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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虎姑婆搶救虎姑婆搶救虎姑婆搶救虎姑婆    【【【【三百字劇情大綱三百字劇情大綱三百字劇情大綱三百字劇情大綱】】】】 

    由於吸血鬼和鷹鉤鼻巫婆的暗中陷害，虎姑婆被人類逮捕了！ 

    虎姑婆的寶貝兒子，虎兒，在麻雀的鼓勵下，踏上搶救虎姑婆的冒險之旅。

先後經歷嘿嘿國、霸霸國、美美國、好好國……終於抵達人類村落。 

審判台上，虎姑婆差點兒被處以死刑。人類開出三個「孩子不可能完成」的

任務，考驗虎兒。 

虎兒藉助嘿嘿國的螞蟻，通過第一關，辛勤工作、蒐集一座食物山。並和美

美國的章魚妹同心協力，將人類村落打掃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最後，更因為

霸霸國螃蟹的啟發，學習展現「自信」，感動所有人類，順利救得媽咪。 

虎姑婆也為表示清白，自願在深夜巡更守衛，維護治安，導致真正的壞蛋，

吸血鬼與鷹鉤鼻巫婆日漸消瘦、沒有機會危害人類小孩。 

 

搶救虎姑婆搶救虎姑婆搶救虎姑婆搶救虎姑婆  【【【【場景及人物說明場景及人物說明場景及人物說明場景及人物說明】】】】 

【主要場景有三幕，山洞，森林，人類村莊。演員共需十九人】 

 

第一幕 

場景說明 人物說明 

◎ 森林與山洞 

背景是夜晚的森林背景是夜晚的森林背景是夜晚的森林背景是夜晚的森林。。。。 

舞台右邊佈置陰暗潮濕的山洞舞台右邊佈置陰暗潮濕的山洞舞台右邊佈置陰暗潮濕的山洞舞台右邊佈置陰暗潮濕的山洞，，，，裡面裡面裡面裡面

鐘乳石錐鐘乳石錐鐘乳石錐鐘乳石錐、、、、鐘乳石柱鐘乳石柱鐘乳石柱鐘乳石柱、、、、石筍交雜石筍交雜石筍交雜石筍交雜。。。。水水水水

珠由上方鐘乳石錐掉落珠由上方鐘乳石錐掉落珠由上方鐘乳石錐掉落珠由上方鐘乳石錐掉落，「，「，「，「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地地地地

響響響響。。。。密縫中藏有許多黑色小蝙蝠密縫中藏有許多黑色小蝙蝠密縫中藏有許多黑色小蝙蝠密縫中藏有許多黑色小蝙蝠。。。。 

燈光打在被綑綁的兒童身上燈光打在被綑綁的兒童身上燈光打在被綑綁的兒童身上燈光打在被綑綁的兒童身上，，，，其餘打其餘打其餘打其餘打

暗暗暗暗！！！！ 

□ 吸血鬼吸血鬼吸血鬼吸血鬼：：：：白臉獠牙，身穿黑色斗

篷大衣，手指利爪尖銳。喜歡於

黑夜出沒，吸食人類小孩的血！ 

□ 鷹鉤鼻巫婆鷹鉤鼻巫婆鷹鉤鼻巫婆鷹鉤鼻巫婆：：：：鷹鉤鼻、皺痲臉，

頭戴黑色尖圓帽，身穿棕色大破

衣，手持一根舊掃帚。講話咯咯

笑，喜歡於黑夜出沒，綁架人類

小孩，熬燉新鮮肉湯。 

□ 孩童孩童孩童孩童 A：：：：穿著學生制服、綁著兩

個小辮子的小女生。被吸血鬼打

昏後，綁架到山洞，一清醒便看

見虎姑婆，放聲尖叫大哭。 

□ 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穿著虎皮黃黑白條紋衣

駝背的駝背阿婆，平常拄著一根

柺杖，面惡心善，喜歡小孩，疼

愛小孩。 

□ 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穿著樸實農裝，

有的拿鋤頭，有的拿板撬，有的

拿木棍，有的拿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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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 

場景說明 人物說明 

◎ 森林 

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中景有許多青綠大中景有許多青綠大中景有許多青綠大中景有許多青綠大樹樹樹樹，，，，前前前前

