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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芒花與鳳凰女菅芒花與鳳凰女菅芒花與鳳凰女菅芒花與鳳凰女    

 

劇情大綱劇情大綱劇情大綱劇情大綱：：：： 

本劇透過一對祖孫在說故事，呈現人與人之間真實的感情。 

民國 60 年代，車站擦鞋的許美美，巧遇陳家大小姐心蓮，兩人發現，彼此

長相驚人地相似。 

心蓮小姐因感情問題投水自殺後，陳家管家受了心蓮小姐的未婚夫田文禮收

買，買通美美進陳家假裝心蓮小姐，說是要安慰病重的老太爺。美美到了陳家，

才發現田文禮是個吃喝嫖賭的浪蕩子，雇她來只是為了假結婚謀奪陳家家產。而

心蓮的表哥元治識穿了騙局，提議管家和美美轉換雇主，讓他和美美假結婚，至

少陳家家產不會流入外人之手。美美被元治說動答應了他。 

老太爺忽然要美美帶他去找心蓮的心上人，有意成全心蓮，免得再發生心蓮

父母那樣的悲劇。不料老太爺糖尿病發作昏迷，送醫卻巧遇躲在醫院當義工的心

蓮… 

 

 

人物介紹人物介紹人物介紹人物介紹：：：： 

1. 奶奶：女，55 歲，說故事的人。也就是故事中的許美美的老年。 

2. 孫女：女，10 歲，想要變公主的窮人家女孩。 

3. 許美美：女，20 歲，家境窮困失學，在車站幫忙旅客擦鞋維生。與乞討的父

親相依為命。心地善良，個性直爽。 

4. 許大海：男，50 歲，腳受過傷，是個瘸子，靠乞討維生。心地不錯，但爛散

好賭。 

5. 陳心蓮：女，20 歲，林家小姐。外柔內剛。家境富裕，因身體不好，大一就

休學在家養病。父親早死，只有她這個獨生女。祖父陳老太爺替她訂

親田家少爺，講好入贅，希望他們早日完婚，傳宗接代。（演美美與

演心蓮的演員身材聲音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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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沈雲一：男，22 歲，斯文有禮，是心蓮的學長，與心蓮相戀，但陳老太爺早

已將心蓮婚事訂給田家，故借心蓮生病之事讓她休學在家，阻止雲一

和心蓮的戀情。 

7. 陳老太爺：男，70 歲，心蓮的祖父，患有輕微的老人癡呆症，意識有時不很

清楚。他疼愛心蓮，但固執無法溝通。 

8. 邱元治：男，22 歲，心蓮的表哥。因讀書的大學在陳家附近而寄居陳家。下

人稱他為表少爺。 

9. 田文禮：男，25 歲，紈袴子弟。家境本來很好，但已坐吃山空，急著想入贅

陳家，取得財產。 

10. 王管家（本利）：男，45 歲，陳家管家。表面恭謹內斂，內心貪得。被田少

爺收買，幫助田少爺謀奪家產。 

11. 王媽（阿娥）：女，43 歲，陳小姐奶媽。也是王管家的太太。不分是非，對

丈夫唯命是從。 

 

場景介紹場景介紹場景介紹場景介紹：：：： 

場景 1：祖孫房間 

舞台前方右側，以一個聚光燈照亮一個搖椅，旁邊一個小凳子，一個茶几。其他

地方暗場。背後可以直接接下一場景，用燈光切換 

 

場景 2：車站 

舞台左側是入口，舞台右側是買票及上車的方向。舞台中間是 60 年代的車站景。

牆上貼著一些舊海報，柱子之間有車站分別往第 1，第 2，第 3，第 4月台的指

標。許美美擦鞋的攤位後面有兩張老式木質長公園椅。旁邊有垃圾桶。其他地方

都是走道空間。供旅客來往。 

 

場景 3：陳家大廳 / 陳家花園 

舞台右側是花園，有許多盆栽造景。右側往內 1/3處是客廳門，舞台左邊 2/3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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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客廳景。舞台左側及左右上角屏風後都是通往內室的入口。可供人物多角度出

入以求取變化感。由於陳家家境富裕，花園和客廳擺設都要有相當水準。客廳正

中必須有一套太師椅，一些花瓶擺設。客廳左側必須有一台鋼琴。 

 

場景 4：路邊小公園 

舞台前面是路，中間是公園。有花木，公園椅，路燈，路樹等布置 

 

場景 5：醫院 

中間有白色牆，前面掛號櫃臺。牆上有紅色十字，寫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新

樓醫院」。工作人員有的穿一般醫生護士服，有的穿修女服 

 

場景 6：醫院病房 

病床一張，床頭櫃一個，椅子兩張。白布屏風 

 

場景 7：田家客廳 

一個有點破敗的大家族客廳。東西尚稱不錯，只是舊舊的不夠氣派。 

 

 

 

序場 

時： 夜 景：祖孫房間 

人： 奶奶，孫女 

△ 舞台暗場，只有右邊舞台前方搖椅，茶几，小凳處聚光燈亮。奶奶坐在

搖椅上，孫女坐在小凳替奶奶捶腿。 

孫女：奶奶，我要聽故事。 

奶奶：你想聽什麼樣的故事？ 

孫女：我想聽那種…王子愛上公主，麻雀變鳳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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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妳想要麻雀變鳳凰嗎？ 

孫女：當然想啊！ 

奶奶：麻雀就是麻雀，鳳凰就是鳳凰。本質就不是一樣的東西。傻孩子，麻雀是

變不了鳳凰的。 

孫女：我不信。妳又沒有那種經驗，妳怎麼知道麻雀變不了鳳凰？ 

奶奶：誰說我沒有那種經驗？奶奶從來不說沒根據的話。 

孫女：真的嗎？奶奶，妳真的有麻雀變鳳凰的經驗？ 

奶奶：嗯。那時候啊，大概是民國六十年左右。我才十八歲，家裡很窮，很早就

沒在唸書了，跟著我瘸了腿的爸爸，在車站討生活。 

孫女：在車站討生活？什麼意思啊？ 

奶奶：那時候，我在車站替人擦皮鞋，我爸爸在車站乞討。 

△ 氣笛聲響，車站環境音起。 

女聲 OS：兩點十五分往台北的列車就要開了，還沒有上車的旅客請趕快上車。 

△ 舞台前區祖孫房燈暗，舞台車站景燈漸亮，旅客開始走動。 

 

 

 

第一幕  車站奇遇 

時： 日 景：舊式車站  

人： 陳心蓮，許美美，許大海，旅客甲乙，旅客若干，王管家（本利），王媽

（阿娥），奶奶，孫女 

△ 60 年代，車站旅客來往。許美美擺攤擦鞋，瘸腿的許大海衣著破爛，

在一旁乞討。面前放著碗，不斷磕頭。 

△ 許美美穿著破爛，手臉骯髒，像個小男孩，坐在小凳上幫旅客甲擦鞋。

旅客西裝革履，腳踩在美美攤位的腳踏上，趕時間地看著錶。 

旅客甲：快一點。火車要開了！ 

美美：好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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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甲：多少錢？ 

美美：一塊錢。 

旅客甲：這麼貴？一碗牛肉麵也只要兩塊錢而已。 

美美：不好意思啦！賺個辛苦錢給我爸爸治病。 

旅客甲：好啦，我趕時間，給妳啦！ 

△ 旅客甲付帳，匆匆離去。美美收錢放入腰間錢袋。 

△ 穿著白色洋裝的陳心蓮，提著行李包從左舞台走入車站。她高雅大方的

風姿，引得路人回頭。美美也抬頭望著她。心蓮走到美美面前停下來。 

心蓮：小弟，我想買火車票。要到哪裡買啊？ 

美美：我不是小弟。我是女的啦！ 

心蓮：對不起。小妹，火車票要到哪裡買啊？ 

美美：妳要到哪裡？ 

心蓮：我要去找我學長。（害羞）ㄟ，妳問這個幹什麼？ 

美美：我不是問妳這個啦！我是問妳要搭車到哪個地方。 

心蓮：（不好意思）歐，對不起啊，是我誤會了。我要去台南啦！ 

美美：看妳的表情，妳學長一定是妳的心上人。對不對？ 

心蓮：（臉紅）不提這個啦！我急著要去找人，妳快跟我講到哪裡買票，好不好？ 

美美：（指舞台右方）就在那個票口。 

心蓮：多謝妳。 

△ 心蓮轉身要走。美美叫住她 

美美：等一下！小姐，往台南的火車還要半小時才來。妳要不要擦擦鞋？ 

心蓮：可是我的鞋子是白色的。 

美美：就是白色的才要擦啊！妳看妳的鞋子沾到泥巴了。不趕快擦一擦會留下污

點。妳要去見心上人，穿著一雙髒鞋子不太好吧？ 

心蓮：好啦，那妳幫我擦一擦。 

△ 美美開始幫心蓮擦鞋。心蓮端詳著美美。 

心蓮：小妹，妳幾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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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我十八歲。 

