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歪打正著歪打正著歪打正著歪打正著 

 

故事大綱故事大綱故事大綱故事大綱 

一棟半舊不新的公寓大樓，住著形形色色的住戶但是彼此都不相往來，直到菜鳥

警察小武奉命前去調查連續竊盜案件，讓原本看似平靜的的住戶關係掀起波濤。 

 

娶了老闆女兒的陳先生因為受不了太太的意指氣使而和同為住戶的女子莉莉發

生婚外情。兒女不在身邊的老夫妻每日以鳥為伍，對於外人更是充滿敵意。小雅

的父母忙於賺錢常不在家，想趁機帶難有回來溫存…。這一切本來都是檯面下的

事，卻因為小武的積極查訪擾亂了一池春水。 

 

成事不足的小武帶著抓錯的嫌犯阿盛，在公寓裡遇到真的竊賊，一時兵荒馬亂，

加上住戶陰錯陽差的幫助，終於制伏歹徒。 

而經過這些事件之後，公寓住戶們的關係終於有了改善的契機 

 

 

人物介紹人物介紹人物介紹人物介紹 

小  武：二十四歲，年輕警察， 

陳經理：四十二歲，貿易公司經理 

陳太太：三十八歲，陳經理的太太，兩人育有一子五歲 

小  雅：十七歲，學生 

東  東：十八歲，學生，小雅的男朋友 

阿  盛：三十五歲，二手電器行老闆 

莉  莉：二十九歲，陳經理的情婦 

老伯伯：七十歲，住戶 

老婆婆：六十六歲，住戶 

組  長：四十五歲，警局組長，小武上司 

阿  猴：二十歲，阿盛二手電器行的店員 

公寓裡的一對新婚夫妻、警員、小偷、上班族 

 

 

舞台呈現舞台呈現舞台呈現舞台呈現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本劇以獨幕劇的方式演出，以簡單的彩色繪畫景片為背景，前面一層較矮的景片

分別依舞台左、右、中的位置設計成可以開的三道門，後面高的布景則畫上各式

建築與高樓的圖樣。所有的服裝和道具都以寫實為主，並利用燈光來作為舞台上

表演場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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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起】 

昏暗的燈光，午夜時分 

△一名男子 (陳經理) 偷偷摸摸的走出來，然後開門進入佈景幕的一扇門 

須臾＜場外進男女交談的聲音＞ 

女子：喂！喂！ 

男子：(被搖醒惺忪狀) 幹嘛啦？ 

女子：你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兩人屏氣凝神一會兒＞ 

男子：沒有啊！ 

女子：有啦！我剛才真的有聽到外面好像有什麼聲音，會不會是小偷…..！ 

男子：小偷！不會吧！ 

女子：喂！你要幹嘛？不要出去啦！萬一真的是小偷怎麼辦？而且那個聲音好像

不是在我們家….. 

男子：我是去看看我們家的門有沒有鎖好？不是要去捉小偷！ 

燈暗 

 

右舞臺燈亮 

△場上的辨公桌上頭掛著斗大的「組長」牌子，小武筆直站在面前，看著組長桌 

上一堆的公文夾和正在吃水煎包的組長。 

組長：這煎包還真好吃，辣椒醬也夠味，真過癮…..過癮！ 

小武：….. 

組長：怎麼樣？ 

小武：報告組長！ 

組長：怎樣？ 

小武：報告組長，我沒吃過這水煎包，而且我怕辣。 

組長：我是問你來這個單位感覺怎樣，不是水煎包！ 

小武：….. 

組長：幹警察必須對身邊的人、事、物、有相當的敏感度觀察力，對於週遭的環

境更要有相當熟悉和了解，這樣對我們辦案有很大的幫助！ 

小武：是！組長 

組長：不要小看煎包和辣椒醬，它們都可能是案件線索，破案的關鍵！ 

       (咬一口煎包指著一份公文夾)這個案子你拿去處理，過兩天向我報告。 

小武：(接過公文夾)報告組長，我一定會努力辦好這個案子的！ 

組長：好，好，好辣、好辣、好辣…..。 

燈暗 

 

左舞臺燈亮 

△一群上班族人圍坐著開會，昏暗的燈光下投影片一張張閃爍，報告人員解說著

圖表的意義，台下與會的人卻顯得昏昏欲睡。忽然行動電話聲作響，大家反射性



 2 

的拿出身上的電話異口同聲的說「喂！」 

△眾人動作停止 

陳經理持手機走向前台講話 

陳經理：…..親愛的我剛才在開會阿！沒事不要隨便打電話找我嗎！…..什麼，想

我？好好好我也想妳…...吃飯，中午不行啦！說好晚上的不是嗎？…...