景有紅花綠草和錯落的大石頭景有紅花綠草和錯落的大石頭景有紅花綠草和錯落的大石頭景有紅花綠草和錯落的大石頭。。。。 

燈光明亮燈光明亮燈光明亮燈光明亮！！！！ 

□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穿著虎皮黃黑白條紋衣的

小老虎，隨身背著一個淺藍色小

背包。個性天真可愛，傻哩傻氣

愛玩耍。為了搶救媽咪，虎姑

婆，踏上冒險之旅。 

□ 麻雀麻雀麻雀麻雀：：：：穿著麻雀裝，平常喜歡開

展翅膀，又飛又跳。常常幫助虎

兒突破難關。 

 

 

第三幕 

場景說明 人物說明 

◎ 森林 

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中景有許多青綠大樹和中景有許多青綠大樹和中景有許多青綠大樹和中景有許多青綠大樹和

雲朵雲朵雲朵雲朵，，，，前景有紅花綠草和錯落的大石頭前景有紅花綠草和錯落的大石頭前景有紅花綠草和錯落的大石頭前景有紅花綠草和錯落的大石頭。。。。 

因為入夜因為入夜因為入夜因為入夜，，，，燈光必須打暗燈光必須打暗燈光必須打暗燈光必須打暗。。。。 

□ 太陽太陽太陽太陽：：：：由人扮演，擁有不同造

型，如早晨的太陽、傍晚的太陽

等。作為時間挪移的特效報幕。

這一幕為傍晚的太陽。由扮演巫

婆人員扮演。 

□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同上。 

□ 麻雀麻雀麻雀麻雀：：：：同上。 

□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123：：：：由人扮演，在背景布

幕嬉戲移動、躲藏玩耍。 

 

 

第四幕 

場景說明 人物說明 

◎ 嘿嘿國 

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中景穿插許多搖晃中景穿插許多搖晃中景穿插許多搖晃中景穿插許多搖晃、、、、彎彎彎彎

擺的大樹擺的大樹擺的大樹擺的大樹，，，，前景有紅花流口水前景有紅花流口水前景有紅花流口水前景有紅花流口水、、、、綠草打綠草打綠草打綠草打

瞌睡瞌睡瞌睡瞌睡、、、、以及錯落的大石頭以及錯落的大石頭以及錯落的大石頭以及錯落的大石頭。。。。 

因為是清晨因為是清晨因為是清晨因為是清晨，，，，燈光柔和燈光柔和燈光柔和燈光柔和。。。。 

□ 太陽太陽太陽太陽：：：：由人扮演，擁有不同造

型，如早晨的太陽、中午的太

陽、傍晚的太陽等。作為時間挪

移的特效報幕。這一幕為清晨的

太陽。由扮演吸血鬼人員扮演。 

□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同上。 

□ 麻雀麻雀麻雀麻雀：：：：同上。 

□ 螞蟻蕙蕙螞蟻蕙蕙螞蟻蕙蕙螞蟻蕙蕙：：：：螞蟻兵團的領隊，身

材比其他螞蟻魁梧，說話響亮。 

□ 螞蟻甲乙丙丁螞蟻甲乙丙丁螞蟻甲乙丙丁螞蟻甲乙丙丁：：：：由大人甲乙丙丁

四個人扮演，穿著螞蟻裝，頭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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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陽小斗笠。遵守紀律，聽命行

事。 

 

 

第五幕 

場景說明 人物說明 

◎ 霸霸國 

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中景有許多青綠大樹中景有許多青綠大樹中景有許多青綠大樹中景有許多青綠大樹，，，，

前景有紅花綠草和錯落的大石頭前景有紅花綠草和錯落的大石頭前景有紅花綠草和錯落的大石頭前景有紅花綠草和錯落的大石頭。。。。右邊右邊右邊右邊

大石頭上插著一根大旗幡大石頭上插著一根大旗幡大石頭上插著一根大旗幡大石頭上插著一根大旗幡，，，，寫著八個字寫著八個字寫著八個字寫著八個字

「「「「天下地上天下地上天下地上天下地上，，，，唯我最大唯我最大唯我最大唯我最大！」！」！」！」 

因為是中午因為是中午因為是中午因為是中午，，，，燈光明亮燈光明亮燈光明亮燈光明亮。。。。 

□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同上。 

□ 麻雀麻雀麻雀麻雀：：：：同上。 

□ 螃蟹螃蟹螃蟹螃蟹：：：：穿著墨綠色螃蟹裝，生氣

的時候會變成紅色螃蟹裝。態度

高傲，自以為是皇帝，喜歡指揮

別人做事情。 

 