心蓮：我二十歲。那妳只比我小兩歲。妳有在讀書嗎？ 

美美：我們窮人家哪有那麼好命。不就是菅芒花，粗生粗養，能讀完小學就不錯

了。 

心蓮：妳五官長得很清秀，看起來好面熟。 

美美：我也覺得妳好面熟。我們以前可能是有見過。 

△ 心蓮掏出手帕遞給美美。美美疑惑接過 

美美：幹什麼？ 

心蓮：小妹，妳把臉擦乾淨好不好？我想仔細看看妳。 

△ 美美有點遲疑，看了心蓮一眼，後者熱切的眼光使她軟化，她放下擦鞋

布，拿手帕將臉拭淨。 

心蓮：妳抬起頭來。 

△ 美美抬起頭，心蓮與她對望，驚訝萬分 

美美：小姐，妳為什麼這麼驚訝？ 

心蓮：妳跟我長得好像。簡直是…簡直就像照鏡子。 

美美：真的嗎？我好久沒照鏡子了。 

△ 心蓮掏出皮包裡的化妝鏡交給美美 

心蓮：小妹，妳看。是不是很像？ 

△ 美美照鏡子，再抬頭看心蓮 

美美：像是很像啦，不過小姐命好，不像美美是菅芒花的命，永遠當不成千金小

姐。 

△ 美美把鏡子還給心蓮，低下頭繼續擦鞋 

心蓮：世間的事很難預料。將來會怎樣誰也不知道。妳不要貶低妳自己，就一定

會有出頭的一天。 

美美：鞋擦好了。妳快去買票吧！ 

心蓮：我應該付妳多少錢？ 

美美：不用。難得我們有緣，妳人又好，我不收妳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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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蓮：不能這樣。 

女聲 OS：三點零五分往台南的列車就要開了，還沒有上車的旅客請趕快上車。 

△ 心蓮聞聲急掏一張鈔票塞給美美 

心蓮：火車來了！妳保重！ 

△ 心蓮跑向右舞台離場。其他旅客也有的匆忙走向右舞台。 

△ 美美目送心蓮離開，攤開手上的鈔票，竟是一張一百元。 

△ 一旁乞討的許大海拐著腳走過來看 

大海：唉唷，真是有錢人。一出手就是一百塊。拿來！給爸保管。 

美美：不要啦！你會拿去賭錢。 

大海：胡說！妳媽過世以後，我就沒有再賭了。 

△ 美美不情願地把錢交給大海。 

美美：爸，你要說話算話唷！ 

大海：安啦！妳爸什麼時候說話不算話？ 

△ 大海把錢塞入口袋，轉身一瘸一瘸地回到原位乞討。美美發現地上落下

來心蓮的化妝鏡。她撿起鏡子，打開端詳自己。臉擦乾淨的她顯得清秀

好看。她看得有些入迷。 

△ 王管家匆匆跑過來，一不小心踢到美美給客人踏的腳凳，摔倒在地。王

媽跟在後面，忙上前扶起王管家。美美連忙放下鏡子跑過來看 

王媽：老公！你有沒有怎樣？ 

管家：唉唷！痛死我了！誰在這裡擺了張凳子啊？ 

美美：對不起啦！我在這裡擦鞋做生意。 

管家：這裡不可以擺攤妳知不知道啊？我叫警察來抓妳唷！ 

王媽：好啦，別跟她計較。我們去找小姐要緊。 

管家：喂！小妹，妳有沒有看到一個穿白衣服的漂亮小姐經過？ 

△ 美美一驚，裝作沒事。 

美美：漂亮小姐是很多，不過好像沒有見到穿白衣服的。 

△ 王媽端詳著美美，露出疑惑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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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媽：老公，你看這個小姑娘的臉。 

△ 王管家審視美美，神情也很驚訝。 

管家：小姐？是小姐嗎？ 

王媽：不是啦！小姐是我從小帶到大的。臉雖然像，但是表情不一樣。 

管家：小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美美：我叫許美美。我只是個擦鞋的，不是什麼小姐。 

△ 王媽眼尖，看到地上的化妝鏡 

王媽：小姐的化妝鏡！小姐來過這裡！妳為什麼說沒有？ 

△ 美美尷尬，眼光一轉，拖詞搪塞 

美美：這個鏡子啊，是我在洗手間撿到的。誰掉的我也不知道。 

管家：好啦！不用問她了！小姐既然來過這裡，那一定是搭火車去台南找那個男

的了！ 

王媽：那我們快去買車票！ 

△ 管家和王媽匆匆跑向右舞台退場 

△ 舞台燈暗，右舞台前方祖孫房間聚光燈亮。奶奶和孫女又開始對話 

孫女：奶奶，妳真的跟那個小姐長得很像嗎？ 

奶奶：嗯。但是她是她，我是我，我本來也沒有很在意這件事。但是第二天，那

個管家和奶媽又來車站找我。那時候啊，他們夫妻倆的臉色，真是難看。 

△ 祖孫房間燈暗，舞台燈漸亮。 

△ 美美在替旅客乙擦鞋。許大海仍在一旁乞討，旅客依然走動著 

△ 王管家和王媽匆匆由右舞台入。一見到美美，如獲至寶，馬上跑上前圍

住美美 

管家：妳還在這裡，太好了！ 

美美：我本來就天天在這裡替人擦鞋啊！有什麼好奇怪的？ 

王媽：妳替人擦鞋，一天多少錢啊？ 

美美：我們是算人頭的。擦一個客人的一塊錢。 

管家：那妳一天大概替幾個客人擦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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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生意好的時候，大概二三十個吧！ 

管家：十萬塊夠不夠？有了十萬塊，妳以後都不用再擦鞋了！ 

△ 許大海聞言起身，一瘸一拐地走過來聽 

美美：你神經病啊？我怎麼會有十萬塊？ 

王媽：我們的意思是，妳幫我們做一件事，事成之後，可以得到十萬塊。 

美美：我不要。 

管家：這麼好的機會，妳為什麼不要？ 

△ 許大海走到管家面前講話 

大海：我是美美的老爸啦！你們說的是什麼事？我可以作主！ 

△ 美美拉大海，大海回頭 

美美：爸！不要理他們啦！ 

大海：我們窮一輩子了！財神上門幹嘛不要理他？ 

美美：無緣無故，要給我這麼多錢，不是騙子就是瘋子。 

管家：妳誤會了！ 

王媽：對啊！我們只是想要讓妳去安慰我們老太爺。 

美美：慰安？我才不要嫁給老頭子！ 

大海：有十萬塊，嫁給老頭子也沒什麼關係啦！ 

美美：爸！你在說什麼啦！ 

管家：美美小姐，妳又誤會了！不是要妳嫁給我們老太爺。只要要妳假扮我家小

姐，讓老太爺能開開心心活完這最後一年。 

王媽：噓！小聲一點，當心被別人聽到。 

美美：你們家小姐怎麼了？你們沒有找到她嗎？ 

管家：（壓低聲音）小姐不想嫁給老太爺替她訂親的田少爺，偷偷私奔去台南找

她的學長。但是不知道怎麼了，竟然沒有到她學長家，反而是淹死在水裡。 

美美：淹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管家：發生什麼事我們追究也沒有用。現在最重要的，是怎麼跟老太爺交代。老

太爺得了重病，大概只能再活一年。他唯一的心願，就是看著他心愛的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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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嫁給他好朋友的孫子田少爺。 

美美：可是小姐既然淹死了，這個心願永遠沒辦法實現啦！ 

管家：可是你妳要想想看，老太爺已經得了重病，再讓他知道獨生的孫女莫名其

妙淹死了，他怎麼受得了？ 

美美：可是小姐都已經死了，我怎麼幫得上忙？ 

管家：當然可以！老太爺年紀大了，眼睛不好。只要妳願意假扮小姐，我們一定

可以瞞過老太爺的！ 

大海：有道理！這是好事耶！美美，妳快答應了吧！ 

美美：不行啦！小姐讀過那麼多書，我只有小學畢業，怎麼裝都不會像的。 

奶媽：會像會像，我是小姐的奶媽，小姐的言行舉止我都可以教妳。家裡的人不

多，除了老太爺以外，就只有讀醫學院借住的表少爺。 

美美：那也不行啊！表少爺一定會看穿我的！ 

管家：不會不會，男女長大了要避嫌，表少爺跟小姐本來就沒什麼話說，妳去也

不會穿幫。 

美美：可是我什麼人也不認識，也不知道該說什麼話。 

管家：這個我有辦法。妳不知道該說什麼，就什麼都不要說。 

美美：你要我裝啞吧？ 

管家：不是不是，假話要半真半假人家才會相信。我們可以說小姐失足落水，喪

失記憶。這樣妳就可以名正言順，什麼人都不認得。說錯話也沒有人會怪

妳。 

大海：有道理！美美，這是好事，管家他們也會幫妳，妳就答應了吧！ 

美美：可是…可是你們不是說，要嫁給那個什麼田少爺？ 

管家：田少爺那裡，我們會跟他說真話。大家都是為了老太爺好。就辦一場假結

婚來安慰老太爺。等老太爺過世，妳就可以帶著錢回妳爸身邊了！ 

美美：真的嗎？你們該不會是騙我的吧？ 

管家：我們騙妳什麼啊？ 

大海：對啊！美美，我們一窮二白，哪有什麼可以給人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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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嗯，對呵。那… 

大海：你還有什麼好考慮的？ 

美美：那…我們什麼時候要去見那個老太爺啊？ 

管家：當然是現在就跟我們回去！ 

美美：現在？可是我還沒有準備好啊！ 

奶媽：我會替妳打扮好。妳就當是失足落水被救起來，什麼都記不得就是了。 

美美：可是我會怕啊！ 

大海：安啦！妳就乖乖聽他們的話就對了！ 

△ 管家掏出一疊鈔票交給大海 

管家：許先生，這是訂金一千元。 

△ 許大海見錢眼開，喜上眉梢，連忙塞入口袋 

管家：我們陳家規矩多。事情成功之前，請你不要去找美美，可以嗎？ 

大海：沒問題。你們慢走！ 

△ 管家和奶媽帶著美美由左舞台離去。美美仍徬徨地回頭看大海。大海向

她揮揮手道別 

△ 右舞台前祖孫房間區聚光燈亮。背後主景落幕換第二幕景 

孫女：奶奶，十萬元很多嗎？ 

奶奶：現在看起來當然不多。但是六十幾年的時候，一般人一個月薪水只有幾百

塊。這筆錢大概不吃不喝也要工作三年以上才賺得到。 

孫女：歐。那…奶奶，妳真的假扮小姐到陳家去了嗎？ 

奶奶：當然是真的。 

孫女：好棒唷！好像乞丐王子，又好像灰姑娘變公主。 

奶奶：妳想得倒容易。那時候啊，我什麼也不懂，傻傻得就跟著去了。心裡面以

為自己做的是好事，只想著要怎樣安慰陳老太爺爺，讓他生命的最後能夠

心情愉快。 

△ 聚光燈漸暗，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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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  豪門恩怨    