聽話嗎！晚上一定去妳那！一定到 ok！…..好好好…..妳要乖乖的喔！

親一個？不要啦！我現在在廁所…..有味道啦！…..好好好親一個就是了

「啵！」ok！…..聽話！以後沒事不要隨便打電話找我了 ok！…..好好好

晚上見！拜拜！＜才掛上電話又馬上響起＞ 

陳經理： 喂老婆！什麼事？…..我剛才在廁所…..大哥大沒開機…..幹嘛！現在是

上班時間你不要鬧好不好…..逛街？前幾天不是才去看電影！又要逛

街…..不行，晚上公司有事…..取消？你不要鬧了，公司有司的制度…..

你不要鬧…..好好好隨便你，你高興就好，可以了吧！(生氣掛上電話) 

走回座位會議動作繼續 

燈漸暗 

 

舞臺中央燈亮 

桌子上有一台電話，地上有幾台舊的家電用品，阿盛講電話『操台語』 

阿盛：…..這是一般的行情…..對啊，現在時機這麼壞對不對…..東西不好賣，價

錢自然就低了….. (這時有兩個人推著一堆東西走進前台，其中一個戴著墨

鏡和扁帽) 好啦，你考慮一下有需要再找我…..好，再見， (掛上電話走

向前) 你好！需要什麼？ 

a男子：老闆，我有一些東西要賣你們，收不收？  

阿盛：要看一看喔！ 

阿盛：(看一看貨物) 電視和音響可以收，其它的沒辦法！ 

男子：老闆，這個電鍋也不錯啊 

阿盛：先生，現在哪有人買二手電鍋？你還是留著用比較實在。 

男子：那這個花瓶怎麼樣？很漂亮！ 

阿盛：漂亮是漂亮啦！可是我不需要。 

男子：那電視和音響估多少錢？ 

阿盛：…..三千五 

男子：三千五！太少了啦！ 

阿盛：這是行情啦！現在時機不好，東西很難賣，三千五算不錯了。 

男子：不能多一點？ 

阿盛：真的沒辦法，不然你到別家問問看，好不好考慮一下。＜a男子和扁帽男

接耳一番＞ 

男子：老闆，那不好意思，謝謝。 

阿盛：沒關係，有需要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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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男子推車出場，阿盛回店內 

△阿盛看看店裡的東西，摸一摸覺得髒髒的。 

阿盛：(喊叫) 阿猴！阿猴！抹布拿來把東西擦一擦。 

阿盛：這個阿猴又給我給跑到哪裡？薪水都給他白領了！ 

場燈全暗 

 

右舞臺燈亮 

客廳景，椅子、茶几、電視櫃 

△老伯伯和老婆婆在客廳裡看電視國劇 

△老婆婆一邊看一邊打著不協調的拍子 

△老伯伯則是一邊逗著籠裡的九官鳥＜帶著一口鄉音＞ 

老伯伯：你那寶貝兒子什麼時候回來？ 

老婆婆：上回不是說了，等小孫子放了暑假就會回來了。 

老伯伯：真是的，我就不知道美國有什麼好？怎麼一堆人往那兒跑，再怎麼說也

不是自己的家。說什麼我們這治安太壞！我看美國治安才壞！到處都有

槍，嚇死人了！對了！上回說門上要加把鎖，弄好了沒？ 

老婆婆：前天不是裝過了。 

老伯伯：裝了就好…..。最近這兒好像來了隻貓，小鳥啊！你可乖乖待在籠裡才

安全，看見貓來了記得叫「救命！救命！」知不知道？…..唉！養了這

麼多年還是一句話也不會說…..。 

△老伯伯逗著龍裡的九官鳥 

燈弱 

 

右舞臺燈亮 

一張大床上只睡了一個人 

△陳經理輕手輕腳的爬回床上，還是驚動了陳太太….. 

