

不管別人勸退，堅持要到老王的麵店，患有阿茲罕漠症，騎樓的鄰居都尊稱他

為「李將軍」。 

李夫人：62 歲，老李的夫人，出生名門，氣質高雅，個性八面玲瓏善交際。 

老王：70 歲，老李連上的火伕兵，個性憨厚腳踏實地，身材瘦小，跟著老李至老街落

地生根，從騎樓擺麵攤，最後買下街角開店，與老李友誼深厚，會尋求老李協

助與訴苦。本劇老王只現聲。 

雜貨店老闆娘：56 歲，熱心的中年婦人，最喜歡和三姑六婆聊是非八卦，好管閒事，

聲音尖銳，說起話來如同機關槍般地掃射。 

陳大嬸：65 歲，雜貨店的顧客，國語夾雜台語口音，最愛和雜貨店老闆娘聊是非，喜 

高談擴論。 

菲律賓女傭：28 歲，來台工作負責照顧年邁的張奶奶，活潑開朗。 

張奶奶： 90 歲，年邁老人。 

越南新娘： 26 歲，香燭店的媳婦，甫生二個月大的男嬰，老王的越南媳婦的朋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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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表達能力不錯，溫柔常關心別人，卻被誤會和老王的越南媳婦一樣誘拐

男人。 

彩券行老闆：35 歲，老李兒子的小學同學，出生貧窮，自小常受李夫人幫助而非常感 

念李夫人，後因車禍導致左腳殘疾，因而開設彩券行。 

中年男子：46 歲，彩券行的顧客。 

年輕人： 25 歲，某財團的職員，受老闆之託找尋老闆的恩人─老王。 

方伯：66 歲，騎樓下棋者，個性溫和老實。 

老陳：68 歲，騎樓下棋者，小陳的父親。 

小林： 36 歲，下棋圍觀者，一臉瘦削，說話輕挑，從外地回來老街。 

小陳：35 歲，下棋圍觀者，嚼著檳榔的壯漢，老陳的兒子，小林的好友。 

 

第一慕第一慕第一慕第一慕    

場景：黃昏的蕭條老街騎樓，雜貨店前陳大嬸邊購物邊與坐在門口修指甲的雜貨店老

闆娘聊天。香燭店前擺放著紅蠟燭、金紙和香。彩券行前簡單桌椅，中年人坐在椅上

勾選號碼並向彩券行老闆購買彩券。 

(幕起。) 

(老李拄著柺杖，踉蹌的走進來，邊走邊喘氣說。) 

老李：怎麼可能！不可能！俺不相信會這樣！ 

(老李停下來喘氣，咪著眼睛望向遠方，指著說。) 

老李：鐵門上貼著一張大紅紙，這以前不也貼過，俺記得上次是嫁女兒和娶媳婦的時

候，不過貼個幾天就撕掉，那次回大陸探親貼的時間比較久！ 

(老李呼吸稍平穩後繼續走，越走心越急，走了幾步就倚著雜貨店旁騎樓的柱子喘氣。) 

老李：俺活到這把年紀，只聽過有人倒會落跑，公司倒閉老闆捲款而逃，可從沒想過

麵店也會倒店！ 

(雜貨店老闆娘抬頭看見老李，將指甲剪放進口袋裡，起身走去拍拍陳大嬸肩膀。) 

雜貨店老闆娘：陳太太，您等會兒！需要什麼東西叫我一聲。 

(陳大嬸抬頭。) 

陳大嬸：老闆娘，沒關係啦！妳盡管去忙你的事，我會自己來的啦！ 

(雜貨店老闆娘走向老李，攙扶老李走向雜貨店。) 

雜貨店老闆娘：喲！李將軍哪！看您那麼喘，先進來坐坐吧！  

老李：沒事沒事！ 

(老李坐下椅子歇息，雜貨店老闆娘倒杯水給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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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店老闆娘：來來來，李將軍，喝杯水喘口氣。有好些日子沒看見您了，今天是 

什麼風把您給吹來啦！哎！李太太怎麼沒跟您一起過來呀！  

(雜貨店老闆娘望著老李身後。) 

雜貨店老闆娘：李將軍您需要些什麼東西啊？你只需開口，我幫你準備好，哎！您也

知道，我這間小雜貨店，小歸小，要什麼有什麼。 

(雜貨店老闆娘靠近陳大嬸，準備拿塑膠袋。) 

老李：老闆娘，甭忙啦！俺是聽說老王的麵店關門了，過來瞧瞧。 

(雜貨店老闆娘瞪大眼睛望著老李。) 

雜貨店老闆娘：都關了個把月啦！您怎麼過了這麼久才來？  

老李：都關了個把月囉！有這麼久嗎？ 

(老李摸摸頭上的幾根銀絲。) 

老李：俺記得前幾天才來吃了一碗大魯麵，怎麼就關了呢？ 

(老李喝水休息，老闆娘沒再答腔，聳聳肩走向陳大嬸，側過臉跟陳大嬸搖頭嘆氣低聲

說。)  

雜貨店老闆娘：唉！我看這老頭八成是得了老年癡呆症啦！  

陳大嬸：不會吧！我看他身體還很勇的樣子，而且他不是還記得賣麵的老王。 

雜貨店老闆娘：唉喲！那個老王是他以前打共匪時的部下，他當然記得！ 

陳大嬸：對了，老闆娘，那間麵店不是開得好好的，生意還不錯嗎？怎麼會關門呢？ 

雜貨店老闆娘：其實，發生了什麼事我也不太清楚，不過聽說老王好像中風了。 

(陳大嬸極為驚訝。) 

陳大嬸：真的還是假的！他不是瘦得像一根竹竿，這樣子也會中風喔？ 

(雜貨店老闆娘望望四周，語帶神秘。) 

雜貨店老闆娘：好啦好啦！我偷偷告訴妳！但是，我是聽別人說的，那你可不要跟別

人說是我說的喔！ 

(陳大嬸好奇的靠近雜貨店老闆娘。) 

陳大嬸：是喔！好啦好啦！我不會說的啦！ 

(雜貨店老闆娘貼近陳大嬸的耳邊。) 