 

第六幕 

場景說明 人物說明 

◎ 美美國 

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

小小房屋小小房屋小小房屋小小房屋，，，，前景是乾淨的大馬路和紅花前景是乾淨的大馬路和紅花前景是乾淨的大馬路和紅花前景是乾淨的大馬路和紅花

綠草綠草綠草綠草。。。。 

因為是傍晚因為是傍晚因為是傍晚因為是傍晚，，，，燈光昏黃燈光昏黃燈光昏黃燈光昏黃。。。。 

□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同上。 

□ 麻麻麻麻雀雀雀雀：：：：同上。 

□ 大章魚大章魚大章魚大章魚：：：：身材高壯，穿著八爪章

魚裝。 

□ 小章魚小章魚小章魚小章魚：：：：身材矮小，穿著八爪章

魚裝。 

□ 老章魚老章魚老章魚老章魚：：：：彎腰駝背，穿著八爪章

魚裝。 

□ 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活潑愛乾淨，隨身攜帶

清潔用具，八爪章魚裝上有個亮

眼的粉紅色蝴蝶結。 

□ 蟑螂蟑螂蟑螂蟑螂：：：：穿著黑色蟑螂裝，體型嬌

小，行走速度十分敏捷。由扮演

巫婆人員扮演。 

 

 

第七幕 

場景說明 人物說明 

◎ 好好國 

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蘋果樹蘋果樹蘋果樹蘋果樹。。。。 

中景有大床鋪中景有大床鋪中景有大床鋪中景有大床鋪、、、、小床鋪小床鋪小床鋪小床鋪，，，，餐桌水果餐桌水果餐桌水果餐桌水果、、、、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銀兩銀兩銀兩銀兩、、、、玩具玩具玩具玩具。。。。 

□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同上。 

□ 麻雀麻雀麻雀麻雀：：：：同上。 

□ 國王豬國王豬國王豬國王豬：：：：體型肥胖，躺在大床鋪

上，半夢半醒，說話慵懶，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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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是紅花綠草前景是紅花綠草前景是紅花綠草前景是紅花綠草。。。。 

燈光打在國王豬身上燈光打在國王豬身上燈光打在國王豬身上燈光打在國王豬身上，，，，其餘打暗其餘打暗其餘打暗其餘打暗。。。。 

鼾聲。 

□ 百姓豬百姓豬百姓豬百姓豬甲乙丙丁甲乙丙丁甲乙丙丁甲乙丙丁：：：：由大人甲乙丙

丁四個人扮演，穿著肥豬裝。愛

吃愛睡愛玩愛享受愛作白日夢。 

 

 

第八幕 

場景說明 人物說明 

◎ 人類村落審判台 

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

小小房屋小小房屋小小房屋小小房屋，，，，房屋上頭有煙囪房屋上頭有煙囪房屋上頭有煙囪房屋上頭有煙囪、、、、偶爾會噴偶爾會噴偶爾會噴偶爾會噴

出嗆鼻的黑煙出嗆鼻的黑煙出嗆鼻的黑煙出嗆鼻的黑煙，，，，房屋周圍有許多果樹房屋周圍有許多果樹房屋周圍有許多果樹房屋周圍有許多果樹，，，，

旁邊是一座架高的審判台旁邊是一座架高的審判台旁邊是一座架高的審判台旁邊是一座架高的審判台，，，，審判台上有審判台上有審判台上有審判台上有

一個大鐵籠一個大鐵籠一個大鐵籠一個大鐵籠。。。。前景是廣場與竹籬笆前景是廣場與竹籬笆前景是廣場與竹籬笆前景是廣場與竹籬笆。。。。 

因為是早上因為是早上因為是早上因為是早上，，，，燈光柔和燈光柔和燈光柔和燈光柔和。。。。 

□ 太陽太陽太陽太陽：：：：由人扮演，擁有不同造

型，如早晨的太陽、中午的太

陽、傍晚的太陽等。作為時間挪

移的特效報幕。這一幕為清晨的

太陽。由扮演吸血鬼人員扮演。 

□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同上。 

□ 麻雀麻雀麻雀麻雀：：：：同上。 

□ 虎姑虎姑虎姑虎姑婆婆婆婆：：：：同上。 

□ 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同上。 

□ 孩童孩童孩童孩童 ABCABCABCABC：：：：由扮演老章魚、小

章魚、章魚妹的三人扮演。體型

嬌小，穿著學生制服，長襪布

鞋。    

□ 審判官審判官審判官審判官：：：：由扮演大章魚的演員扮

演，穿著法官服裝，手持天平，

為人公平，白頭髮、說話大聲響

亮。 

 