第一場 豪門初探 

時： 日 景：陳家大廳 / 花園 

人：許美美（扮成陳心蓮模樣），王管家（本利），王媽（阿娥），男僕 2 人，

女僕 2 人，邱元治，黃伯，陳老太爺，奶奶，孫女 

△ 陳家男女僕站成一列等候。王管家和奶媽帶著許美美扮成的心蓮，由右

舞台穿過花園入客廳出場。僕人恭敬鞠躬，美美忐忑不安被管家導引著

經過眾僕面前 

管家：（指僕人一一介紹）心蓮小姐，這是阿忠，這是阿勇，這是小芬，這是麗

美。（轉向僕人）心蓮小姐落水獲救，鬼門關走一趟，刺激太大，失去了

記憶。你們大家要多多照顧她。 

△ 眾僕點頭。許美美也忐忑地點頭還禮。 

△ 邱元治從左舞台內室走出 

元治：表妹，妳這幾天到哪去了？ 

△ 美美抬頭看元治，楞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 

管家：這是妳表哥啊！他叫邱元治，他讀附近的大學，借住在你家。 

美美：（拘謹地）表哥。 

元治：表妹，妳怎麼不認得我了？ 

美美：我… 

管家：小姐落水獲救，失去記憶，什麼人都不認得了。 

元治：落水？妳是怎麼會落水的？ 

美美：我…我不記得了。 

△ 管家把元治拉到一旁講悄悄話 

管家：表少爺，你也知道的。小姐一直不願意嫁給老太爺替她訂親的田少爺。那

一天小姐收拾行李，想去台南投奔那個沈雲一。就是小姐讀大學的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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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 

元治：那個沈雲一呢？他現在在哪裡？ 

管家：我問過了。劉家都沒有人見到心蓮小姐。心蓮小姐可能是路不熟，不知道

怎麼了，竟然跑到公園，掉在荷花池裡。 

元治：這怎麼可能？我要去找那個沈雲一，當面問個清楚。 

管家：算了啦！還好我們追過去，發現得早。小姐沒事就好。 

元治：她受了那麼大刺激，人都不認得了，怎麼能算沒事？ 

管家：唉。不認得人也好。這樣她就會按照老太爺給她訂的親事，嫁給田少爺。 

元治：可是… 

管家：表少爺，老太爺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好。小姐跟田少爺的婚事早點辦完，

老太爺也可以了卻一樁心事。小姐私奔這件事，我們最好是不要再提，也

不要跟老太爺講。 

元治：這… 

管家：為了讓老太爺開心，小姐失去記憶的事，表少爺是不是可以幫忙掩飾一下？ 

老太爺 OS：心蓮！心蓮！ 

△ 美美一驚。眾人都望向左舞台內室出口處 

管家：老太爺來了。心蓮小姐，妳千萬不要讓老太爺知道妳失去記憶的事。老太

爺身體不好，受不了刺激。 

△ 美美點頭。舞台左側內室走出一位老伯。美美迎了上去，親熱地拉著他 

美美：阿公！今天身體有沒有好一點？ 

△ 內室另外走出一位拄著柺杖，服裝講究的老先生，他咳了一聲，瞪了美

美一眼。眾人尷尬地看著美美認錯人 

管家：小姐，黃伯身體很好。老太爺在咳嗽呢！ 

△ 美美發現自己認錯人了，連忙退後尷尬地傻笑。 

美美：我是說，黃伯，我阿公今天身體有沒有好一點？ 

黃伯：小姐妳失蹤的這兩天，老太爺都睡不好覺。身體怎麼好得起來？ 

美美：這…（轉向老太爺）阿公，對不起，讓您擔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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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爺：心蓮，妳這兩天跑到哪裡去了？是不是跑去找那個姓劉的？ 

管家：老太爺，昨天我不是託人送信回來報平安了嗎？小姐對婚事不太滿意，跑

到夫人常去的廟裡住了一天。我們夫妻有跟著她去，小姐絕對沒有做那種

敗壞門風的事。 

老太爺：嗯。（又咳了幾聲，黃伯替他拍著背，扶他到太師椅坐下）心蓮啊，妳

到底對文禮有什麼不滿啊？為什麼不肯嫁給他？ 

美美：我… 

元治：可能是田少爺有些花心的傳聞，讓小姐不高興。 

老太爺：胡說！那都是別人嫉妒他，故意造謠。沒有那種事。文禮是我從小看到

大的，他絕對不是那種人。 

美美：是，阿公說得對。 

△ 老太爺楞了一下，隨即浮現喜容 

老太爺：心蓮，妳有進步唷！越來越懂事了！ 

美美：奶媽，我以前很不懂事嗎？ 

奶媽：還好啦，就是有時候會跟老太爺頂頂嘴，把老太爺氣得鬍子都翹起來了。 

美美：真的唷？阿公，對不起。我以後都聽阿公的，希望阿公心情開朗，病趕快

好起來。 

老太爺：嘴巴討好沒有用。妳什麼時候答應嫁給文禮？ 

△ 田文禮由右側花園入場 

美美：這…我不知道啦！ 

△ 田文禮入客廳。管家相迎 

管家：田少爺，你來啦！ 

文禮：老太爺早。大家好。 

老太爺：文禮，你來得正好。今天大家都在，你們訂個婚期，快點完婚吧！我急

著抱孫子呢！ 

△ 美美手足無措地望向奶媽。奶媽示意她聽老太爺的。 

文禮：心蓮小姐，您對婚期，有什麼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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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我？我沒有意見。 

文禮：既然心蓮小姐沒有意見，就請老爺指示婚期。 

老太爺：嗯。老黃，你把我的黃曆拿來。 

△ 黃伯拿來黃曆，老太爺掏出眼鏡翻看。 

老太爺：嗯。就訂在下個月十五號好了。距離現在還有三十五天，夠準備婚事了。 

文禮：姪孫謹遵老太爺的指示。不知小姐是否同意？ 

美美：阿公說什麼就是什麼。我沒有意見。 

△ 老太爺呵呵大笑。 

老太爺：乖！怪！ 

美美：阿公，你是說乖還是說怪？ 

老太爺：又乖又怪！你以前意見很多，從來不肯答應。怎麼忽然這麼聽話？ 

美美：我……真的嗎？不會吧？ 

管家：老太爺，小姐答應就好。您就別提以前的事了吧？ 

老太爺：嗯。文禮，你們兩婚事趕快辦一辦。 

文禮：姪孫遵命。 

老太爺：我累了，老黃，你扶我進去休息。 

黃伯：是，老爺。 

△ 黃伯扶老太爺由左舞台進內室。僕人也都散去。場中剩下元治，文禮，

管家，奶媽和美美。文禮露出討好的微笑，望著美美 

文禮：心蓮，你終於答應嫁我了！ 

管家：咳！田少爺…表少爺還在這裡呢！ 

文禮：（轉向元治）元治兄，失禮了。（轉向管家）我有話要私下跟心蓮說。我跟

她出去散散步。（拉美美要往外走） 

元治：等一下！ 

文禮：怎麼了？  

元治：心蓮身體不好，她要休息。 

文禮：心蓮，你生病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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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我…… 

奶媽：心蓮小姐的確不舒服。您要不要改天再來？ 

文禮：可是我跟心蓮要多相處彼此才會瞭解啊！ 

管家：改天吧！田少爺，下個月婚禮就到了，我陪您回田家秉告你們老太爺。好

不好？ 

文禮：好好好，咱們走吧！ 

△ 文禮轉身向外走。管家跟在他身後向右舞台下場。場中剩下元治，奶媽

和美美。元治望著美美，美美有些不自在 

奶媽：心蓮小姐，我們進去吧！ 

美美：歐，好。 

△ 美美跟著奶媽由左舞台入內。元治望著他們背影仍在深思。 

△ 燈漸暗，換場不落幕。 

△ 右舞台前方祖孫房間區燈漸亮。奶奶和孫女繼續聊天 

孫女：奶奶，到底家產是誰繼承啊？ 

奶媽：當然是心蓮小姐。但是我去了陳家以後，越想越不明白，到底是誰雇用我

來假扮心蓮小姐？ 

孫女：當然是管家啊！ 

奶媽：這只是表面。管家如果有十萬元，他也不用當僕人了。 

孫女：管家不是替老太爺做事嗎？那就是老太爺囉！ 

奶媽：老太爺怎麼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再說，哪有人雇用來騙自己？ 

孫女：對唷，真的很奇怪。 

奶媽：還有啊，元治少爺常常盯著我看。我怕被他看穿，心裡總是很不安。 

孫女：元治少爺是怎樣的人？ 

奶媽：他在讀醫學院。是很有才華的一個人。還會彈鋼琴呢！  

△ 聚光燈漸暗。鋼琴聲響起。主景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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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  豪門恩怨    