陳太太：(半夢半醒) 你去哪裡….. 

陳經理：我！ …..去廁所 

陳太太：剛才好像有人在外面….. 

陳經理：沒有啦！不要胡思亂想！ 

陳太太：會不會是小偷…..  

陳經理：不會啦！可能是…..貓！….. 是貓啦！好了，沒事趕快睡覺！ 

△陳經理讚入被窩。兩人繼續睡覺 

燈弱 

 

舞台中央燈亮 

一張沙發，一台電視  

△小雅獨自在客廳看恐怖片 



 4 

△隨著劇情緊張，小雅也跟著緊張起來，整個人縮在沙發上 

△忽然，小雅好像聽到外面有什麼聲音，這時候剛好電視裡的女主角被殺死在浴

室裡！ 

△小雅嚇的把電視關掉，然後打電話 

小雅：喂！是我啦！我告訴你我剛才聽到我家外面有奇怪的聲音，好恐怖！！…..

真的啦！不是做惡夢，我又沒有在睡覺…..你怎麼知道我在看恐怖片？不是

啦！不是心理作用啦！你怎麼都不相信我，真的很恐怖！害我現在連廁所

都不敢去上，怎麼辦！？…..別鬧了，我才不敢出去呢！我爸媽又不在，不

出去還好，萬一遇到壞人見色起意怎麼辦！…..喂！什麼不可能…..什麼意

思啊！…..過份….. 

燈弱 

場燈一起漸暗 

 

前場燈亮 

△小武進場，小武一邊看著地圖一邊找地址的樣子，走著走著，走到了左舞臺佈

景的門前 

燈亮 

△裡面走出一個男子 (阿盛) 搬著一台電視機和錄放影機，顯得有些蹣跚，小武

熱心的主動幫忙。 

小武：來來來我幫你…..小心….. 

阿盛：多謝、多謝…..不好意思…..(兩人把東西搬出公寓，狗叫聲開始狂吠) 

阿盛：小黑！！(小狗立刻安靜下來。兩人把東西搬上一輛小推車) 

阿盛：多謝你，不好意思！ 

小武：不用客氣，沒什麼！ 

阿盛：謝謝喔！我走了！再見！ 

小武：哪裡哪裡！再見！ (推車離去) 

△小武繼續往前台，一邊看著地圖一邊找地址的樣子，剛好撿到一個皮夾 

△小武走向右舞臺佈景門，模擬按門鈴的樣子 

△門鈴聲響，右舞臺燈亮 

△小武朝著門與場外音對話 

小武：您好，我是警察，我是要調查一個案子，可不可以請您幫忙？ 

老婆婆：＜打量了一眼)＞證件！ 

小武：＜拿出證件靠著自己的臉＞我真的是警察！ 

老婆婆：什麼事？ 

小武：不好意思，我可以進去嗎？ 

老婆婆：不行！ 

小武：那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些問題？ 

老婆婆：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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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請問您在這裡住多久了？ 

老婆婆：很久！ 

小武：請問這裡都住滿了嗎？ 

老婆婆：不清楚！ 

小武：請問您對這裡的住戶還熟吧？ 

老婆婆：不熟！ 

小武：那請問最近有沒有什麼可疑的人出入？ 

老婆婆：不知道！ 

小武：＜心想問不出什麼線索＞那謝謝您的合作，對了！＜拿出撿到的皮夾打開

駕照＞ 請問您認識他嗎？ 

老婆婆：不認識！ 

老伯伯：是誰啊？ 

老婆婆：好像是個警察。 

老伯伯：這年頭警察也會當小偷啊！ 

小武：那謝謝您…..＜話沒說完門已經關上，一連串的鎖門聲＞…..的合作。 

△小武繼續往前台，繼續一邊看著地圖一邊找地址的樣子 

 

舞台中央燈亮 

沙發，電視，桌上一堆零食 

△小雅和男朋友東東。 

小雅：＜看著狼吞虎嚥的東東有點不耐煩＞ 喂！不要一直吃好不好！ 

東東：＜把咬了一口的炸雞伸給小雅＞ 要不要？ 

小雅：不是啦！有事情跟你講啦！ 

東東：什麼事妳快說啊！  

小雅：你今天要不要…..住…..我…..家….. 