 

第九幕 

場景說明 人物說明 

◎ 人類村落 

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

小小房屋小小房屋小小房屋小小房屋，，，，房屋上頭有煙囪房屋上頭有煙囪房屋上頭有煙囪房屋上頭有煙囪、、、、偶爾會噴偶爾會噴偶爾會噴偶爾會噴

出嗆鼻的黑煙出嗆鼻的黑煙出嗆鼻的黑煙出嗆鼻的黑煙，，，，房屋周圍有許多果樹與房屋周圍有許多果樹與房屋周圍有許多果樹與房屋周圍有許多果樹與

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前景是廣場前景是廣場前景是廣場前景是廣場、、、、垃圾與竹籬笆垃圾與竹籬笆垃圾與竹籬笆垃圾與竹籬笆。。。。 

燈光打在虎兒身上燈光打在虎兒身上燈光打在虎兒身上燈光打在虎兒身上。。。。 

□ 審判官審判官審判官審判官：：：：同上。 

□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同上。 

□ 麻雀麻雀麻雀麻雀：：：：同上。 

□ 螞蟻蕙蕙螞蟻蕙蕙螞蟻蕙蕙螞蟻蕙蕙：：：：同上。 

□ 螞蟻甲乙丙丁螞蟻甲乙丙丁螞蟻甲乙丙丁螞蟻甲乙丙丁：：：：同上。 

□ 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同上。 

□ 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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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幕 

場景說明 人物說明 

◎ 人類村落審判台 

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遠景是山，，，，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中景有許多錯落的大大

小小房屋小小房屋小小房屋小小房屋，，，，房屋很乾淨房屋很乾淨房屋很乾淨房屋很乾淨，，，，旁邊是一座架旁邊是一座架旁邊是一座架旁邊是一座架

高的審判台高的審判台高的審判台高的審判台，，，，審判台上有一個大鐵籠審判台上有一個大鐵籠審判台上有一個大鐵籠審判台上有一個大鐵籠。。。。 

前景是廣場與竹籬笆前景是廣場與竹籬笆前景是廣場與竹籬笆前景是廣場與竹籬笆。。。。 

因為是中午因為是中午因為是中午因為是中午，，，，燈光明亮燈光明亮燈光明亮燈光明亮。。。。 

□ 審判官審判官審判官審判官：：：：同上。 

□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同上。 

□ 麻雀麻雀麻雀麻雀：：：：同上。 

□ 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同上。 

□ 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同上。 

□ 孩童的媽媽孩童的媽媽孩童的媽媽孩童的媽媽 123：：：：穿著傳統長衣

長裙，頭戴髮箍。個性溫柔，為

人和善有愛心。由之前扮演星星

三人扮演。 

□ 孩童孩童孩童孩童 ABCABCABCABC：：：：同上。 

 

 

第十一幕 

場景說明 人物說明 

◎ 人類村落 

遠景是山和又大又圓的月亮遠景是山和又大又圓的月亮遠景是山和又大又圓的月亮遠景是山和又大又圓的月亮，，，，中景中景中景中景

有許多錯落的有許多錯落的有許多錯落的有許多錯落的大大小小房屋大大小小房屋大大小小房屋大大小小房屋，，，，房屋很乾房屋很乾房屋很乾房屋很乾

淨淨淨淨，，，，周圍有許多果樹周圍有許多果樹周圍有許多果樹周圍有許多果樹，，，，旁邊有一方圍牆旁邊有一方圍牆旁邊有一方圍牆旁邊有一方圍牆。。。。 

燈光打在村落廣場燈光打在村落廣場燈光打在村落廣場燈光打在村落廣場。。。。 

□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同上。 

□ 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同上。 

□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1：：：：同上。 

□ 孩童孩童孩童孩童 BBBBC：：：：改穿幼稚園圍兜裝。 

□ 壞蛋壞蛋壞蛋壞蛋：：：：穿著黑衣黑褲，拿著一個

黑色大布袋，想要綁架孩子。由

之前扮演國王豬人員扮演。    

□ 吸血鬼吸血鬼吸血鬼吸血鬼：：：：同上。 

□ 鷹鉤鼻巫婆鷹鉤鼻巫婆鷹鉤鼻巫婆鷹鉤鼻巫婆：：：：同上。 

 