雜貨店老闆娘：聽說他的外籍新娘跑啦！ 

陳大嬸：真的喔！怎麼那麼夭壽！ 

(菲律賓女傭推著張奶奶進場，菲律賓女傭將張奶奶推到老李的身邊，老李和張奶奶禮 

貌性的點頭打招呼，菲律賓女傭選購著水果，雜貨店老闆娘瞟了一眼菲律賓女傭，高 

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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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店老闆娘：對啊！而且還把他一生的積蓄偷個精光，結果，他一氣，就中風了。 

陳太太，您說，是不是很沒天理！ 

陳大嬸：唉！這老王還真是歹命，前某死了，外籍新娘跑了，現在又中風。對了，他 

不是有一對兒女嗎？  

雜貨店老闆娘：唉呀！這年頭啊，養兒不能防老啦！都移民到國外去了。 

陳大嬸：自己的老父現在變成這樣子，總要回來看看吧！可憐喔！ 

雜貨店老闆娘：或許是聯絡不到人啦！但是，看了又怎麼樣？還不是把老人家送進養

老院等死。 

(陳大嬸拍雜貨店老闆娘的肩膀。) 

陳大嬸：不要說得這麼難聽，老王他的女兒，好像對他還是很孝順的。我記得…… 

(陳大嬸雙手抱胸思考。) 

陳大嬸：啊！對啦！上次總統選舉，我就看到他女兒全家都有回來嘛！  

雜貨店老闆娘：陳太太，我可沒說她不孝順喔！不過，移民到國外，真的比在台灣好

嗎？  

(菲律賓女傭拿了一袋水果，要付錢給雜貨店老闆娘。) 

菲律賓女傭：我倒覺得住在台灣不錯啊！老闆娘多少錢？ 

雜貨店老闆娘：不貴不貴！妳的眼光好，我的水果是台灣種的，便宜新鮮又很甜！這

一袋 150 元。 

(菲律賓女傭打開皮包拿錢。) 

張奶奶：台灣的農夫真是厲害，種的水果又大又甜。 

陳大嬸：對啊對啊！妳們不要小看我們台灣喔！聽我孫子說，現在我們台灣有好幾樣 

產業是世界第一名呢！像螺絲釘螺絲帽，還有腳踏車和那個水果都外銷賣給 

很多國家，連我們的泡麵也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耶。 

菲律賓女傭：老闆娘，錢給妳。 

(菲律賓女傭掏錢給雜貨店老闆娘。) 

菲律賓女傭：這我倒不知道，不過在台灣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東西呢！ 

(說完，菲律賓女傭便推著張奶奶出場。) 

張奶奶：小李啊！我先走啦！ 

老李：您慢走啊！ 

陳大嬸：說實在的，我還真懷念老王煮的陽春麵！ 

雜貨店老闆娘：我比較喜歡王大媽的酢醬麵，她不僅用上等的豆瓣醬去調味，就連豆

乾，也是一塊塊壓碎切末，再去爆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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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大嬸：其實，老王的越南新娘做的河粉味道也不錯啊！ 

雜貨店老闆娘：越南河粉，不就跟我們客家村的板條一模一樣。 

陳大嬸：沒有喔！不一樣啦！她的湯裡面有放進川燙過的豬肉片，再加上九層塔和檸

檬，酸酸的，吃下去，胃口都開了，妳不知道咧！連我剛讀小學的查某孫都

愛吃呢！ 

雜貨店老闆娘：我還是覺得王大媽的酢醬麵比較道地！ 

(陳大嬸看看錶) 

陳大嬸：哎呀！不跟你開講了，我得趕緊去接我那兩個寶貝孫！  

(陳大嬸轉頭就走。) 

雜貨店老闆娘：陳太太，今天不買了喔？ 

(陳大嬸停下腳步，回頭向雜貨店老闆娘揮手再見。) 

陳大嬸：改天啦，快來不及了！  

(陳大嬸說完離開。) 

雜貨店老闆娘：陳太太，走慢點，學校還沒打鐘呢！改天要再來喔！ 

(陳大嬸邊走邊說。) 

陳大嬸：好啦！好啦！ 

(陳大嬸出場，雜貨店老闆娘看看四周。) 

雜貨店老闆娘：趁現在沒有半個客人，趕快進去洗米煮飯，老公和孩子要回來吃 

飯了。 

(雜貨店老闆娘出場。) 

(老李繼續往前走，走到香燭店前停下來，盯著一對紅艷艷的蠟燭瞧，喃喃自語。) 

(香燭店的越南新娘進場。) 

老李：記得老王結婚時，他曾經來這裡買了一對紅蠟燭，老王那個本省籍新娘雖然是 

窮苦人家出身，但人長得既標緻又常面帶笑容，讓人看了心裡就特舒服。 

越南新娘：爺爺，您上哪去？ 

老李：去------ 

(老李遲疑了一會兒。) 

老李：去麵店吃碗麵。 

越南新娘：哪個麵店？ 

老李：老王的麵店呀！ 

越南新娘：是街角那家嗎？ 

老李：俺記得是開在街角沒錯！當初老王和他媳婦兒只是承租騎樓擺個麵攤，後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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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竟然買下那間店面。 

越南新娘：老王真是能幹。不過------ 

(越南新娘腦海裡閃過她的好姊妹對她哭訴的事，猶豫著要不要告訴老李實情，她想了

想，輕聲的說。) 

越南新娘：聽說麵店關門了。 

老李：關門？哎呀！你瞧俺這記性真不好。 

(老李停頓了一會兒，突然又想起。) 

老李：對了，俺要去看那張大紅紙上寫些什麼。 

(老李趕緊往前走，細蹭的腳步伴隨著柺杖的喀喀聲，敲響整排騎樓。) 

(彩券行的顧客起身拿著選號單走向彩券行老闆，彩券行老闆敲著鍵盤。) 

彩券行老闆：你說幾號，04、15、26、32、33、38，不對！少了一個號碼。 

中年人：不是只有六個號碼？ 

彩券行老闆：威力彩一共需要七的號碼。 

(老闆一邊跟客人解釋新彩券的玩法，一邊跟佇立在店門口的老李打招呼。) 

彩券行老闆：李伯伯好久不見，要不要進來坐坐？ 

老李：你是誰啊？俺好像沒見過你。 

彩券行老闆：我是您兒子的小學同學啊！  

(老李點點頭。) 