東東：住妳家？ 

小雅：今天我爸媽都不會回來喔！你不要想歪了喔！ 

東東：真的嗎！ 

小雅：＜害差的點點頭＞他們明天才回來。 

東東：那…..可是…..這…..好啊！！ 

小雅：你很討厭！ 

東東：那我要多吃一點才可以。 

小雅：幹嘛？ 

東東：補充體力啊！ 

小雅：討厭！ 

△小雅和東東在沙發上看電視。東東開始毛手毛腳 

小雅：不要嗎！討厭！ ＜東東繼續＞ 

小雅：哎呦！討厭！ ＜將東東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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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東被推開後便不敢再有所行動。 

小雅：你真的很討厭…..＜東東沒反應＞ 

小雅：討厭！＜東東看了小雅一眼，忽然一把抱住小雅，兩人倒在沙發後面…＞ 

小雅：討厭、討厭、討厭….. 

△小雅和東東兩人正在熱烈的翻滾著。就在兩人忘我的親熱時，小武從前台走到

中央，按小雅家裡的門鈴響起，兩人立刻從地板上跳起來 

小雅：糟了！ 

東東：不會吧！你爸媽不是明天才回來？ 

小雅：誰知道他們會提早回來！ 

東東：怎麼辦！＜趕快穿起衣褲＞ 

小雅：我也不知道！＜趕快扣起釦子＞ 

△門鈴又響起 

小雅：來了！來了！ 

東東：我躲起來好了！＜到處鑽，到處躲，但是都藏不住＞ 

小雅：有了！你先躲在沙發後面，等他們進來後趁機趕快溜出去！ 

東東：好！賭一賭了！ 

△東東躲到沙發後，小雅到門口做了個深呼吸準備開門 

小武：你好，我是警察….. 

小雅：糟糕！是警察！ 

東東：真的？！是警察！！完蛋了，這下死定了，你爸你媽真的太狠了，竟然叫

警察來抓我，真的太狠了啦！ 

小雅：怎麼辦！你一定躲不過警察的，怎麼辦！？ 

東東：算了！男子漢大丈夫，敢作敢當！ 

小雅：…..可是….. 

△兩人互看一眼 

東東：算了！我們向他求求情，請他放我一馬！ 

小雅：試試看，只好這樣了！ 

小雅開門狀，小武進入 

小武、小雅、東東三人坐在客廳 

小武：我來這裡是為了一個案子….. 

東東：警察先生！有那麼嚴重嗎？我們是男女朋友而且也交往了一陣子了，兩個

人都是真心的，我們這樣應該不違法，你說是不是？ 

小武：(有點迷糊想要解釋) 不是，我是說…..(被打斷)  

小雅：警察先生，求求你！你不為他的前途想，也為我的名譽想一想，我是女生

要是事情傳出去，那我以後怎麼做人？不如我去死算了！…..(開始哭) 

東東：妳不要哭！就算要死也要一死！ 

△ 小雅和東東抱頭痛哭，小武在一旁不知所措，莫名其妙 

小武：你們兩個不要激動，我是想調查最近這裡發生的竊盜案，希望兩位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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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線索…. 

△ 話一說完，小雅臉色大變腦羞成怒 

小雅：喂！你這個人很討厭！話也不會說清楚真是莫名其妙！你以為當警察就了

不起可以欺負人！我告訴你，我可不是好欺負的！出去！出去！小心我告

你！真是莫名其妙，討厭！ 

＜小武被又拉又推的趕出門外。「碰！」一聲，大門狠狠的關上＞ 

場燈暗 

 

△小武滾到前台，繼續一邊看著地圖一邊找地址的樣子 

△現場換道具，沙發，餐桌椅，豐盛大餐 

△小武再按門鈴的樣子 

電鈴，鈴咚鈴咚 

場燈亮，莉莉 

莉莉：請進！門沒鎖！ 

△ 小武小心翼翼的進門。屋內昏暗的燈光，餐桌上還準備了燭光晚餐 

小武：請…..請問有人在…..嗎？ 

莉莉一身性感的裝扮從房門後出現。看見是一個警察兩人都瞪大眼睛 

△ 兩人在客廳。此時屋內已經開亮了燈 

莉莉：(點起一根菸) 你說要調查什麼？ 

小武：是調查一件連續竊盜案。(電話響起) 

莉莉：抱歉我接個電話 (接起電話) 喂！…..什麼！不能來？又不能來！昨天臨

時有事，今天又臨時有事…..你答應今天晚上一定會來的，我還準備了蛋

糕…..又是下次，每次都這樣…..我不管，你今天一定要來…..不然…..我…..