 

搶救虎姑婆搶救虎姑婆搶救虎姑婆搶救虎姑婆！！！【！！！【！！！【！！！【兒童戲劇劇本兒童戲劇劇本兒童戲劇劇本兒童戲劇劇本】】】】 

    

第一幕第一幕第一幕第一幕……6666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景景景景    時時時時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森林與山洞森林與山洞森林與山洞森林與山洞    深夜深夜深夜深夜    吸血鬼吸血鬼吸血鬼吸血鬼、、、、鷹鉤鼻巫婆鷹鉤鼻巫婆鷹鉤鼻巫婆鷹鉤鼻巫婆、、、、孩孩孩孩

童童童童 A、、、、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大人甲乙大人甲乙大人甲乙大人甲乙

丙丁丙丁丙丁丙丁    

                虎姑婆在森林小徑行走虎姑婆在森林小徑行走虎姑婆在森林小徑行走虎姑婆在森林小徑行走。。。。她拿出一封大大的邀請函她拿出一封大大的邀請函她拿出一封大大的邀請函她拿出一封大大的邀請函！！！！    

虎姑婆：「吸血鬼和鷹鉤鼻巫婆邀請我到前面山洞，吃燒酒雞和烤乳豬。待

會兒，一定要幫我的寶貝虎兒多帶一份，他現在肯定餓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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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姑婆走進山洞虎姑婆走進山洞虎姑婆走進山洞虎姑婆走進山洞，，，，驚見一個小女孩被綁在柱子上驚見一個小女孩被綁在柱子上驚見一個小女孩被綁在柱子上驚見一個小女孩被綁在柱子上，，，，嘴巴塞著一個橘子嘴巴塞著一個橘子嘴巴塞著一個橘子嘴巴塞著一個橘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

旁邊有一大鍋熱水旁邊有一大鍋熱水旁邊有一大鍋熱水旁邊有一大鍋熱水，，，，正正正正「「「「呼嚕呼嚕呼嚕呼嚕呼嚕呼嚕呼嚕呼嚕」」」」地沸騰著地沸騰著地沸騰著地沸騰著。。。。    

虎姑婆：「小朋友，你怎麼了？」 

虎姑婆解開蒙住小女孩的花色毛巾虎姑婆解開蒙住小女孩的花色毛巾虎姑婆解開蒙住小女孩的花色毛巾虎姑婆解開蒙住小女孩的花色毛巾，，，，並將小女孩搖醒並將小女孩搖醒並將小女孩搖醒並將小女孩搖醒。。。。    

                小女孩看見虎姑婆小女孩看見虎姑婆小女孩看見虎姑婆小女孩看見虎姑婆，，，，放聲尖叫大哭放聲尖叫大哭放聲尖叫大哭放聲尖叫大哭。。。。同一時間同一時間同一時間同一時間，，，，山洞外跑入四個彪形大漢山洞外跑入四個彪形大漢山洞外跑入四個彪形大漢山洞外跑入四個彪形大漢，，，，

迅速將虎姑婆團團包圍迅速將虎姑婆團團包圍迅速將虎姑婆團團包圍迅速將虎姑婆團團包圍，，，，並且拿出繩索將虎姑婆綑綁並且拿出繩索將虎姑婆綑綁並且拿出繩索將虎姑婆綑綁並且拿出繩索將虎姑婆綑綁！！！！    

                大人甲：「虎姑婆果然是偷抓孩子的兇手！」 

                大人乙：「還好我們及時趕到，這個小孩差一點被虎姑婆熬成湯汁，吃掉！」 

    虎姑婆大喊：「冤枉啊，我沒有要吃這個小孩。」 

    大人甲：「人贓俱獲，妳還敢狡辯。把她扛回去，讓虎姑婆接受大審判。」 

    

第二幕第二幕第二幕第二幕……7777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景景景景    時時時時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森林森林森林森林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麻雀麻雀麻雀麻雀    