老李：喔！宏恩的小學同學啊！你都長這麼大啦！ 

彩券行老闆：歇歇吧！看您喘成這樣。 

(老闆說著就拉了一張椅子讓老李坐下，又幫他倒了一杯水。) 

老李：年輕人，你在哪兒高就？ 

(彩券行老闆一聽突然愣了一下。) 

中年人：老將軍，他是這家彩券行的老闆。 

(老李喝杯水，直點頭。) 

老李：當了大老闆，真是不簡單！ 

(老闆不好意思，搔著頭，尷尬的說。) 

彩券行老闆：小小一間彩券行，哪是什麼大老闆！我從小成績就不好，不像宏恩那麼

會讀書，還讀到博士呢！ 

(老李激動的說。) 

老李：讀那麼多書有啥用？思想還不是被改造了。 

彩券行老闆：李伯伯，宏恩最近好嗎？好久沒看見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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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說到那個兔崽子，俺就生氣，竟然跑到大陸去投共啦！ 

(中年人滿臉疑惑。) 

中年人：投共？  

(彩券行老闆連忙跟中年人解釋。) 

彩券行老闆：不是啦！我那個同學是去大陸投資開設成衣廠。 

(老李說著就要起身往外走。) 

老李：你們慢慢聊，俺還得趕去看看老王。 

彩券行老闆：王伯伯的麵店不是收起來了嗎？  

中年人：是啊，聽說他想不開了，因為------  

(中年人還沒講完，老李就大叫，彩券行老闆和中年人都嚇了一跳。) 

老李：什麼！你說老王自殺啦！  

中年人：是啊！已經一個多月了。 

(老李緊皺著眉頭。) 

老李：一個人好端端的，怎麼會自殺？想當年他跟著俺身經百戰都不畏懼，怎麼可能

為了一點小事就輕生！  

中年人：聽說他老婆跑了，他一生氣就想不開啦！  

老李：老王的媳婦不是過世好幾年了？  

彩券行老闆：李伯伯，王伯伯後來又娶了一個外籍新娘，您還是他的主婚人呢！  

老李：嗄？俺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  

彩券行老闆：您忘了啊！當年您還誇說他老當益壯呢！ 

中年人：李將軍，您不是常去吃大魯麵嗎？  

老李：嚇！俺愛吃大魯麵你也知道。 

中年人：我也是常到老王的麵店吃麵，我還知道你每次去只點大魯麵，而且都要加兩

顆滷蛋呢！ 

老李：沒錯沒錯！俺就喜歡吃老王滷的蛋，他以前是俺連上的火伕兵。 

(中年人一聽，小聲的問老闆) 

中年人：老李不是將軍嗎？  

(彩券行老闆搖搖頭。) 

彩券行老闆：這附近的人都習慣這麼稱呼他。 

(彩券行老闆又跟客人談了一些老李和老王的事。燈光 fade out，頂燈打在兩眼無神的老

李陷入沉思的狀態，人物、道具、佈景撤掉。燈光微亮，背景打黑白戰爭片，影像與

音量 fade in，老李喃喃囈語，想起戰亂時的總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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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唉！為什麼不來找俺一起想辦法呢？這老王的脾氣就是倔，如果早點來找俺，

俺一定不會讓你落得這種下場。唉！俺這個火伕兵的一生實在是太坎坷了，當

年離鄉背井哭喪著臉的那個毛頭小子，跟著政府的軍隊南征北討，你嫂子常唸

俺這個胃是被你給養挑的，咱們跟著政府撤退來台，你的生活過得很清苦，好

在娶了個肯吃苦耐勞的媳婦兒，你們夫妻倆兒好不容易掙得幾個錢開了一家小

麵店，沒想到你媳婦兒卻死於癌症，要不是俺多事，怕你沒人照顧，幫你找個

越南新娘，你也不會自殺。唉！都是你老哥哥害了你，沒好好兒地照顧你，叫

我怎麼對得起你過世的媳婦兒啊！真是造孽啊------ 

(老李懸空的心陣陣絞痛著，他很想痛哭一場，但幾年前就患了乾眼症，再也流不出一

滴淚。影像與音量 fade out。人物、道具、佈景恢復老街騎樓街景。燈光 fade in。年輕

人進場，走到彩券行前。) 

年輕人：請問街角那家麵店最近還有營業嗎？ 

中年人：一個多月前就結束營業了。 

(中年人對年輕人上下打量後，不客氣的問。) 

中年人：你是財團派來的吧！ 

(年輕人微笑的點頭，彩券行老闆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指著年輕人不客氣的說。)  

彩券行老闆：回去告訴你們老闆說老王失蹤了，叫他死了這條心！ 

中年人：順便告訴他！我們這一整排房子是永遠不會賣的！ 

(老李突然清醒似的大吼著。) 

老李：誰？誰敢叫俺賣房子，俺就斃了他！  

年輕人：對不起，我想各位一定是誤會了。我們老闆是王伯伯以前的客人，因為王伯

伯曾經幫助過他，所以就派我來找他的恩人，但是我到麵店找了好幾次，麵

店都沒開門，便過來這兒打聽消息。 

中年人：喔！原來是要找老王的。 

老李：找老王！對了！俺一定要過去看個清楚。 

(老李拄個柺杖慢慢地出場。) 

彩券行老闆：原來是這樣，但是很不巧，王伯伯現在已經不知去向了。 

年輕人：您是說他------ 

(老闆跟中年人默會著眼神，彩券行老闆搖頭聳肩。) 

彩券行老闆：不知道，一切都是謠傳，我們也只是聽說而已。 

年輕人：那請問，您知道有沒有跟他比較親近的人？  

彩券行老闆：有位他以前的老長官，你等一下，我幫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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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人：李將軍他人走啦！ 

(彩券行老闆朝向老李的方向大聲喊。) 

彩券行老闆：李伯伯！李伯伯！先別走，有位------ 

中年人：別喊了！李將軍耳背，沒聽到！ 

(彩券行老闆指著已經走到外面的老李方向。) 

彩券行老闆：那位是他以前的老長官，不過他最近頭腦有點不大清楚。 

年輕人：謝謝您！打擾了。 

(年輕人說完立刻追了出去，年輕人出場。) 