就死給你看！(狠狠掛上電話，狠狠倒一杯酒，狠狠喝一大口) 男人都是

壞東西！ 

小武：….. 

莉莉：沒關係！警察先生你可以繼續。 

小武：是這樣的，我想請問，最近…..(莉莉突然放聲大哭)….. 

莉莉：…..(哭訴) 你知不知道我和他在一起五年了！我從沒有要求過什麼，可是

他卻連一點時間也不能給我。(又喝了一口酒) 說什麼會照顧我、補償我，

都是騙人的！上次說什麼公司加班，結果是陪他老婆和小孩去看電影，今

天又說要開會，一定又是騙我！(又喝一口) 我真的好難過，好痛苦….(又

哭起來) 

小武：小姐妳不要難過，不要喝太多酒，這樣對身體不好….. 

莉莉：警察先生，你說說看我是不是很傻….. 

小武：….. 

莉莉：(又喝一口酒)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認為我是壞女人？！(小武搖搖頭) 其

實我也不想介入別人的家庭啊！我也希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啊！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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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愛他，我離不開他，你說我恐怎麼辦？ 

小武：小姐，我….. 

莉莉：你不用說，我都知道。(拉著小武走到餐桌旁) 你看，雖然我不會做飯，

可是我為了他我努力在學，你看蕃茄炒蛋、蝦仁炒蛋、皮蛋豆腐、蛋炒飯、

蛋花湯，都是我親手作的，還有蛋糕也是我親手選的…..你說，我這樣還

不夠嗎？難道第三者就一定該死嗎？(擦擦眼淚) 來！你吃吃看，看看我

做的怎麼樣！ 

小武：小姐我…..這….. 

莉莉：連你也看不起我對不對！(又哭了) 

小武：我不是這個意思！ 

莉莉：那你就吃吃看好不好！ 

△小武勉為其難開始吃桌上的食物，莉莉絲毫沒有發覺小武勉強下嚥的表情，興

致勃勃的要他吃下每一道菜 

△ 終於東西都吃完了，看著僅剩的蛋糕，小武兩眼無助 

小武：我真的不行了！ 

莉莉：再吃一點嘛，好不好！(準備切蛋糕) 

△ 這時候突然一個男人入場，闖進屋子。就是陳經理 

陳經理：莉莉！ 

莉莉：你不是要開會嗎？你還來做什麼！ 

陳經理：我擔心妳啊！(看看小武) 他是誰？ 

小武：你好，我是警…..(被打斷) 

莉莉：他是我的男朋友怎樣！你管的著嗎？ 

陳經理：莉莉不要鬧了，我們好好談談好不好！這位先生 (看看小武) 請你先離

開。 

莉莉：你憑什麼叫他離開！要離開的人是你！ 

陳經理：(過去拉著莉莉) 莉莉妳不要這樣，聽我說….. 

莉莉：(反抗著) 我不要聽！你不要拉我….. 

＜雙方一陣拉扯，莉莉順勢拿起蛋糕猛力砸去！竟落在小武身上，小武和陳經理

都愣住了＞ 

莉莉：你走！你走！我再也不要見到你！(說完便衝進房間鎖起房門) 

＜留下陳經理和一身奶油的小武＞ 

場燈暗 

 

燈再亮 

△莉莉家撤道具，換上小吃攤的桌椅，一盞路燈 

△路旁街腳的路邊攤，陳經理和小武兩人。地上一些空的酒瓶，兩人都微醺 

陳經理：來來來！再乾一杯！ 

小武：不行！我真的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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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經理：小兄弟，男人不會喝酒怎麼升官？來，乾杯！(乾杯) 

小武：乾杯！(乾杯) 

陳經理：我告訴你，我今天能幹到經理這個位子不是因為我會喝酒，是因為我老

婆….. 