                虎姑婆的寶貝兒子虎姑婆的寶貝兒子虎姑婆的寶貝兒子虎姑婆的寶貝兒子，，，，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傻哩傻氣地傻哩傻氣地傻哩傻氣地傻哩傻氣地，，，，一整天不是躺著睡覺一整天不是躺著睡覺一整天不是躺著睡覺一整天不是躺著睡覺、、、、便是站著吃便是站著吃便是站著吃便是站著吃

豬肉乾豬肉乾豬肉乾豬肉乾、、、、滾著玩泥巴滾著玩泥巴滾著玩泥巴滾著玩泥巴。。。。    

虎兒：「太陽會不會得到烏龜病？月亮是不是感染蝸牛症候群？玩了那麼

久，太陽怎麼還沒下山，月亮怎麼還沒爬上山坡？」 

虎兒摸摸消瘦的肚皮虎兒摸摸消瘦的肚皮虎兒摸摸消瘦的肚皮虎兒摸摸消瘦的肚皮。。。。肚皮發出肚皮發出肚皮發出肚皮發出「「「「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的叫聲的叫聲的叫聲的叫聲！！！！    

虎兒：「媽咪不知道跑去哪裡了？肚子好餓喔！」 

    遠處遠處遠處遠處，，，，麻雀驚慌飛來麻雀驚慌飛來麻雀驚慌飛來麻雀驚慌飛來。。。。 

麻雀：「虎兒…虎兒，大事不好了！」 

虎兒：「是不是媽咪要抓我回家吃飯啊？」 

麻雀：「笨虎兒，你的媽咪被人類抓走了啦！現在正囚禁審判台上的大鐵籠，

等待判決。」 

虎兒眼珠一麻虎兒眼珠一麻虎兒眼珠一麻虎兒眼珠一麻，，，，腦汁發燙腦汁發燙腦汁發燙腦汁發燙，，，，手腳顫抖地嘆出一口幽長的氣手腳顫抖地嘆出一口幽長的氣手腳顫抖地嘆出一口幽長的氣手腳顫抖地嘆出一口幽長的氣。。。。    

虎兒：「可是我那麼瘦小，怎救得了媽咪啊？」 

麻雀拍拍虎兒的肩膀麻雀拍拍虎兒的肩膀麻雀拍拍虎兒的肩膀麻雀拍拍虎兒的肩膀。。。。    

麻雀：「虎母無犬子，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第三幕第三幕第三幕第三幕……4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景景景景    時時時時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森林森林森林森林    入夜入夜入夜入夜    太陽太陽太陽太陽、、、、虎兒虎兒虎兒虎兒、、、、麻雀麻雀麻雀麻雀、、、、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三顆三顆三顆三顆    

                太陽先生瞇著愛睏的眼皮說太陽先生瞇著愛睏的眼皮說太陽先生瞇著愛睏的眼皮說太陽先生瞇著愛睏的眼皮說「「「「BYEBYEBYEBYE----BYEBYEBYEBYE」。」。」。」。    

麻雀領著虎兒摸索著麻雀領著虎兒摸索著麻雀領著虎兒摸索著麻雀領著虎兒摸索著前進前進前進前進，，，，行走在彎曲起伏地雲霄飛車軌道路行走在彎曲起伏地雲霄飛車軌道路行走在彎曲起伏地雲霄飛車軌道路行走在彎曲起伏地雲霄飛車軌道路，，，，一會兒鑽出一會兒鑽出一會兒鑽出一會兒鑽出

森林森林森林森林；；；；一會兒竄進雲霧一會兒竄進雲霧一會兒竄進雲霧一會兒竄進雲霧。。。。天空沒有月亮天空沒有月亮天空沒有月亮天空沒有月亮，，，，幾顆離家的小星星遠遠地閃躲到天的邊幾顆離家的小星星遠遠地閃躲到天的邊幾顆離家的小星星遠遠地閃躲到天的邊幾顆離家的小星星遠遠地閃躲到天的邊

際際際際、、、、閃爍顫抖閃爍顫抖閃爍顫抖閃爍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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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到人類居住的村落之前，我們應該會經歷四個國家。」 

虎兒：「有好好國嗎？媽咪曾經對我說，說我很像住在那兒的居民！所以我

很好奇，好好國的居民，到底是怎麼個『好』法？」 

麻雀：「笨虎兒，那是虎媽在笑你愛睡覺啦。待會兒進入好好國，你就知道

了。哈哈哈……」 

 