中年人：老王這麵店關了那麼久，想要找個道地夠味的大魯麵，還真難，想到就覺得

可惜。 

彩券行老闆：原來你跟李伯伯都是同好。 

(燈光 fade out) 

中年人：可不是嘛！ 

彩券行老闆：顧著說話，你的號碼還少一號。 

中年人：好好好！我想看看要選哪個號碼。 

(幕下。) 

 

第二幕第二幕第二幕第二幕    

場景：騎樓街景。    

(幕起。) 

(老李拄著柺杖，繼續踩著蹣跚的腳步進場，他走向街角，穿著西裝的年輕人在後面追

趕著。) 

年輕人：老先生，請您稍等一下，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 

(老李停下來看著年輕人，年輕人停下腳步，老李又往前蹭了幾步。) 

老李：沒啥好問的！休想俺會走露半點風聲！  

年輕人：對不起，我們老闆以前受過王伯伯的幫助，他只是想回報他老人家，請問您

知道他人在哪裡嗎？  

(老李繼續走。) 

老李：不知道！ 

(年輕人往前走。) 

年輕人：老先生！  

(老李停下腳步，轉向年輕人，年輕人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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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即使我知道也不會告訴你，真是豈有此理，當大老闆就了不起啦！要回報恩人， 

竟然派一個小玀玀來通報，實在太沒誠意了。 

(年輕人向老李彎腰陪不是。) 

年輕人：老先生，對不起，是我不會說話，讓您會錯意了。 

老李：看你這個年輕人還挺有禮貌，就不跟你計較啦！ 

年輕人：我們老闆剛成立跨國企業，目前人在大陸一時無法回台灣，所以才派我來找

王伯伯的。 

(老李一聽，瞪了年輕人一眼，極為生氣。) 

老李：哼！又是一個投共的賣國賊，跟俺家那個小兔崽子一樣，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快給俺滾！ 

(老李說著就舉起柺杖作勢要打人。) 

年輕人：老先生您------ 

老李：沒啥好說的！俺這輩子最痛恨的就是共匪，你們這些投共的，俺和你們勢不兩

立。 

(老李往前，年輕人嚇得後退幾步。) 

年輕人：別生氣，老先生，會氣壞身體的。 

老李：小子，不走是不是？我的柺杖可是不長眼睛的。 

年輕人：好好好，老先生您別生氣，我走就是了。 

(年輕人搖搖頭，無奈的離開，年輕人出場。) 

老李：真個不懂國仇家恨的傢伙！老王要是在這邊，一定也會狠狠地教訓你一頓！對

了，說到老王------ 

(燈光 cut out，老李打頂燈。) 

(老李陷入回憶。) 

老王(聲)：報告長官！ 

老李：老王！俺正想到你，聽說------ 

老王(聲)：長官，下個月我的麵店要開張了，今天來是懇請您帶夫人和少爺來小店捧個 

場。 

(老李開心的點頭，面向前方。) 

老李：老王啊，你真是了不得！前幾年才在騎樓擺個小麵攤，現在就要開麵店當大老

闆啦！稍後俺找人送塊大匾額和幾個花籃過去唄！ 

老王(聲)：謝謝長官，我那個小麵店恐怕擺不下大匾額和花籃，我看您就甭破費啦！不 

過，倒是要請您幫忙用紅紙寫幾個吉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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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那有什麼問題！就連價目表俺也可以一起寫，不過------ 

(老李故意皺起眉頭) 

老李：不過，你那個菜單可得先讓俺看看才行！ 

老王(聲)：報告長官！您放心，我要賣的每樣小菜都是您最愛吃的。 

老李：這下可慘啦！你鐵定會倒店。咱們入鄉要隨俗，你總不能只顧俺一個人的胃吧！ 

明兒天把你的媳婦兒一起找來，到俺家惡補惡補。 

老王(聲)：您是說要請夫人教內人做小菜？ 

老李：還不只小菜，就連酢醬麵和板條都要會煮，俺讓你嫂子去幫你張羅些她的牌搭

子來教你們，保證你的麵店生意興隆！ 

(老李說完爽朗地大笑。) 

老李：老王啊！你真是不簡單，現在當起老闆，俺就可以每天到你店裡頭，吃你煮的

大魯麵了！看來，俺是最大的受惠者，你說是唄！老王！老王！ 

（老李四處張望。） 

老王(聲)：長官，您的「開市大吉」寫得真好啊！您看，我的小店就像您寫的吉祥字一 

樣，每天都高朋滿座呢！ 

老李：生意好，是你和你媳婦兒的手藝好，我可沒什麼大功勞。 

老王(聲)：報告長官，您的功勞可大了。要不是您一直照顧我，我們夫妻倆早就去喝西 

北風啦！要我怎麼報答您跟夫人的大恩大德呢！我------ 

老李：好啦好啦！今天我是來吃大魯麵的，一樣，還是兩個滷蛋。你媳婦的手藝還 

真不輸你，魯味很有家鄉味兒，難怪生意這麼興隆。老王啊！你店門口的紅紙 

顏色都褪啦！俺回去再幫你重寫一張，明天叫你兒子來我家拿！ 

老王(聲)：長官，這樣會不會太麻煩您了！ 

老李：跟俺客氣啥！咱們是老兄弟了，你的店門口一定要貼張大紅紙，紅艷艷的才吉

祥，客人看了也高興，以後你店門口的那張大紅紙，都由俺負責，等你兒子將

來繼承你的麵店，那麼這間麵店永遠都會貼著一張俺親手寫的大字。 

老王(聲)：唉------長官------ 

老李：老王，啥事啊？怎麼咳聲嘆氣的，是不讓俺替你寫唄！ 

老王(聲)：這麵店可能只到我這一代了！這兩個小孩真是------ 

老李：他們不是挺孝順的嗎？ 

老王(聲)：長大啦！翅膀硬也了。送他們出國唸書，洋墨水喝多了，連老子也不認了。 

老李：你和你媳婦兒那麼辛苦的賣麵，拉拔他們長大，到頭來怎麼可能會不要你們，

可能是在美國的發展好，等工作穩定些，再來接你們去美國享福，到時候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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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天天想著你的大魯麵啦！ 