第二場  立場轉檯 

時： 日 景：陳家大廳 / 花園 

人：許美美（扮成陳心蓮模樣），邱元治，王管家（本利），王媽（阿娥），奶

奶，孫女 

△ 元治獨自在彈著客廳的鋼琴。美美由內室出。好奇地走過去觀看 

△ 元治一曲既終，抬頭看美美。美美讚嘆拍手 

美美：好棒唷！你彈得真好。 

元治：你不是也會彈嗎？ 

美美：我？我會彈？ 

元治：對啊！換你彈一曲來聽聽。 

美美：（急）不要啦！你彈得太好了，還是你彈。 

元治：心蓮，有一件事，我覺得很奇怪。 

美美：什麼事啊？ 

元治：你不是很討厭田文禮嗎？怎麼又答應嫁給他？ 

美美：可是這是老太爺的安排啊！這個家不都是老太爺說怎樣就怎樣？ 

元治：老太爺是從小就給你跟田文禮訂親。但是你喜歡上你大學的學長，所以老

爺給你辦休學，不讓你往外跑。你還記得嗎？ 

美美：我不記得了！ 

元治：沒關係，過一陣子，你就什麼都會想來。 

美美：我們…也認識很久了嗎？ 

元治：我來這裡住已經有兩年了。先前我在校外租房子住。後來老太爺說家裡人

丁單薄，我既然在附近讀書，乾脆搬進來作個伴。 

美美：歐。原來是這樣。聽管家說，阿公只能再活一年？ 

元治：那是大概的估計。 

美美：阿公是得了什麼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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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治：糖尿病。已經很嚴重了，有一些併發症，所以現在他的視力不太好。 

美美：你懂好多。聽他們說，你是在讀醫學院唷？ 

元治：嗯。 

美美：好厲害。 

元治：我對人的遺傳和骨骼有點研究。你想聽聽看嗎？（盯著美美） 

美美：（心虛）歐。我…我有點累了。我進去休息一下。 

△ 美美往內走。元治攔住她 

元治：你難道不想知道，我是有怎樣的研究？ 

美美：你說的我不懂啦！ 

元治：你坐下來聽。我從頭跟妳講。 

△ 元治盯著美美，美美不得已坐下聽。 

元治：我從小生長的環境並不富裕。雖然陳老太爺是我的舅公，但是我母親嫁得

不好，家道中落，勉強維持生活。東借西貸，就指望我醫學院畢業，能夠

多賺點錢來還債。 

美美：你可以跟老太爺借錢啊！ 

元治：光借錢是不夠的。一個醫生薪水並不高。還是要開業才能賺大錢。開業要

在大醫院的資歷，在大醫院要升等，這不光是靠醫術，還要靠權勢，靠關

係。我沒財沒勢，怎麼能出頭？ 

美美：那…那要怎麼辦呢？ 

元治：我打聽到我有一個很有錢的舅公。為了接近舅公，我藉故搬進舅公家。我

發現，舅公只有一個孫女。可是，孫女已經有未婚夫了。 

美美：你是說田文禮啊？ 

元治：當我發現，小姐並不喜歡她的未婚夫。我本來以為機會來了，沒想到，小

姐另有意中人。 

美美：你是說我學長沈雲一啊？ 

元治：我打聽到田文禮的一些惡行劣跡，風流爛賬。我有信心可以讓老爺改變主

意，答應把小姐嫁給我。可是，如果我揭穿田文禮，只會成全小姐和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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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美：那你想要怎樣？ 

元治：小姐把我當好朋友。她求我成全她和沈雲一。我就依照她的意思，幫她製

造機會，私奔到台南去找沈雲一。 

美美：你如果真的要幫忙，為什麼不揭穿田文禮？ 

元治：我跟田文禮並沒有仇。我只是想討好小姐。小姐要我幫什麼忙，我就幫什

麼忙。這樣無論成敗，她都會把我當最信任的人。這樣我多少還有點機會。 

美美：你…你心機好重。 

元治：我觀察，找機會。但是我沒有害人。 

美美：你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 

元治：因為我發現，（逼近美美）管家帶回來的，並不是心蓮小姐。 

美美：（驚退）你在說什麼？ 

元治：我一見到你，就知道你不是心蓮。 

美美：你…你想怎麼樣？ 

元治：我有信心揭發田文禮的真面目，讓老爺答應把心蓮小姐嫁給我。但是我卻

沒有辦法讓她忘記沈雲一。除非，她根本不認識沈雲一！ 

美美：你是說… 

元治：你認識沈雲一嗎？ 

美美：我… 

元治：不要騙我。你認識沈雲一嗎？ 

美美：我…我失去記憶，本來就什麼人都不認得啊！ 

元治：你以為你騙得過專家嗎？ 

美美：我…你明知道我不認識沈雲一，你幹嘛一直逼問我？ 

元治：我想跟妳提一個計畫。 

美美：什麼計畫？ 

元治：（握住美美的手）嫁給我吧！ 

美美：（掙扎）你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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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治放手，美美喘息後退 

元治：我怎麼說也比那個欠了一屁股爛賬，等著娶老婆來還債的田文禮強。 

美美：我又沒有真的要嫁給田文禮。 

元治：這個我知道。田文禮能提出什麼條件，我都能做得比他還好。 

美美：我哪有資格跟你談條件？你應該問管家才對！ 

元治：我跟管家談過了。 

美美：他怎麼說？ 

元治：管家三代都在陳家工作。他當初答應促成心蓮和田文禮的婚事，是因為那

是老爺的心願。 

美美：那現在呢？ 

元治：我讓他自己跟你說。 

△ 管家由內走出。 

美美：管家？你一直在聽啊？ 

管家：嗯。表少爺給我看了很多證據。田少爺不是好人，他會敗掉陳家的家業。

何況，表少爺答應給你給我的條件都比田少爺好。這樣的話，我們沒有理

由繼續聽田少爺的。 

美美：這樣太複雜了！我只是來安慰老太爺的。我不懂這些遺產繼承的事！ 

元治：妳不懂也沒關係。妳只要跟老太爺說，妳發現沈雲一另外有女朋友。而田

少爺又是一個貪圖遺產的敗家子弟。妳兩個都不要，決定要嫁給我。 

美美：老太爺不會相信我的話！ 

元治：我會把證據交待給管家。人證物證，管家會清楚交待給老太爺。 

美美：什麼證據？ 

元治：當然是田文禮吃喝嫖賭的一身爛賬。難道妳忍心讓老太爺的一生心血被外

人騙去？ 

管家：是啊，表少爺不是外人。心蓮小姐既然死了，他本來就是那些遺產繼承人

其中之一，讓表少爺獨得所有遺產，不算對不起老太爺。讓老太爺覺得心

蓮嫁了個好歸宿，同樣是安慰了老太爺。一切可以說是比原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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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治：妳叫許美美？ 

美美：是的。 

元治：（懇切地）美美，我們需要妳的幫忙。這樣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管家：對啊，心蓮小姐已經不在人世了。所以田文禮跟陳家沒有任何關係。 

元治：美美，妳幫我，好不好？ 

△ 美美看看元治，看看管家，忐忑不安地點頭。 

△ 奶媽由內走出。 

奶媽：老太爺醒了。他說要去散散步。 

元治：那我和心蓮一起陪他去。 

奶媽：可是老太爺說，他想單獨跟心蓮小姐聊一聊。 

元治：這… 

管家：這也沒什麼不好啊！只要美美照剛才說的跟老爺講，一切都會很順利。 

美美：可是…我怕會穿幫啊！ 

管家：老太爺糖尿病嚴重，眼力很不好。妳少說話，多聽，就沒問題了。 

美美：那…我試試看好了。 

元治：美美，一切拜託妳了！ 

△ 美美隨奶媽入內，燈暗落幕 

△ 右舞台前方祖孫房間燈亮 

孫女：哇！奶奶，好離奇唷！ 

奶奶：從我到陳家開始，每件事的發展，都讓人料想不到。 

孫女：那田少爺呢？他會甘心嗎？他會不會來揭穿你，說你是假的？ 

奶奶：如果揭穿心蓮已死，他也得不到好處。因為心蓮死了，他再怎樣都無法繼

承遺產了。 

孫女：奶奶，妳不是常教我不可以騙人嗎？為什麼妳自己也騙人？ 

奶奶：那時候我的年紀還小。不過我並沒有想要傷害任何人。 

孫女：那妳有沒有傷害到任何人呢？ 

奶奶：呵呵，妳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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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光燈暗。主景幕起。 

 

 

 

第三幕  祖孫心結 

時： 日 景：舊式車站 

人：許美美（扮成心蓮），陳老太爺，許大海，旅客若干，田文禮，打手 3 人，

奶奶，孫女 

△ 60 年代，車站旅客來往。瘸腿的許大海衣著破爛，在一旁乞討，面前

放著碗，不斷磕頭。 

△ 打扮淑女的美美扶著拄柺杖的陳老太爺走入車站，大海看到，嚇了一

跳。美美也偷瞄大海，示意大海不要聲張。 

美美：阿公，你要我帶你來車站做什麼啊？ 

老太爺：搭車啊！ 

美美：搭車到哪裡？ 

老太爺：到台南。 

△ 老太爺掏出一疊鈔票交給美美。 

老太爺：孩子，妳去買車票吧！我累了，想坐一下。 

美美：（心虛又驚疑）為什麼要去台南啊？ 

老太爺：我想去看看沈雲一那個孩子。 

美美：（驚）阿公，你說什麼？ 

老太爺：他不是妳的心上人嗎？ 

美美：他…是啦，可是我不記得了。 

老太爺：不記得？什麼意思。 

美美：我…我不知道路。 

老太爺：你是在台南念的大學。怎麼會不知道路？ 

美美：我……我不知道沈雲一的家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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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爺：我知道沈雲一在成大念書。我們到成大找他。 