小武：你老婆比你還會喝啊！？ 

陳經理：不是啦！空、降、部、隊、懂不懂！！ 

小武：….. 

陳經理：其實我也知道，公司裡面很多人都看不起我，我的壓力很大，回家又要

面對那隻母老虎。我真的快受不了了！認識莉莉後我才覺得自己像個男

人，我真的喜歡她，可是我又沒有勇氣離開我老婆，我放不下這份工作，

也放不下小孩，我真的很痛苦！(趴在桌上哭) 

小武：陳先生，你不要難過了，事情總會解決的，你一定要堅強，還有很多人比

你更不幸啊！…..唉！像我，從小就勵志要當警察，雖然我終於如願的

當上了警察，可是我卻是一個很笨的警察。好比今天，我為了一件偷竊

案跑了一整天卻連半個線索也查不到，你說我是不是很笨？(搖一搖陳

經理，陳經理沒回答) 你不用客氣，你說，我是不是很笨？(又搖一搖

陳經理，陳經理還是沒回答…..卻傳出打鼾聲…..) 

△小武看著睡著的陳經理，獨自又乾了一杯酒 

燈暗 

 

△左舞臺亮 

△二手貨，一些電氣用品，阿盛整理店裡的東西。桌上電話響起 

阿盛：喂！…..阿猴！幾點了？還不來店裡….什麼機車被拖吊…..停在巷子裡還

被拖吊！…..現在的警察都吃飽太閒…..好啦！你先去領車，順便問問看駕

照不見要怎麼辦 (有客人走來) 喂！有客人來了我去招呼客人，你弄好就

過來…..好，就這樣。 

△掛電話阿盛招呼客人 

阿盛：先生參考看看，電視、冰箱、音響都有慢慢看。 

客人：老闆有沒有二十吋的電視新一點的？ 

阿盛：先生，你的運氣很不錯，剛好有一台 (帶客人進店內指著那台電視) 這台

電視是朋友寄賣的，二十吋，八、九成新，三千八就好。 

客人：有沒有問題？可不可以看？ 

阿盛：保證沒問題，有問題你可以拿來換好不好！ 

客人：這樣很麻煩。 

阿盛：好啦！不然我現在試給你看！ 

△ 把電視搬到桌上開始接線然後開電視 

阿盛：你看，畫質音質都很好，你自己看一下….. 

(OS電視正好播新聞：位於幸福社區的好鄰居公寓昨日再傳竊案，這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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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幸福社區本週來第三起竊案…..) 

客人：老闆，怎麼沒有遙控器？ 

老闆：遙控器？就是因為遙控器不見朋友才想賣掉，不然怎麼會拿來賣！ 

客人：三千八….. 

老闆：好啦！三千五啦！不能再低了，三百塊可以買一個遙控器了，怎麼樣？ 

客人：我再考慮看看好了，謝謝。 

老闆：沒關係，考慮看看有需要再過來！ 

△ 客人走出店外 

△ 阿猴入場 

阿猴：盛哥，不好意思來晚了 

阿盛：來來來，阿猴！來幫忙搬貨。(指著電視機) 

阿猴： 盛哥又是電視！(搬起電視) 

阿盛：還有錄放影機，小心一點，電視還很新。(搬起錄放影機) 

△ 兩人把東西放好 

阿盛：昨天生意怎樣？ 

阿猴：賣一台冰箱，也有來看冷氣的，說什麼叫我開冷氣給他看看夠不夠冷？安

不安靜？有沒有保證書？拜託！他以為他在逛百貨公司！ 

阿盛：你不會告訴他，我們店面太小不方便試冷氣，不過保證安靜強冷又省電。 

      反正以後有問題就說是他們搬運的時候去撞到或是安裝的時候出問題，不

關我們的事，隨便推一推就好了！我們東西堆這麼多，放著也是放著，反

正有賣就有賺，懂不懂！ 

阿猴：懂！ 

阿盛：沒事的時候把東西擦一擦，這樣客人才會來買，知不知道！ 

阿猴：知道了，盛哥。 

△ 兩人整理貨品 

燈弱 

 

右舞臺燈亮 

場上的辨公桌上頭掛著斗大的「組長」牌子 

警察局組長室 

△小武站在組長桌前，桌上還是一堆文件。組長吃著飯糰 

組長：幸福社區那件竊盜案查的怎麼樣了？ 

小武：報告組長！目前…..還沒有線索….. 