老王(聲)：唉！我媳婦常念著這兩個孩子，ㄚ頭生了個兒子，我們也很想抱外孫哪！美

國那麼遠，一趟過去，可要花不少錢，不知道要賣多少碗麵呢！ 

老李：要不等孫子長大些，再叫ㄚ頭帶他回來看看你們。 

老王(聲)：唉！這麵店，有感情了，放不下啊！ 

老李：老王啊！不僅你有感情，俺也有感情啊！老王！老王！ 

(老李四處張望。) 

老王(哭泣聲)：長官哪！我那媳婦她，她------ 

老李：老王，有什麼話儘管說，不要悶在心裡頭，你媳婦兒她倒底怎麼啦？ 

老王(聲)：她------昨天晚上走啦！ 

老李：嗄？上回不是還見她好好的嗎？怎麼就這樣走啦！孩子們知道嗎？把電話給

我，我來幫你聯絡，唉！至少最後一程也要回來送吧！老王啊，你需要俺幫啥

忙，儘管開口，咱們這麼多年的交情了，俺和你嫂子就當你是親弟弟一樣。 

老王(聲)：謝謝長官！我實在是不知道該怎說才好！ 

老李：那就讓我來跟他們說。唉！現在就剩下你一個人，應該叫孩子回來照顧你才是。 

老王(聲)：他們要是能回來，早回來啦！這點我早就看開了。 

老李：但總不能一個人孤孤單單的過日子啊！還是再找個伴吧！麵店那麼忙，也需要

一個幫手。 

老王(聲)：我------ 

老李：你再想想吧！俺會幫你留意留意。我說------老王！老王！ 

（老李四處張望。） 

老王(聲)：長官，有件事想麻煩您！ 

老李：老王，幹麼吞吞吐吐的？跟俺客氣個什麼勁兒！ 

老王(聲)：我那越南媳婦一直學不會酢醬麵的醬料，她比較擅長她的家鄉味兒，所以想

請您寫張「越南河粉」的價目條。 

老李：這「越南河粉」挺特別的，鐵定會吸引更多客人。你那越南媳婦兒近來好嗎？ 

老王(聲)：感謝長官，您幫我找的媳婦既乖又勤勞。 

老李：你們夫妻倆溝通不成問題吧！ 

老王(聲)：她人聰明又肯學，現在越說越好了。謝謝您的關心，改天一定要來麵店吃吃 

我那越南媳婦做的魯味，她魯的蛋也挺好吃的。 

老李：看來你這個媳婦兒，俺幫你找對啦！你說是唄！老王！老王！ 

（老李四處張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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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聲)：長官------ 

老李：麵店的生意近來好吧！ 

老王(聲)：托您的福，生意還過得去，只是------ 

老李：怎麼啦？ 

老王(聲)：長官，我那媳婦，唉------ 

老李：你媳婦兒，發生了啥事？ 

老王(聲)：沒------沒啥事，只不過我最近有點心煩，又聽到許多閒言閒語。唉！這家務

事我只敢跟長官您說，您別見笑！ 

老李：你和你媳婦兒到底發生啥事？瞧你眉頭都揪成一團啦！ 

老王(聲)：我媳婦和我年紀差太多了，跟著我，太委屈她了。 

老李：你們不是很恩愛嗎？到底發生啥事？依你的個性，不到非常嚴重的地步絕不會

來找俺，有事說出來，俺才好幫你找出解決的法子。 

老王(聲)：就------就我那媳婦勾搭年輕漢子的事。 

老李：你親眼看到嗎？既然沒有，就別理去會那些閒言閒語！ 

老王(聲)：無事不生風！進來店裡的男客人對我媳婦說話的態度，越來越曖昧，我時常 

氣得想拿菜刀跟他們拼命。唉！年紀大了，不重用啦！ 

(老李捲起袖子，氣憤不平。) 

老李：俺去幫你教訓這些傢伙，敢欺負你媳婦，俺就斃了他！真是不像話！ 

老王，你放心，我------ 

(老李看看四周。) 

老李︰老王------老王------你到底跑哪去啦！ 

(幕下。) 

 

第三幕第三幕第三幕第三幕            

場景：老街的一角，理容院前的騎樓下有兩個老人在下棋，一旁站著兩個觀棋的年輕

在閒聊。 

(幕起。)    

小林：聽說老將軍最近有點痴呆。 

小陳：是啊，前些日子我在醫院碰到他，他竟然不認識我！ 

(小林推了小陳，表情曖昧的說。) 

小林：你又不是他的老相好，他怎麼會認得！ 

(小林嚼著檳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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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陳：得了老人癡呆症，即使是老相好也不一定認得。這種症狀會忘記最近的事物，

對以前的事倒記得非常清楚。 

小林：是嗎？ 

小陳：不相信的話，等他走近時，你問他是否記得賣麵的老王。 

(方伯抬起頭來。) 

方伯：說到這個老王，他人到底跑哪兒去了？ 

小陳：會不會跟他的辣妹新娘去越南投資啦！你們誰去過越南？ 

(小林突然提高聲調，下棋的兩老搖頭，繼續下棋。) 

小林：哈！你該不會是想探聽那個辣妹新娘的消息吧！ 

(小陳拍小林的肩膀一下。) 

小陳：噓！別被我老婆聽見。 

(小陳探頭望著理容院內。) 

小陳：只是關心一下而已，大家都是好鄰居嘛！ 

(小林曖昧的推小陳一下。) 

小林：瞧你緊張兮兮的，莫非你跟她真的有------ 

(小林剩下的話還沒出口，就被小陳拍了一下頭。) 

小陳：幹！叫你小聲點，你還說得那麼大聲！ 

(小林啐了一口檳榔汁，摸著被打的頭。) 

小林：媽的！打那麼大力，你老婆在裡面，聽不到啦！ 

(老陳抬起頭來。) 

老陳：你們倆都小聲點吧！別吵到我們下棋。 

(小陳和小林頻點頭道歉。) 

小陳：壞細啦！嘿！要將軍了，快繼續。 

(兩老繼續低頭下棋。) 

小林：陳仔，我猜老王一定是中樂透，怕我們這些窮光蛋跟他借錢，跑回大陸置產啦！ 

(老陳抬頭。) 

老陳：那你就太不了解老王了，他一向都喜歡幫助別人，才不會這麼小氣。 

小陳：難道是物價飆漲得太厲害，經營不下去？ 

(方伯抬頭對老陳說。) 