美美：可是…阿公，你為什麼忽然要去找沈雲一？ 

老太爺：我想看看沈雲一有什麼好，會讓妳這麼喜歡。 

美美：不用去啦！我已經答應嫁給田文禮了啊！ 

老太爺：妳的脾氣，我從小看到大，怎麼會不知道？妳喜歡什麼，從來不會改變。 

美美：這…沒有啊！人都是會變的啦！ 

老太爺：心蓮，妳為了沈雲一跟我吵，我很生氣。妳答應嫁給田文禮，我很感動。

我知道妳是為了我的病。我再活也沒多久了，所以妳想讓我開心，是不是？ 

美美：嗯。我當然想讓阿公開心。 

老太爺：昨天你答應婚事以後，我想了很久。我看著妳爸爸的相片，想著妳爸爸

年輕的時候。 

美美：我爸爸？他怎麼樣啊？ 

老太爺：以前我們老一輩結婚是沒有管喜不喜歡的。一切都是長輩在安排。我替

妳爸爸安排了一樁婚事，結果他竟然逃婚了！ 

美美：我爸爸逃婚？ 

△ 美美叫得比較大聲，許大海聽到嚇一跳。隨即明白不是在說他。繼續偷

聽著。 

老太爺：是啊。這些事你大概不清楚。你爸爸娶了一個窮人家的女孩。那時候，

我一怒之下，跟你爸爸斷絕父子關係。你爸爸只好辛苦工作養活妻小。 

美美：那後來呢？ 

老太爺：你爸爸死於肺癆。我很心痛，不原諒妳媽媽。我派人把兩歲的的妳搶回

來，妳媽媽在陳家門口一直哭，一直求我，等了幾天幾夜，終於病倒了。 

美美：真的嗎？阿公，你怎麼這麼殘忍？ 

老太爺：當時我一心認為是妳媽媽搶去我兒子，害死了他。所以對她一點也不同

情。 

美美：後來呢？ 

老太爺：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開始覺得，換個角度想，如果我當初成全妳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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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不會那麼早死了。 

美美：那…那跟去台南看沈雲一，有什麼關係？ 

老太爺：（慈祥地）傻孩子。妳還不明白嗎？妳有心成全阿公，阿公也會感動。

如果我看到那個沈雲一，真的像妳說的那麼好，那阿公也願意成全妳！ 

美美：阿公，你好好唷！ 

老太爺：真的嗎？妳真的覺得阿公好？ 

美美：（真誠天真地）當然是真的啊！阿公很慈祥，又威嚴。我好尊敬阿公。 

老太爺：（感動）太好了。我一直以為，妳知道了我逼死妳媽媽，所以從小到大，

都對我冷冰冰的。 

美美：真的嗎？我有冷冰冰的嗎？可能是我害怕阿公吧！阿公都好威嚴。 

老太爺：妳不怪我逼死妳媽媽？ 

美美：這…放下屠刀，都可以立地成佛了。何況你又沒動手對她怎樣。 

老太爺：（哽咽）這麼多年，我想到你媽媽跪在門口哭著求我，一直到撐不住倒

地，我心裡都很自責，只是不好意思承認。她倒地以後，我有叫人把她抬

進來找醫生診治。但是已經回天乏術。 

美美：（難過）阿公，你別難過了。你哭，我也要哭了。 

△ 美美跟著老太爺，兩人哭得悉哩嘩啦，許大海在一旁聽得感動，也跟著

拭淚。 

老太爺：心蓮，我昨晚一夜沒睡。一直在想著這些事。妳的個性跟妳爸爸一樣，

愛一個人就不會改變。為了不想重蹈覆轍，為了彌補我對妳媽的虧欠，我

決定成全妳。 

女聲 OS：11點 45分往台南的列車就要開了，還沒有上車的旅客，請趕快上車。 

老太爺：我們上車吧！（拄杖站起） 

美美：來不及了啦！還沒買票呢！ 

老太爺：沒關係。先上車後補票。走了吧！ 

△ 一直在兩人旁邊偷聽的大海聽到，噗嗤一聲偷笑。 

大海：老人家也來這套？先上車後補票？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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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阿公，等一下！ 

老太爺：妳要做什麼？ 

美美：我把剛剛阿公給的錢捐給這個乞丐，好不好？ 

老太爺：好啊！沒關係，錢我這裡還有。 

△ 美美把錢丟在大海面前的碗裡 

美美：喂！有了錢好好過生活，不要再去賭博了啦！知道沒有？ 

大海：是是是，多謝大小姐。（偷笑） 

△ 美美瞪了大海一眼，轉身扶著老太爺往月台走。 

老太爺：心蓮，妳怎麼知道這乞丐賭博啊？ 

美美：以前搭車去台南的時候就常常看到他。這人啊，皮得很。不過個性很有趣。 

△ 大海偷笑著，目送兩人由右舞台離開上車 

△ 田文禮帶著三個打手一路尋找過來，看到大海，文禮打個眼色，打手包

抄過來 

文禮：你就是許大海，對不對？  

△ 大海見來意不善，連忙否認 

大海：不是不是，許大海我認識，他這個人啊，真不是東西。跟我借了好多錢，

聽說躲債去了。 

文禮：別假了！我已經打聽清楚，許大海就是你！ 

大海：是又怎樣？你是誰啊？我不認識你，又沒欠你會錢！ 

文禮：我說你有欠就是有欠！ 

大海：冤枉啊！ 

文禮：你跟你女兒許美美欠了我一千元，你敢否認？ 

大海：（恍然大悟）歐，你就是田少爺！ 

文禮：你現在知道了啊？你女兒毀約，你敢說你沒欠我錢？ 

大海：那…那也要等我見到我女兒，聽她親口確定我才相信。 

文禮：可以。你先跟我走。我會通知你女兒來找你。 

大海：這…我還你錢，這裡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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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搜碗裡，數著剛剛美美給的鈔票。遞給文禮 

大海：這裡有五百多塊錢。剩下的我會還你的！你給我一點時間！ 

文禮：可以。你跟我走，我可以給你們很多時間，等你女兒來談判！ 

△ 文禮示意抓人，打手湧上，架走大海。大海掙扎著 

大海：我不要跟你去！欠你的錢我會還，我讓美美加倍還你！救人啊！放開我！ 

△ 文禮等人帶著打手夾著大海離去。燈暗幕落 

△ 右舞台祖孫房間區聚光燈漸亮。祖孫交談 

孫女：奶奶，那個田文禮為什麼要抓走妳爸爸？ 

奶奶：他不甘心煮熟的鴨子飛了，揭發我假扮心蓮小姐對他又沒有好處。所以想

抓住我爸爸，逼我幫他贏得遺產。 

孫女：原來是這樣。他這樣做有用嗎？ 

奶奶：人就是這樣。有沒有用，他都是不甘心。非要試試看不可。 

△ 聚光燈暗。幕起，轉第四幕 

 

 

 

第四幕   來去府城 

第一場  府城巧遇 

時： 日 景：路邊小公園 

人：許美美（扮成心蓮），陳老太爺，沈雲一，大學生若干 

△ 有些大學生抱著課本來往路上。 

△ 美美扶著拄柺杖的老太爺走過街道，見到旁邊有個小公園。美美不認識

沈雲一，不敢去找他，拖延著不想往前走 

美美：阿公，你累不累？要不要在公園坐一下？ 

老太爺：不累不累，（指學生）妳看這些經過的，都是成大的學生。我們趕快去，

免得放學了，找不到沈雲一。 

美美：可是人家會累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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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爺：妳會累？妳才幾歲啊？ 

美美：不管啦！人家想要坐一下啦！ 

老太爺：怎麼了？是不是妳跟沈雲一鬧彆扭啦？ 

美美：（找到理由大喜）對對對，他花心，有別的女朋友。 

老太爺：太過份了！沒關係，阿公找到他，替妳出氣！ 

△ 沈雲一抱著課本下課經過，見到美美和老太爺，驚疑細看，進而大喜跑

過來 

美美：我…我不要啦！ 

老太爺：這怎麼行？我的孫女怎能隨便人家欺負？ 

雲一：心蓮！妳怎麼來了？  

△ 美美不知如何反應，楞在那裡 

雲一：心蓮，這就是妳阿公嗎？ 

老太爺：沒錯！我就是心蓮的阿公。我是來替她向你討回公道的！ 

雲一：（驚訝）什麼公道？ 

△ 美美看不解釋不行，連忙隔開兩人 

美美：等一下。阿公，你先去那邊椅子上坐一會。我先跟他溝通一下，好不好？ 

阿公：好吧。就依妳的。 

△ 阿公拄著柺杖走向公園長椅坐下。美美把雲一拉到一邊，偷看老太爺聽

不到處才講話 

美美：沈雲一，我不是心蓮。 

雲一：（驚訝細看）妳不是心蓮？那妳是誰？ 

美美：說來話長。心蓮前天來找過你，你知道嗎？ 

雲一：她有來找我？我沒碰到啊！ 

美美：這裡面一定有誤會。你前天在不在家？ 

雲一：不在。我媽叫我帶台北來的表妹去到處走走。 

美美：你怎麼可以這樣？ 

雲一：你別誤會！那是我姨媽的女兒，就像親妹妹一樣。要是有機會我一定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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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心蓮。 