第四幕第四幕第四幕第四幕……14141414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景景景景    時時時時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嘿嘿國嘿嘿國嘿嘿國嘿嘿國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太陽太陽太陽太陽、、、、虎兒虎兒虎兒虎兒、、、、麻雀麻雀麻雀麻雀、、、、螞蟻螞蟻螞蟻螞蟻

蕙蕙蕙蕙蕙蕙蕙蕙、、、、螞蟻甲乙丙丁螞蟻甲乙丙丁螞蟻甲乙丙丁螞蟻甲乙丙丁    

                太陽先生起床在刷太陽先生起床在刷太陽先生起床在刷太陽先生起床在刷牙牙牙牙。。。。    

虎兒猛打哈欠虎兒猛打哈欠虎兒猛打哈欠虎兒猛打哈欠，，，，眼皮有如千金重地走進嘿嘿國眼皮有如千金重地走進嘿嘿國眼皮有如千金重地走進嘿嘿國眼皮有如千金重地走進嘿嘿國。。。。    

周遭矮屋小房和磚瓦牆還在說夢話周遭矮屋小房和磚瓦牆還在說夢話周遭矮屋小房和磚瓦牆還在說夢話周遭矮屋小房和磚瓦牆還在說夢話；；；；翠綠的行道樹彎擺著身軀翠綠的行道樹彎擺著身軀翠綠的行道樹彎擺著身軀翠綠的行道樹彎擺著身軀；；；；小紅花們不小紅花們不小紅花們不小紅花們不

自覺中滴下許多白搭搭的口水自覺中滴下許多白搭搭的口水自覺中滴下許多白搭搭的口水自覺中滴下許多白搭搭的口水。。。。    

嘿嘿國的螞蟻們十分辛勤地工作嘿嘿國的螞蟻們十分辛勤地工作嘿嘿國的螞蟻們十分辛勤地工作嘿嘿國的螞蟻們十分辛勤地工作。。。。只要一看到可以吃的食物只要一看到可以吃的食物只要一看到可以吃的食物只要一看到可以吃的食物，，，，便一窩蜂地包便一窩蜂地包便一窩蜂地包便一窩蜂地包

圍圍圍圍、、、、分解分解分解分解、、、、搬運回窩搬運回窩搬運回窩搬運回窩。。。。    

螞蟻蕙蕙：「睡覺是很浪費時間的。想要明天過得更好，今天就得更加努力。」 

蕙蕙看見虎兒蕙蕙看見虎兒蕙蕙看見虎兒蕙蕙看見虎兒。。。。    

蕙蕙：「螞蟻大兵們。」 

螞蟻甲乙丙丁：「有。」 

蕙蕙：「進攻！」 

虎兒手中的豬肉乾和飯團馬上被螞蟻家族侵虎兒手中的豬肉乾和飯團馬上被螞蟻家族侵虎兒手中的豬肉乾和飯團馬上被螞蟻家族侵虎兒手中的豬肉乾和飯團馬上被螞蟻家族侵占占占占。。。。    

虎兒：「喂喂……」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提高提高提高提高到一到一到一到一百二百二百二百二十分貝的十分貝的十分貝的十分貝的音量音量音量音量。。。。    

虎兒：「喂喂……」 

螞蟻蕙蕙：「喔，小朋友有什麼事嗎？我們正忙著搬運食物呢。」 

另另另另一一一一頭頭頭頭，，，，戴戴戴戴著著著著斗笠斗笠斗笠斗笠的螞蟻大的螞蟻大的螞蟻大的螞蟻大軍雄赳赳軍雄赳赳軍雄赳赳軍雄赳赳、、、、氣氣氣氣昂昂昂昂昂昂昂昂地搬運著豬肉乾和飯團地搬運著豬肉乾和飯團地搬運著豬肉乾和飯團地搬運著豬肉乾和飯團。。。。    

螞蟻甲：「精神答數。」 

螞蟻乙丙：「12」 

螞蟻丁：「34」 

螞蟻乙丙：「雄壯」 

螞蟻丁：「威武」 

螞蟻乙丙：「精神」 

螞蟻丁：「抖擻」 

螞蟻乙丙：「天下」 

螞蟻丁：「無敵」 

螞蟻乙丙：「螞蟻」 

螞蟻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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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乙丙：「嘿嘿」 