方伯：你兒子說得有理，現在麵粉貴，雞蛋貴，什麼東西都貴！聽說有好幾家麵包店

都關門了。 

小陳：說得也是，最近原物料漲得很凶，我們老闆先前承包的工程都因為虧得太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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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繼續經營下去，害我沒工程好做，整天在這裡打蚊子下棋。 

(小陳說完，塞了一口檳榔。) 

老陳：難怪許多重大工程都停了。 

小林：就因為這樣，我才有時間來這邊跟你們一起『譙政府』！  

(一群人，你一言，我一語時，老李已經走到跟前。) 

小陳：李將軍，要不要來一口檳榔？ 

(老李揮揮手。) 

老李：謝啦，謝啦！俺這一口老牙就剩這麼幾顆，可不能讓它們再報廢！ 

(一群人相視而笑。) 

小林：李將軍，您自己一個人上哪兒去？  

老李：去找老王呀！他煮的大魯麵特好吃，大夥一起去吧！俺請客。 

(方伯指著街角。) 

方伯：老大哥啊，您那伙夫兵今天公休，您瞧，大門上不是貼著一張大紅紙？  

老李：哎呀！真是不巧，俺好不容易才偷溜出來。 

老陳：咱們李大嫂還是管得那麼緊呀！  

老李：俺那婆娘管得可凶呢！我吃甜吃鹹她都要管，抽根煙喝杯酒她也要管，就連我

放個屁她都要一一作記錄。 

(一群人放聲大笑。)  

方伯：老大哥啊，您能娶到李夫人真是好福氣，她這麼關心你，什麼事都得親自服侍，

不像我們隔壁的嬸婆，她行動稍微不便，兒子和媳婦就匆匆地把她送進安養院。 

小陳：是啊，李夫人不但燒了一手好菜，人還那麼有氣質。 

(小陳突然降低音量說。) 

小陳：哪像我們家那個黃臉婆連飯都懶得煮！  

老李：媳婦不煮飯，就去老王的麵店吃麵哪！那裡什麼麵都有。 

小林：好好，等他開門，我再去點碗大魯麵，外加兩個蛋。 

(小林一邊說著一邊跟小陳相覷而笑。) 

老李：你還真識貨，老王做的大魯麵是俺吃過最棒的。 

(老李說完又開始移動腳步，小陳擦擦嘴角的檳榔漬。)  

小陳：麵店今天沒賣，您想吃大魯麵，要不要我幫您去對街那家買？ 

(老李搖手。) 

老李：不用了，俺這張嘴特挑的，這麼多年來只習慣吃老王煮的麵。 

老陳：既然這樣，要找個人陪您回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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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回家！ 

(老李說完趕緊往前蹭。) 

老李：俺難得出來，想到處蹓蹓。 

方伯：老大哥，您踢正步時可得小心，別把咱們這排舊騎樓給震垮了！ 

(老李應聲笑笑，又繼續往前蹭，下棋的老陳放下手邊的棋子，跟小陳說。)  

老陳：你幫忙盯著，別讓李將軍給走丟了。 

(老李出場。) 

(幕下。) 

 

第四幕第四幕第四幕第四幕    

場景：老街騎樓，雜貨店、香燭店、彩券行與理容院的生意依舊蕭條，理容院前依舊

四個人在下棋聊天。 

(幕起。) 

(李夫人匆匆的進場，快步的邊走邊探，邊探還邊想。) 

李夫人：這老頭真是不聽話，我才靠在沙發上打個盹，他就不見人影了。 

(李夫人走到雜貨店門口，猶豫著要不要進去問問看，裡頭就傳出雜貨店老闆娘尖銳的

聲音，雜貨店老闆娘進場。) 

雜貨店老闆娘：真是罕見，一天颳了兩次大風！李夫人，最近很少來見到您，需要點 

              什麼嗎？  

(李夫人有點不好意思。) 

李夫人：對不起，我是想請問你看到我們家那口子沒？  

雜貨店老闆娘：看到啦！李將軍剛剛說要去找老王，我跟他說麵店關門了，他還是繼 

              續往前走。李夫人哪，我可是個直腸子，有些話要我悶在心裡不說， 

              可會讓人整夜都睡不著呢！  

李夫人：很抱歉，我還得去找------- 

(雜貨店老闆娘打斷李夫人的話。) 

雜貨店老闆娘：去找你老公是嗎？唉！找到了人，找不回心有什麼用！ 

李夫人：你別多想，我們家那口子我信得過。 

(李夫人只想趕快結束話題，去找老李。) 

雜貨店老闆娘：李夫人，不是我多想喔！是我剛才親眼看到的。你別以為你小李將軍 

              十幾歲，就不用擔心，現在的外籍新娘可狠得嚇人哪！ 

李夫人：沒那麼嚴重吧！我看咱們附近的外籍新娘都既勤勞，又肯吃苦呢！像老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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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越南媳婦就真的很不錯。 

(雜貨店老闆娘故意提高音量。) 

雜貨店老闆娘：不錯？不錯怎麼會勾引男人，把老王的錢騙光後，人就跑了！  

李夫人：那是謠傳，你別信。 

雜貨店老闆娘：別人的事我不管，但看在你是我老鄰居的份上，我還是告訴你好了。 

(雜貨店老闆娘舉起左手遮住右邊臉頰說。) 

雜貨店老闆娘：香燭店的那個越南新娘，你可要留意點，我剛才親眼看到她跟你老公 

              眉來眼去的。 

李夫人：哈！這你不用擔心，我們家那口子已經出現老人痴呆的症狀啦！  

雜貨店老闆娘：那更得小心！別讓她拐走你老公的退休金。 

李夫人：好好好，我知道，謝謝你的關心！ 

(李夫人逃命似的離開雜貨店。) 

雜貨店老闆娘：哼！我是好心，到時發生事情可別怪我沒提醒妳。 

聲音：老闆娘，我要一瓶醬油。 

雜貨店老闆娘：哎呀！終於有生意了，這條老街就像獨居老人一樣。 

(雜貨店老闆娘提高音量，轉身出場。) 