美美：心蓮一定誤會了！ 

雲一：心蓮在哪裡？我要去找她解釋清楚！ 

美美：來不及了！ 

雲一：不會的！心蓮不是不明理的人。講清楚她一定會原諒我。 

美美：心蓮已經死了。 

雲一：死？妳胡說！ 

美美：我沒有胡說！管家追著心蓮小姐去台南的。他不會亂說。 

雲一：我不信！妳有親眼看到心蓮的屍體嗎？ 

美美：這…是沒有啦！ 

雲一：我要去問管家！ 

△ 雲一急著要走，美美連忙拉他。動作太大，引起老太爺的注意 

美美：等一下！你不能這樣就跑去！ 

雲一：為什麼不能？ 

美美：你要替老太爺著想！你知道老太爺身體不好，你這樣毛毛躁躁跑去，老太

爺若是知道這件事，萬一病發身亡怎麼辦？ 

雲一：這麼大的事，老太爺不可能不知道！一定是你們想騙我，讓我對心蓮死心。

這樣的伎倆太拙劣了！ 

美美：這是真的！不然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是他們請來安撫老太爺的。這樣老

太爺才不會因為這件事受到刺激啊！ 

△ 雲一聞言呆立。隨即激動起來，一轉身就要跑。老太爺此時已走到他們

附近後方專心聆聽，但兩人都沒注意到 

美美：你去哪裡？ 

雲一：我去找管家問個清楚！ 

美美：你冷靜一點！ 

雲一：心蓮都死了！你叫我怎麼冷靜？ 

△ 老太爺聞言昏昡，柺杖落地發聲，美美轉頭看到大驚。老太爺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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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跑過去扶他。雲一楞了一下，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美美：沈雲一！你還不趕快過來幫忙？他是心蓮的阿公啊！心蓮在世上唯一的親

人，你知不知道？ 

△ 雲一猶豫片刻，跑過來幫忙 

雲一：你先別動他。我去找人來抬他去醫院。 

△ 雲一跑走。美美緊張地看顧著老太爺，探著呼吸心跳。 

△ 燈暗幕落 

 

 

 

第四幕  來去府城 

第二場  柳暗花明 

時： 日 景：醫院 

人：許美美（扮成心蓮），陳老太爺，沈雲一，大學生男生一名，護士，醫護

人員若干，心蓮 

△ 醫院中間有白色牆，前面掛號櫃臺。牆上有紅色十字，寫著「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新樓醫院」。工作人員有的穿一般醫生護士服，有的穿修女服。 

△ 大學男生和雲一兩人用擔架抬著老太爺急忙走入醫院。美美焦急地跟隨

護持 

△ 有護士見狀前來接病人。 

護士：急診病人這邊請！ 

△ 護士導引雲一他們抬擔架進入。美美要跟，護士阻止 

護士：等一下！小姐，你去那邊掛號。 

美美：掛號？我不知道要怎樣掛號啊！ 

護士：沒關係，我找一個義工教妳。（揚聲叫喚）Angela！這個家屬要掛號，妳

教一下！ 

心蓮 OS：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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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蓮進場。美美一看，兩人都愣住 

護士：怎麼？你們認識？ 

△ 護士左看右看，發現新大陸似地大叫 

護士：哎呀！妳們長得好像唷！Angela！這是妳妹妹嗎？ 

△ 心蓮搖搖頭。美美激動地上前拉住心蓮的手 

美美：心蓮小姐！妳沒有死？ 

△ 護士識趣地閉口退開 

護士：妳們聊。我去忙了！ 

△ 護士離去。 

心蓮：妳是… 

美美：我們見過的！我是車站擦鞋的許美美啊！ 

心蓮：（恍然大悟）歐！我記得妳。（打量美美）但是妳現在打扮的好面熟。這件

衣服… 

美美：這是妳的衣服啊！ 

心蓮：我的衣服？怎麼回事？ 

美美：先別管衣服。心蓮小姐，妳先說，妳為什麼要假裝淹死，不肯回家？ 

心蓮：我沒有假裝淹死啊！ 

美美：那難道是管家騙人？ 

心蓮：管家沒有騙人。 

美美：那這…哎呀，我都搞糊塗了！ 

心蓮：我的確投水自殺。但是我被人救起，送到這裡。 

美美：奇怪。管家為什麼不仔細追查？ 

心蓮：妳為什麼會穿我的衣服，作我的打扮？ 

美美：是管家說要我去假裝妳，免得老太爺太傷心啊！ 

心蓮：老太爺會傷心？那是不可能的事。他是鐵石心腸，根本沒有人味。 

美美：妳為什麼這樣說妳阿公？ 

心蓮：很多事情妳不知道。我也不想講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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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妳是說老太爺逼死妳媽媽的事啊？ 

心蓮：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 

美美：老太爺自己跟我講的啊！他講他很後悔，講到都哭了。我也陪著他哭了一

缸眼淚。 

心蓮：不可能！阿公說他這輩子從來不做後悔的事。做了就不會後悔。 

美美：老人家什麼不硬，嘴最硬！ 

心蓮：妳在說什麼呀！？ 

美美：對不起啦，我是粗魯人，穿龍袍也不像太子。我是說，老太爺就是嘴硬脾

氣硬，其實心裡很寂寞，很後悔的。 

心蓮：如果他會後悔，為什麼逼我嫁給他朋友的孫子田文禮？那根本就是一個爛

人，妳知道嗎？ 

美美：我是有聽說啦。不過，妳知道我為什麼會來這裡嗎？ 

心蓮：妳是不是來找我的？ 

美美：才不是咧！我是陪老太爺來找沈雲一的。 

心蓮：找沈雲一？他為什麼要找沈雲一？ 

美美：因為…因為我說答應嫁給田文禮，他就說知道妳個性，妳為他的健康而讓

步，他很感動。想起你爸媽的事，覺得很難過。就說要成全妳，要我帶他

去成大找沈雲一，看一看沈雲一是不是像妳說的那樣好。 

心蓮：如果是呢？ 

美美：是的話，他決定成全妳。 

心蓮：真的？我不信。 

美美：哎呀！心蓮小姐，妳對老太爺的誤會，真是太深了。 

心蓮：若是他會覺得對不起我父母，為什麼我在的時候他不說？ 

美美：心蓮小姐，不是我說妳，老太爺畢竟是長輩，妳總要先讓步，撒撒嬌，總

不能要老人家熱臉貼冷屁股啊！ 

心蓮：妳騙我。若是阿公真的跟妳來了，為什麼沒有跟妳在一起？ 

美美：你以為我是要幫誰掛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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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蓮：阿公？阿公怎麼了？ 

美美：妳阿公因為聽到妳死掉的消息，太過激動，剛剛沈雲一跟他同學把他抬進

裡面急診室。 

心蓮：你是說真的？ 

美美：不信妳可以自己進去看。 

△ 心蓮衝入急診室離場。美美獨自站在原地，看著心蓮離去的方向，泛起

微笑。 

△ 剛才離去的護士經過，有點訝異 

護士：Angela呢？她已經帶妳去掛號了嗎？ 

美美：不用了啦！有她就好了啊！她會替老人家掛號的。 

護士：可是掛號要病人家屬耶！ 

美美：她就是病人的獨生孫女啊！ 

護士：那妳是… 

美美：我是路人甲。 

△ 美美輕巧地轉身，心安理得地離去 

△ 護士訝異地抓頭 

護士：路人甲？什麼意思？ 

△ 燈暗幕落，轉下一場 

 

 

 

第四幕  來去府城 

第三場  心結難解 

時： 日 景：醫院病房 

人：陳老太爺，沈雲一，護士，心蓮，奶奶，孫女 

△ 醫院病房有病床一張，床頭櫃一個，椅子兩張。白布屏風 

△ 老太爺吊點滴昏迷躺在床上，心蓮在替他量血壓。雲一無奈地坐在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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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等候 

雲一：心蓮，妳真的不肯相信我？ 

△ 心蓮不回答，繼續動作 

雲一：我帶妳去找我媽，讓她解釋給妳聽，好不好？ 

△ 心蓮仍不答話。 

雲一：心蓮，妳罵我也好，不要不講話。 

△ 老太爺在病床上動了動，睜開眼睛 

心蓮：你不要吵。我阿公醒了。 

老太爺：心蓮，妳在跟誰講話啊？ 

心蓮：阿公，你別理他。我叫他走就是了。 

△ 老太爺撐著起身，心蓮扶他，雲一也來幫忙。心蓮瞪他一眼。雲一不管，

仍不退縮 

老太爺：剛剛我是怎麼啦？為什麼突然昏過去了？ 

心蓮：別想這些。您安心養病比較重要。 

老太爺：奇怪。我記得你不是穿醫院的衣服啊！這間醫院怎麼這麼奇怪，病人換

病人服我是知道。但是怎麼連家屬也要換衣服？ 

△ 心蓮噗嗤一笑。氣氛變得輕鬆。雲一也笑了。 

老太爺：怎麼都笑了？什麼事這麼好笑，說給我聽好不好？ 

心蓮：阿公你以前從來不講笑話的。沒想到講笑話這麼好笑。 

老太爺：我講笑話？我什麼時候講笑話了？ 

△ 心蓮和雲一笑得更開心。兩人視線接觸，心蓮忽然板起臉下逐客令 

心蓮：謝謝你把我阿公送來醫院。現在沒事了，你可以走了。 

雲一：心蓮！我都解釋過了，要怎樣妳才肯原諒我？ 

老太爺：我想起來了！這個人就是沈雲一。 

雲一：是的，阿公，我就是沈雲一。 

老太爺：聽說你花心，又跟別的女孩子交往？ 

雲一：這完全是誤會。我剛剛已經跟心蓮解釋過。那是我姨媽的女兒，遠道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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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來，我媽叫我帶她到處走走，盡一盡地主之誼。 