組長：沒關係，慢慢來，剛開始都會遇到瓶頸和挫折，要想辦法突破知道嗎！ 

小武：是！ 

組長：有時候破案除了靠技巧和經驗外也要有點運氣。 

小武：是！ 

組長：還記得我說的嗎？幹警察必須對身邊的人、事、物，有相當的敏感度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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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力，對於週遭的環境更要有相當的熟悉和了解，這樣對我們辦案有很大

的幫助！不要小看這飯糰，它們都可能是案件的線索，破案的關鍵！ 

小武：是！組長。 

組長：好，你去辦公吧。 

小武：是！奇怪，上次不是說水煎包嗎！（組長電話響起） 

組長：什麼事？……嗯……好…….好…..我知道了（掛上電話，帥氣的理了理頭

髮後大叫）全體集合！＜小武筆直立正＞ 

場燈暗 警笛聲大響 

 

場外對話聲 

組長：待會，小周你堵住後門，小李你在門口支援，小武你和我進去裡面抓人，

有沒有問題？！ 

三人同聲：沒有！！ 

警笛聲淡出 

左舞臺燈亮 

(接前場) 

阿盛二手電器行 

△組長和小武輕手輕腳從前台潛進店內，發現阿猴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組長：喂！小朋友起來了！ 

阿猴：(被驚醒) 警察生先，請問有什麼事嗎？ 

組長：我們懷疑你和一件連續竊盜案有關。 

阿猴：我又沒有偷東西，你們一定搞錯了！ 

組長：(拿出阿盛的駕照) 這個人你認識吧！ 

阿猴：認識啊！他是我老闆啊！ 

小武：(發現那台電視) 組長！那天我搬的就是這台電視！ 

阿猴：警察生先，我只是來當店員而已，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組長：不要緊張，小朋友，老闆人呢？ 

阿猴：去買便當！ 

△阿盛提著便當進場，這時候四名警察突然槍指著阿盛。阿盛目瞪口呆 

眾人：不要動！ 

組長：我們懷疑你涉嫌多起竊盜案，請你和我們到警察局一趟。 

＜小武拿出拿手銬將阿盛銬住和另一警員押阿盛直接走向中央舞臺＞ 

 

場燈亮   

△小武和另一名警員偵訊阿盛 

警員：你老實說，最近這些竊盜案是不是都和你有關係！ 

阿盛：警察先生，我的真的沒有偷過東西，我不是小偷，你們一定搞錯了！ 

警員：還不承認！(拿出準備的墨鏡和扁帽) 把它們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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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盛乖乖的把墨鏡和扁帽帶上 

△ 警員拿出一張人像畫比對 

警員：你看看這目擊證人的畫像和你簡直是一模一樣，你還不承認！ 

阿盛：警察先生，不能因為我們都胖胖的就說我就是小偷，而且我又不戴這些東

西！ 

小武：(拿出皮夾) 這是你的沒錯吧！裡面還有證件，是在犯罪現場撿到的。 

阿盛：(看一看) 對啊！是我的沒錯，原來是被你撿去 (看一看小武) 你不是那

個….. 

警員：沒錯！他就是幫你搬電視的警察，怎麼樣，沒話說了吧！ 

阿盛：警察先生，你幫我搬東西又撿到我的皮夾，我很謝謝你，可是不能因為你

幫過我就說我是小偷！那天是一位太太說他們家要換新電視才把舊電視

賣給我，還順便把一台壞的錄放影機給我帶走，真的！如果你們不相信我

可以帶你們去找賣我電視的人….. 

場燈暗 

 

場上道具全撤 

燈亮 

△陳太太、小武和阿盛 

陳太太：對啦！電視是我賣給他的沒錯，他不是小偷啦！ 

阿盛：警察生先，我沒騙你吧！ 

小武：真是對不起…..(幫阿盛打開手銬) 是我的錯，真對不起….. 