雜貨店老闆娘：來啦！來啦！ 

(越南新娘抱著哭鬧的嬰兒左搖右晃的進場，李夫人靠近越南新娘。) 

李夫人：怎麼啦？小寶寶哭成這樣！ 

越南新娘：我也不知道，他剛剛喝過牛奶就開始哭了。 

(李夫人摸摸小寶寶的頭。) 

李夫人：會不會是尿布濕了？  

越南新娘：沒有啊，我剛剛才換過呢！  

李夫人：你婆婆不在嗎？  

越南新娘：她去南部幫她女兒坐月子了。 

李夫人：自己的長孫不顧，還去幫女兒坐月子。 

越南新娘：是我叫婆婆去的，我想 BABY 都這麼大了，我自己照顧得來，沒想到會這 

          樣。 

李夫人：那妳先生呢？  

越南新娘：他去鹿港批貨，晚上才會到家。 

李夫人：這樣吧！你把寶寶讓抱我，我看看。 

(李夫人接過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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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夫人：小心點。 

(用食指在嬰兒的肚子上彈了幾下，又湊過耳朵專注的聽著。)  

李夫人：是脹氣啦！ 

(越南新娘一臉不解。) 

越南新娘：脹氣？是什麼意思？ 

(李夫人拉著她湊近嬰兒的肚子再敲了幾次。) 

越南新娘：砰砰響耶，BABY 的肚子有聲音，是肚子不舒服嗎？  

李夫人：答對了！ 

(李夫人拍拍越南新娘的肩膀要她不用擔心，接著就從皮包拿出一瓶白花油，倒在手上

搓熱了再塗抹在嬰兒的肚子上，隨後又把嬰兒抱在胸前拍一拍，一陣打嗝聲後，小嬰

兒吐了一些酸奶，把李夫人的衣服弄髒了，越南新娘見狀，趕緊拿了紙巾邊擦拭邊道

歉。) 

越南新娘：太太對不起，把您的衣服給弄髒了。 

李夫人：沒關係！你看，小寶寶不哭了喲！滴滴滴，還會笑呢！ 

(李夫人說著就逗起嬰兒來，越南新娘指著白花油說。) 

越南新娘：您真是太厲害了！這是什麼奇藥？  

李夫人：哪，這送你！ 

(越南新娘猛搖頭。) 

越南新娘：不不，這很貴吧？  

李夫人：這是白花油，咱們台灣的特產，便宜得很！ 

(李夫人把白花油塞到越南新娘的手裡。) 

越南新娘：便利商店買得到嗎？  

(李夫人一邊逗弄著嬰兒，一邊交代。) 

李夫人：當然有嘍！記得每次寶寶喝完牛奶都要這麼拍拍背。對了！寶寶的奶瓶都有

消毒嗎？ 

越南新娘：消毒是什麼意思？  

李夫人：就是放到熱水裡去煮一煮或燙一燙啊！妳婆婆有教妳嗎？ 

越南新娘：沒有，我婆婆沒教我這些。 

李夫人：現在市面好像有販售一整套的奶瓶殺菌器。 

越南新娘：太太，真是謝謝您！您住在這附近嗎？我們好像沒見過面。 

李夫人：是啊，我就住在這排騎樓的最後面那一間。 

越南新娘：我知道，是李將軍的家，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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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夫人：我是他太太。 

越南新娘：哇！您看起來好年輕，我還以為是她女兒呢！ 

李夫人：對了，這麼一忙我倒忘了，我得趕緊去找他。來，寶寶給妳，小心點兒，小 

嬰兒是很脆弱的。 

(越南新娘一邊接過寶寶一邊說。) 

越南新娘：李將軍他好像說要去街角的麵店吃麵，我告訴他麵店關門了，他還是繼續 

往前走。 

李夫人：你別理他，他就是這副怪脾氣，事情沒達成，誰都攔不住。 

越南新娘：太太，您喜歡吃糖嗎？下次我回越南的時候，帶幾包我們家鄉的特產給您

嚐嚐。 

李夫人：你別破費，賺錢很辛苦的！ 

越南新娘：我們越南的糖既便宜又好吃，我婆婆也很喜歡呢！  

李夫人：好吧！你就帶幾樣讓我嚐嚐。 

(李夫人又捏捏寶寶的小臉蛋。)  

李夫人：李奶奶有空再來看你喔！小寶貝。 

(越南新娘滿心感激的把李夫人送到騎樓，李夫人也頻頻回頭，揮手示意要她快把嬰兒

抱進去。) 

李夫人：快進去，別讓小嬰兒著涼。 

(越南新娘出場，李夫人走過彩券行時，老闆高興的說。) 

彩券行老闆：李媽媽！剛才看到李伯伯時，我就有預感會碰見您。 

李夫人：你是？ 

彩券行老闆：我是嘉興呀！您兒子的小學同學。 

李夫人：嘉興？ 

(李夫人想了一會兒便揚起嘴角。) 