老太爺：你怎麼不懂得瓜田李下，要避嫌疑呢？ 

雲一：老太爺教訓的是。小姪以後一定注意。 

老太爺：這麼容易就認錯啦？真是沒個性。 

△ 雲一愣住 

雲一：老太爺是覺得，我不認錯比較對嗎？ 

老太爺：叫你改你就改唷？牆頭草！沒原則！ 

雲一：是。是我沒原則。 

老太爺：認錯認得跟龜孫子一樣。沒骨氣！ 

雲一：那我到底該怎麼樣？ 

老太爺：自己要怎樣還要問別人？沒主張！ 

雲一：老太爺！我應該要怎樣說，才對呢？ 

老太爺：我管你怎樣說？你怎麼說，我都不會滿意的啦！你得罪了我孫女，我就

要把你罵臭罵爛。 

△ 心蓮忍不住開始偷笑 

雲一：是，老太爺罵得對。我該罵。只要能給心蓮小姐出氣，您怎麼罵我都行。 

老太爺：你姓沈是吧？姓沈就不是什麼好東西。宋朝的沈括，明朝的沈萬三，清

朝的沈復，都跟你一樣，不是什麼好東西！ 

雲一：是，老太爺說得是。 

心蓮：阿公！你到底是稱讚他還是罵他啊？ 

雲一：當然是稱讚啦！沈括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全能科學家，沈萬三得到了聚寶

盆，沈復是清朝有名的才子。老爺拿他們跟我比，我與有榮焉。 

老太爺：小子不錯，有唸過書。 

心蓮：阿公！你跟他一搭一唱的幹什麼啊？你叫他走啦！ 

雲一：老太爺，如果一場誤會解釋過了，求也求過，小丑也扮過，女孩子還是不

想原諒你。那你該怎麼辦？ 

老太爺：有這種女人唷？太嬌縱了！這種女人，她不要我，我最高興。從此海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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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自在輕鬆！ 

雲一：謝老太爺教誨。 

△ 雲一瀟灑地一鞠躬往外就走。心蓮一急大叫 

心蓮：沈雲一！你要去哪裡？ 

△ 雲一回頭 

雲一：你是在叫我嗎？ 

心蓮：我還沒原諒你，你怎麼可以走？ 

雲一：老太爺教的。男子漢要有骨氣。再求下去，就沒意思了！（走到門口） 

老太爺：好！這樣才對！既然你是個有骨氣的好孩子，那我告訴你一個祕密。 

雲一：（回頭）什麼祕密？ 

老太爺：心蓮已經不是有錢小姐了。 

雲一，心蓮：什麼意思？ 

老太爺：我已經破產了。只是還沒有宣布。 

心蓮：阿公！真的嗎？ 

△ 雲一從門口走回，站在心蓮旁邊 

老太爺：你幹嘛？ 

雲一：我不走了。 

老太爺：為什麼不走？ 

雲一：錦上添花不必了，雪中送炭一定要做。 

老太爺：什麼意思？你解釋清楚。 

雲一：心蓮有錢，我若對她低聲下氣，就是沒骨氣。心蓮落難，我對她始終如一，

才見真情。 

△ 老太爺讚賞地連連點頭。 

老太爺：好。那我就將我的孫女託付給你了！ 

雲一：好！我沈雲一承諾，要一生一世照顧心蓮。患難不離，貧賤不棄。 

△ 心蓮感動地望向雲一 

心蓮：雲一，對不起，剛才我使性子給你氣受。 

雲一：（摸摸心蓮頭髮）沒關係。我知道妳會生氣，我以後一定會注意避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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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爺：心蓮，沈雲一果然向妳說得一樣好。過去是阿公不對。阿公跟妳陪不是。 

心蓮：我也不好。我總是冷冰冰頂撞阿公，沒有盡晚輩的義務，婉轉表達意見。

要不是許美美替我跟阿公溝通，我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阿公原來是這麼

疼我。 

老太爺：許美美？那是誰啊？ 

雲一：就是那個陪老太爺來的女孩子嗎？ 

老太爺：什麼？陪我來的不是心蓮嗎？ 

雲一：不是。她跟我說她是管家找來安慰老太爺的。怕您聽到心蓮的死訊，受到

太大的刺激。 

老太爺：心蓮的死訊？歐，我想起來了！我昏倒以前，聽到你在說心蓮死了！心

蓮好端端的，你為什麼說她死？ 

心蓮：是我不好。我誤會雲一，氣得跳水自殺。幸好被救。 

老太爺：真是不懂事。唉！ 

心蓮：我知道錯了。 

老太爺：既然沒事，妳為什麼不回家？ 

心蓮：阿公！你知道的啦！我不想嫁給田文禮。 

老太爺：那妳這幾天都在幹嘛？ 

心蓮：我都在新樓醫院做義工啊！ 

老太爺：那你們說的那個許美美呢？她跑到哪去了？ 

心蓮：剛剛護士說，她說她是路人甲，然後就走了。 

老太爺：路人甲？嘿嘿，這小女孩有意思。 

心蓮：對啊！她蠻有想法的。她讓我知道，做晚輩的態度要先放軟，總不能讓老

人家熱臉貼冷屁股。 

老太爺：熱臉貼冷屁股？這句夠嗆。你們幫我去找她回來，好不好？ 

心蓮：阿公，我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 

老太爺：什麼事啊？ 

心蓮：關於假扮我的事，你不要責怪美美，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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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爺：沒問題。我找她不是為了責備她。我是想問清楚，假扮的事，除了管家

以外，還有什麼人參與。目的是什麼。 

心蓮：阿公不是破產了嗎？那這些都不用追究了吧！ 

老太爺：誰說我破產了？ 

心蓮：剛剛你自己說的啊！ 

老太爺：我是試探沈雲一。這招不錯吧？馬上就試出他對你的真心。 

心蓮：阿公，你這方法不錯。應該回去對大家都宣布。那誰是真心，誰是假意，

很快就會自動看得出來。 

老太爺：好主意。不過啊，你們先去給我把小女孩找回來。 

心蓮，雲一：是！ 

△ 燈暗幕落 

△ 右前舞台祖孫房間聚光燈亮 

孫女：奶奶，你就這樣走了嗎？ 

奶奶：才不是呢！你忘了，我爸爸還在田文禮手中。 

孫女：那怎麼辦？你有錢還他嗎？ 

奶奶：他才不是要那點小錢呢！他只是要拿我爸逼我聽他的話。 

孫女：你離開了陳家，一個人怎麼救爸爸？ 

奶奶：我在車站找不到爸，問到被帶走的情形，我就知道是誰做的了。我當場就

衝去田家找田文禮。 

△ 右前舞台祖孫房間聚光燈暗，幕起 

 

 

 

第五幕  自立更生 

第一場  偷雞蝕米 

時： 日 景：田文禮家客廳 

人： 許美美，田文禮，心蓮，雲一，大海，田家僕人一個，奶奶，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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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客廳是一個有點破敗的大家族客廳。東西尚稱不錯，只是舊舊的不

夠氣派。 

△ 一個田家僕人帶美美走入。 

僕人：小姐，你等一下，我去請少爺出來。 

△ 僕人入內。美美四下張望。 

△ 田文禮出來 

文禮：你終於來了啊？我以為你們找到了新靠山，決定把我丟掉，背叛我了！ 

美美：你快把我爸爸放出來。 

文禮：哪有這麼容易？我要把他留到我們兩個完婚之後。不過你不用擔心，我會

三餐大魚大肉好好招待他。畢竟是自己的準岳父嘛！ 

美美：你真的要娶我？我只是一個窮女孩，又沒讀多少書。 

文禮：那沒關係。我娶的是心蓮小姐。 

美美：你要娶心蓮小姐，抓我爸爸來幹什麼？ 

文禮：你是裝傻還是怎樣？我不抓你爸難道抓心蓮小姐死去的老爸？何況心蓮都

已經死了，抓她老爸也沒有了！ 

美美：心蓮小姐沒有死。 

文禮：（驚）什麼？心蓮沒死？ 

美美：所以，你抓我爸爸一點意義都沒有。除非你想娶的是許美美。 

文禮：妳騙人！心蓮怎麼可能沒死？ 

美美：我說的是真的。你去陳家打聽一下就知道。他們現在應該已經回家了。 

△ 僕人走入 

僕人：少爺，有一男一女兩個人要找你。 

文禮：叫他們進來。 

△ 僕人點頭轉身離開 

美美：欠你的錢我們會還你。但是你不能把人扣住。這樣是犯法的。 

△ 心蓮和雲一走入 

心蓮：她欠你多少錢？我來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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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禮：心蓮？你沒有死？ 

美美：心蓮小姐！我和我爸欠田少爺一千元。 

△ 心蓮拿出一千元，放在桌上 

心蓮：這裡是一千元。這樣她就不欠你了吧？ 

文禮：這…唉！算了。（招手叫僕人）你去帶許先生出來。 

△ 僕人點頭離開 

文禮：心蓮小姐，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心蓮：管家弄錯了。我跳了水，但是沒有淹死，只是不願意回家跟你結婚。 