△ 這時候突然傳來一聲物品摔破的聲音，接著有人大喊「小偷！小偷！」 

△一個戴墨鏡和扁帽的男子慌張入場 

小武：(喝令) 不要動 

阿盛：可惡！就是你害我被當成小偷！ 

△此時小雅從佈景門走出來，頭上戴著隨身聽 

△小雅還沒反應是怎麼回事，歹徒就一把抓住了她還拿出一把瑞士小刀架住她 

△小武見狀也拔出配槍 

小雅：(哭叫) 救命啊！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小偷：(對小武) 你給我讓開！不然要她的命！ 

小雅：(哭叫) 救命啊！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小偷挾著小雅要小武讓開，小武和阿盛也只能乖乖聽命….. 

△小武無奈的讓開，小偷架著小雅慢慢的往一邊退去 

△就在小偷後退的時候卻沒發現地上有一顆小皮球 

△小偷一腳踩到了球，一股腦連小雅摔倒在地，手上的小刀也摔丟出去 

△小雅趁機跑開 

△小偷也顧不得小雅，趕快爬起往門跑去… 

△住戶老伯伯剛好從門走出來和小偷撞個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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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盛扶著驚嚇過度的小雅，陳太太呆若木雞 

△小武則是屏氣凝神的持槍瞄準 

△小偷一頭撞上，當場倒地不起 

△另一個倒地不起的則是老伯伯 

燈暗 

 

場上是交誼廳的擺設 

場外音電視(OS)：…..嫌犯專門利用住戶出遠門的時候行竊，並且利用住戶之間

的不熟悉，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然後將贓物以二手貨販賣給不知情的消費者。

警方並在嫌犯住處內取出大量贓物，負責這次案件的平分局表示，這次圍捕行動

已策劃多時，警方掌握特定對象後，經過長期埋伏、跟監，終於將這名公寓大盜

逮捕到案….. 

燈光微亮 

△莉莉提著皮箱，默默進場，環顧四周，默默離開 

 

燈亮 

△眾人交談聲，眾人在談話中進場 

△客廳裡面非常熱鬧，包括新婚夫妻、老伯伯、老婆婆、陳經理一家人、小雅和

小武、阿盛等等….. 

先生：今天請大家來，主要是要謝謝所有的人，要不是大家幫忙我們家損失的絕

對不只是打破的花瓶而已！ 

太太：是啊！另外因為我們才搬來不久也希望大家可以彼此多認識一下，我想是

不是先請阿盛先生和小武警官來說說話！(眾人鼓掌) 

阿盛：沒有啦！其實我也沒幫什麼忙，不過以後大家有需要什麼電器可以找我

啦！(眾人笑) 

小武：其實這次多虧了阿盛先生還有陳小弟的皮球和老伯伯的幫忙 (小弟弟自顧

的拿球和老伯伯的九官鳥玩) 我還是想請老伯伯來講講話。(眾人鼓掌) 

老伯伯：(頭上貼著紗布) 大家好！我是三號六樓住戶，這次能夠抓到這個小偷，

完全是我們警民合作的最佳寫照，也是我們社會進步的證明，更是我們國

家未來發展的基礎，我相信以後我們的生活一定會更安全、更有保障，謝

謝大家。(眾人熱烈鼓掌) 

太太：我想，我們社區來組成一個委員會，專門統籌社區裡的公共事宜，維護社

區的安全，大家覺得怎麼樣？(大家都表示贊成) 

先生：至於人選方面，每一位住戶都是委員，不過需要一位委員長，我建議由老

伯伯擔任 (眾人鼓掌贊同)…..另外，請小武警官當我們委員會的安全顧

問，阿盛先生來擔任設備技術顧問，大家覺得如何？(眾人再度鼓掌贊同)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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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布幕降下，影片投影在幕上，畫面是監視器的主觀鏡頭 

△阿盛站在椅子上裝設監視器 

△公寓各角落的監視器 

△監視螢幕畫面。沒有人，電梯門關了又開，開了又關 

△警察局的組長 

△陳經理的公司 

△老伯伯家 

△小雅家，小雅和東東親熱鏡頭…..畫面斷訊 

 

THE END 

落幕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