李夫人：對！是嘉興。你是那個流著兩條鼻涕，常來我們家吃晚餐的嘉興！ 

彩券行老闆：沒錯！您終於想起來了。 

李夫人：我記得你家不是住在好幾條街外嗎？這裡是？  

彩券行老闆：這裡是我開的彩券行？  

李夫人：你怎麼啦！  

彩券行老闆：去年車禍摔斷了腿，沒辦法再去工地工作，只好租個店面，跟政府申請

開設彩券行。 

李夫人：腿傷得嚴重嗎？ 



 20

彩券行老闆：走路比較吃力，也不能搬重物。 

李夫人：沒關係！你從小就是個能吃苦耐勞的孩子，在這兒賣彩券生意不錯吧！ 

彩券彩券行老闆：混口飯吃沒問題。 

李夫人：那就好，如果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儘管來找李媽媽。 

彩券行老闆：謝謝李媽媽。 

李夫人：你娶媳婦沒？  

彩券行老闆：瞧我這副德性，怎麼會有女人喜歡？ 

李夫人：改天李媽媽幫你物色一個好姑娘，你會介意娶外籍新娘嗎？  

彩券行老闆：人家不嫌我走路一瘸一瘸的就要偷笑了。 

李夫人：外表的殘疾算不了什麼，你以前不是常說，人只要有骨氣，就能出頭天。 

彩券行老闆：李媽媽您放心，我不會這麼輕易就被打敗的。 

李夫人：下次有空到我家吃個便飯，李媽媽再做你最喜吃的糖醋排骨。 

彩券行老闆：李媽媽，你的記性真好，都幾十年了，你還記得我喜歡吃糖醋排骨。 

李夫人：當然記得！我那寶貝兒子跟他老爹一樣挑嘴，他們爺倆兒就獨鍾老王煮的大

魯麵和小菜，那時就只有你最捧場了，每次都把我做的菜吃光光。 

彩券行老闆：我到現在還很懷念您做的菜呢！聽說宏恩去大陸投資啦！他娶媳婦沒？  

李夫人：說到我那個寶貝兒子就讓人傷腦筋，他在美國攻讀博士時娶了個洋妞，我原

本以為會有個可愛的金髮孫子可以抱，沒想到他還沒回台灣前就跟她離婚

了，我們問他有沒有爭取到小孩的監護權，他說根本毫無勝算，爭取也沒用。

當時他的工作還不穩定，而那個洋妞已經工作了好幾年，在這種情況下，美

國的法律多半會把孩子判給母親。 

彩券行老闆：您別擔心，宏恩長得那麼帥，又是大老闆，大陸的美女那麼多，您很快

就可以抱孫子啦！  

李夫人：這我可不敢想，大陸新娘想來台灣，還比其他國籍的新娘難申請呢！ 

彩券行老闆：記得小時候，你偶爾會給我和宏恩每人一塊錢，到『亭仔腳』的『柑仔

店』玩一元兩抽的遊戲。那時大家都很窮，裡面的玩具很吸引人，有女

生喜歡的小玩藝、泡泡糖和吹得出聲音的汽球。    

李夫人：我想起來了！我們宏恩的手氣很背，每次都抽到『銘謝惠顧』哭喪著臉回來，

而你老是抽中大獎，還把抽到的塑膠戒指送給我呢！  

彩券行老闆：這事您都記得！當天因為是母親節。 

(彩券行老闆說著說著便哽咽了。)  

彩券行老闆：而我又沒有媽媽，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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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夫人轉移了話題。) 

李夫人：我還記得你送我一束用皺紋紙和舊報紙做的康乃馨呢！哎呀！你李伯伯一定

走得老遠了，我得趕緊去找他，他最近情況不大好，有空再來找你聊。 

(李夫人踏出彩券行。)  

老陳：嫂夫人是出來找李將軍吧！  

李夫人：是啊，他最近頭腦不大靈光，醫生交代要看緊他。你看見他了嗎？ 

(老陳指著街角。) 

老陳：他剛往老王的麵店走去。 

老陳：不過您放心，我們大夥都幫忙看著呢！  

李夫人：真是謝謝你們了，打擾大家真是不好意思！  

老陳：說什麼打擾，大夥沒事做，在這兒泡茶閒扯罷了。 

方伯：以前咱們這排騎樓可是寸土寸金呢！就連騎樓擺個攤位都要收個清潔費或租金。 

小林：阿伯，以前這裡真的有這麼風光嗎？ 

(老陳拍著胸脯。) 

老陳：這點我可以做證！想當年我也在這個『亭仔腳』擺過香腸攤咧！ 

小林：哈！賣幾條香腸能賺多少錢？  

老陳：你別小看一個小攤子，他至少養活了我們家五口呢！不信，你問我兒子。 

(老陳指著小陳，小林看著小陳，小陳猛點頭，老陳指著小林。) 

老陳：你這個剛從外地回來的小夥子，哪知道我們那時的甘苦！  

方伯：那時候不論南北貨、土產和跑單幫來的東洋貨比比皆是，還可媲美當今的迪化

街呢！  

小林：既然以前這麼風光，為什麼現在連假日都不見半個客人上門？  

老陳：如果不是這一棟棟高樓大廈阻隔了我們跟對街的聯繫，我們的『亭仔腳』也不

會生意這麼差。 

(李夫人一臉落寞。) 

李夫人：老大哥說得沒錯，咱們這排騎樓還真是被水泥叢林給困住了。 

小林：大家要往好處想，如果『亭仔腳』還那麼熱鬧，我們哪能在這裡下棋聊天哪！  

小陳：說的也是，反正風水輪流轉嘛！如果大家答應把房子賣給財團，不就可以重拾

昔日的風光。 

老陳：你這個不肖子！ 

(老陳站了起來，用力敲了小陳一下腦袋。)  

老陳：如果你阿公在，一定把你吊起來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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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陳摸著被敲的腦袋。) 

小陳：阿爸，我說的是實話耶！你看！這附近都是新建築，只有我們這兒這麼老舊，

誰要來這裡消費，咱們的理容院都沒半個客人，媽和我老婆每天只知道玩股票。 

李夫人：小帥哥呀！舊有舊的特色，如果大家把心思和財力集結在一起，也可以讓咱

們的『亭仔腳』起死回生哪！現在很流行老街再造的。  

方伯：嫂夫人說得是，咱們得找個時間大夥好好討論討論。 

小陳：是啊，每天在這邊譙政府也不是辦法。 

李夫人：你們慢慢聊吧！我得趕緊去找我先生，免得他把老王家的門板給拆了。 

(李夫人說完便點個頭告退，李夫人退場。) 

(幕下。) 

 

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 

場景：街腳，老王的店門口前，鐵捲門深鎖，上面貼張大紅紙。 

(老李進場，站在街角望著萬馬奔騰的馬路發楞好一陣子，老早就把去看那張紅紙上寫

些什麼字的事忘得一乾二淨，直到他肚子開始咕嚕咕嚕叫時，老李摸著肚子。) 

老李：俺的肚子叫得還真大聲，對了！俺是要來吃老王的大魯麵。 

(老李轉向街角找到老王的麵店，用力敲打著鐵捲門。) 

老李：老王！老王啊！快開門啊，俺要吃大魯麵！ 

(大紅紙隨著哐啷的敲打聲掉落在地上，一陣風起，大紅紙迎風旋起，又飄了幾下，落

在地面上。) 

(李夫人進場，走向麵店，拍拍丈夫的肩膀。) 

李夫人：老伴啊，你瞧！大紅紙被撕下來了。咱們明天再來吃大魯麵吧！ 

(幕下。) 

 

 

~   劇     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