文禮：為什麼？你為什麼不肯嫁給我？ 

心蓮：婚姻不是看利害關係，應該是一男一女互相依戀，達到不能沒有對方而獨

自生活。這純粹是感情的結合。你問問自己，你為了得到陳家的家產，誰

都可以娶。若是讓你再繼續錯下去，你只怕是會為了財產，做出傷天害理

的事！ 

文禮：我沒有！我沒有害人！ 

心蓮：善與惡，只在一念之間。捨不得，見不得，這兩個「不得」，就是犯罪的

根源。這兩個「不得」，你都已經犯了。老天憐憫你，沒給你犯更大罪的

機會。你更應該好好珍惜你的一切，靠自己把失去的賺回來。 

△ 大海啃著雞腿，一拐一拐，一派自在地走出來 

美美：爸！你還在吃雞腿唷？ 

大海：這裡伙食不錯啦！不吃白不吃。 

文禮：我真後悔把這個老頭帶回來。每天在我家大吃大喝，花了我好多錢！ 

心蓮：偷雞不著，蝕把米也是應該。 

雲一：心蓮，我們走吧！ 

心蓮：嗯。美美，跟我去見我阿公好不好？ 

美美：不用了啦！妳既然回來了，這裡就沒有我的事了。 

雲一：美美小姐，老太爺是真心想見你，難道妳不願意去安慰一個老人家嗎？ 

美美：我有我家的老人家要安慰啊！ 



 40

大海：對啊。美美，妳去陳家的時候，我好想妳。 

美美：爸，我們走吧！ 

△ 美美攙著大海離去。心蓮和雲一也轉身要走 

文禮：心蓮！妳要去哪裡？妳和我還有婚約咧！ 

心蓮：我阿公已經改變主意了。詳細的事情，我們會請長輩到你家交涉的。 

△ 心蓮和雲一離去。 

△ 文禮頹然坐下，茫然不知所措。 

△ 燈暗落幕。右前舞台祖孫房間區聚光燈亮 

孫女：奶奶，你們就這樣離開了唷？ 

奶奶：當然囉！不走的話，難道要賴在別人家？ 

孫女：可是你們都沒有拿到錢，那還是很窮囉？ 

奶奶：錢自己賺就有了啊！離開以後，我爸爸不再賭錢，我們父女倆一起做生意，

環境越來越好。 

孫女：真的唷？你們做什麼樣的生意？ 

△ 聚光燈暗，幕起 

 

 

 

第五幕  自立更生 

第二場  創業維艱 

時： 日 景：車站 

人： 許美美，大海，元治，心蓮，雲一，老太爺，旅客若干，奶奶，孫女 

△ 車站人來人往。美美穿回原來舊衣男裝，擺了擦鞋攤，在替客人擦鞋。 

△ 客人離去，美美收著錢，拿出來點數目 

△ 大海拖著一個大布包走過來 

美美：爸，你在幹嘛？ 

大海：妳先說，妳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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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我在數存了多少錢啊！ 

大海：妳存錢要做什麼？ 

美美：我已經存了一百元了。我是想唷，若是存夠五百元，可以去批一些皮鞋來

擺地攤。這樣賺比較快。 

大海：妳看看這是什麼？ 

△ 大海把大布包攤開鋪平，裡面都是男女皮鞋，款式新穎。美美驚喜，跑

上前細看 

美美：爸！你怎麼有錢去買這些？ 

大海：就是妳給我的那五百元啊！田文禮不要，我又收回來藏在鞋子裡。 

美美：你沒有去賭？ 

大海：再賭？我女兒這麼孝順，我還去賭，那乾脆手剁掉好了啦！ 

美美：你怎麼有管道，買到這麼漂亮的皮鞋？ 

大海：這是我軍中的老戰友做的。 

美美：進價呢？進價高不高？ 

大海：不高不高，太高我就不買了，我自己做！ 

美美：你會做皮鞋？怎麼可能？你騙我的吧！ 

大海：真的。我在軍中一個老戰友教我的。我學得很好，都出師了耶！那時候，

全連的弟兄，皮鞋都是我修的。 

美美：那你怎麼從來都不講？ 

大海：那一次火藥庫爆炸，我腳受傷以後，心灰意冷。辦了退伍，天天混吃等死。

後來沒錢，躺在地上睡，居然有人丟錢給我。我就這樣當上乞丐。 

美美：真的唷！那以後我們一面賣鞋，一面修鞋，擦鞋的工作就可以漸漸收起來。

將來啊，還可以開一家鞋店。 

大海：沒錯！美美啊，你看我們的鞋店，要取作什麼名字？ 

美美：阿爸你這麼瘦，大家都叫你瘦仔，我們就叫阿瘦鞋店好了！ 

大海：呵呵呵！阿瘦？不錯，好名字！ 

△ 元治走進車站，四下張望，往美美處走來。美美沒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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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不對。 

大海：哪裡不對？ 

美美：你沒有娶老婆，那我是哪裡來的？ 

大海：歐，這個…妳讓我保留一點祕密嘛！ 

美美：不行！一定要說！ 

大海：好吧。唉。有一天啊，車站有一個女人，眼眶紅紅的，好像哭過。她坐在

長椅上待了很久。後來她走了以後，我發現長椅上留下一個布包。我等了

很久，她都沒有回拿。我聽到嬰兒哭聲，就過去看，那就是妳了！ 

美美：我是撿來的？ 

大海：我覺得你是老天賜給我的禮物。如果不是為了妳，我也許早就頹廢到死。

找不到任何人生的意義了。 

美美：那我媽有沒有回來找我？ 

大海：沒有咧，也許她有她的苦衷，也許她死了。 

△ 美美楞楞地發呆，大海推了她一下 

大海：美美，我什麼都說了，妳會不會從此就不理我？ 

美美：不會啦！爸，我知道，養育之恩大於天。 

大海：那妳想找妳媽嗎？ 

美美：反正都已經過了這麼多年，算了啦！也不用找她了！ 

△ 大海忽然注意到元治已經在旁邊站很久 

大海：有客人上門了耶！先生，你要買鞋還是要擦鞋？ 

元治：我是來找人的。 

△ 美美抬頭，見元治一驚 

美美：表少爺！你怎麼來了？ 

元治：我是來跟妳道謝的。 

美美：道什麼謝？ 

元治：感謝你沒有把我一時財迷心竅的事，告訴老太爺和心蓮。 

美美：那個歐，沒什麼啦！管家怎麼也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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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治：他連田少爺收買的事都沒講。老爺還很感謝他找妳來，讓他和心蓮和解了。 

美美：田少爺收買的事，心蓮不是知道？ 

元治：心蓮也沒講。不過老太爺已經猜到了。聽他在罵田文禮財迷心竅，我都很

慚愧。一聲聲都好像在罵我。 

美美：你知道錯就好了。反正你也沒真的做壞事。 

元治：我今天來，還有一個目的。 

美美：什麼事？ 

元治：老太爺說，他跟妳特別有緣。他想收養妳，讓妳跟心蓮姊妹相稱。 

△ 大海緊張，拉住美美 

大海：美美！ 

美美：你跟老太爺說，謝謝他的好意。我心領了，也會常常去看他。不過我要跟

我的爸爸一起生活。我們還有做生意的計畫要去實行呢！ 

△ 心蓮和雲一扶著拄柺杖的老太爺進車站 

元治：還有一件事，剛剛聽你們說到美美的身世。我在想，美美跟心蓮說不定有

血緣關係。也許那個女人就是心蓮的母親。 

美美：不可能啦！心蓮的媽媽會為了討回心蓮，在陳家門口跪到死。她怎麼會拋

棄小孩？ 

元治：那…也對，真是傷腦筋。 

美美：我都不傷腦筋了你還在想什麼？ 

元治：好吧。還有唷，你們想開鞋店做生意，計畫很好。不過唷，若是有企業管

裡的知識，將來的發展，一定會更大！ 

大海：讀書唷？我不行了啦！美美，妳有興趣沒有？ 

美美：可是我小學畢業到現在都沒在唸書，已經接不上了。 

元治：妳覺得醫學院的學生，有沒有資格幫妳補習？ 

美美：你會那個什麼企業管理唷？ 

元治：不是啦！我替妳補國中國小教材，讓妳去考商專。 

△ 心蓮和雲一扶著拄柺杖的老太爺慢慢走到鞋攤旁邊，美美他們沒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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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大喜）真的嗎？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 

元治：這個唷，我也不知道。他們都說因為妳，而讓他們對人生的看法而有所啟

發，我想看看會不會也被啟發。 

美美：他們？他們是誰啊？ 

元治：就是老太爺，心蓮和雲一啊！ 

美美：啟發是什麼意思呀？我哪有這麼偉大？ 

大海：美美，我也覺得，妳啟發了我的一生。 

元治：對啊！妳看，大家都這麼說，這還會有假嗎？ 

美美：爸，你又知道啟發是什麼意思了？ 別鬧了啦！ 

老太爺：美美，妳真是難請啊！我找人找妳那麼多次，妳都不來。非要我這把老

骨頭親自來找妳，妳才肯見我？ 

美美：（驚喜跳起）老太爺！你怎麼來了！ 

雲一：我們來好久了。你們這樣擺攤，客人把鞋子穿走了你們也不會知道。 

心蓮：美美，剛剛妳問的問題我有答案。人生存在的意義，不是在外在的成就，

而是發自內心的付出真愛。在自己在乎的人眼中，我們找到了生存和奮鬥

的目標。如果不能讓所愛的親人快樂，那再多的財勢，也不能填補內心的

空虛。妳的真誠質樸，讓我們明白了這個真理。 

美美：真的唷？太複雜了！我沒想那麼多啊！我只是認為我身邊的人不快樂，我

也不會快樂。 

元治：舅公，你剛才有沒有聽到，美美是被一個女人遺棄的孤兒？她跟心蓮那麼

像，也許真的有血緣關係。 

老太爺：那不重要了！無論血緣關係如何，在我心目中，美美和我們，已經是一

家人了！ 

△ 眾笑，燈暗落幕 

孫女 OS：奶奶，妳最在意的是什麼人？ 

奶奶 OS：我生命中所有的人。妳呢？ 

孫女 OS：我還在想咧！不過啊，我現在太睏了，明天再想吧！ 

△ 幕起，演員謝幕                                      ～本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