螞蟻甲丁：「嘿嘿」 

螞蟻甲乙丙丁：「嘿嘿嘿嘿嘿」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比比比比著被著被著被著被搶搶搶搶走的食物走的食物走的食物走的食物。。。。    

虎兒：「這可是我要吃的；這食物可是我的。」 

    螞蟻蕙蕙：「上面又沒有寫你的名字。」 

氣氣氣氣憤憤憤憤的虎兒的虎兒的虎兒的虎兒從背後袋從背後袋從背後袋從背後袋子拿出一個子拿出一個子拿出一個子拿出一個玻璃瓶玻璃瓶玻璃瓶玻璃瓶，，，，將螞蟻蕙蕙將螞蟻蕙蕙將螞蟻蕙蕙將螞蟻蕙蕙抓抓抓抓進進進進去關去關去關去關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螞蟻蕙蕙：「綁架啊！救命救命！help me！」 

                蕙蕙的驚呼尖叫聲蕙蕙的驚呼尖叫聲蕙蕙的驚呼尖叫聲蕙蕙的驚呼尖叫聲，，，，馬上馬上馬上馬上引引引引來來來來張張張張牙牙牙牙舞爪舞爪舞爪舞爪的紅色螞蟻的紅色螞蟻的紅色螞蟻的紅色螞蟻兵兵兵兵團團團團。。。。心臟砰砰砰心臟砰砰砰心臟砰砰砰心臟砰砰砰、、、、幾幾幾幾乎乎乎乎

快跳快跳快跳快跳出出出出胸腔胸腔胸腔胸腔的虎兒被的虎兒被的虎兒被的虎兒被這群這群這群這群螞蟻螞蟻螞蟻螞蟻兵兵兵兵團團團團攻擊攻擊攻擊攻擊地地地地鼻青臉腫鼻青臉腫鼻青臉腫鼻青臉腫、、、、咬痕斑斑咬痕斑斑咬痕斑斑咬痕斑斑。。。。    

                麻雀：「虎兒！快跑！我掩護你，趕快！」 

                麻雀麻雀麻雀麻雀張張張張開開開開翅翅翅翅膀膀膀膀，，，，猛猛猛猛力揮翅力揮翅力揮翅力揮翅，，，，吹得眾吹得眾吹得眾吹得眾多螞蟻站身不住多螞蟻站身不住多螞蟻站身不住多螞蟻站身不住。。。。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邁邁邁邁開開開開步伐步伐步伐步伐，，，，火力全火力全火力全火力全開開開開，，，，拼命向拼命向拼命向拼命向前跑前跑前跑前跑，，，，以閃以閃以閃以閃電般百米競電般百米競電般百米競電般百米競跑速跑速跑速跑速度度度度，，，，氣氣氣氣喘喘喘喘如如如如牛牛牛牛

地地地地衝衝衝衝出嘿嘿國重圍出嘿嘿國重圍出嘿嘿國重圍出嘿嘿國重圍，，，，麻雀麻雀麻雀麻雀緊跟緊跟緊跟緊跟在在在在後後後後。。。。    

    

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1010101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景景景景    時時時時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霸霸國霸霸國霸霸國霸霸國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麻雀麻雀麻雀麻雀、、、、螃蟹螃蟹螃蟹螃蟹    

被螞蟻被螞蟻被螞蟻被螞蟻兵兵兵兵團團團團追殺追殺追殺追殺的虎兒的虎兒的虎兒的虎兒，，，，從從從從嘿嘿國一路跑進嘿嘿國一路跑進嘿嘿國一路跑進嘿嘿國一路跑進霸霸霸霸霸霸霸霸國國國國。。。。虎兒虎兒虎兒虎兒突然緊急剎突然緊急剎突然緊急剎突然緊急剎車車車車！！！！    

虎兒：「啊，差點兒踩扁這隻螃蟹！」 

螃蟹：「大膽刁民，跪下。」 

挺挺挺挺著大著大著大著大螯螯螯螯的的的的墨墨墨墨綠色綠色綠色綠色螃蟹螃蟹螃蟹螃蟹、、、、鼻孔冒鼻孔冒鼻孔冒鼻孔冒著著著著火火火火花花花花、、、、頭頂嗆頭頂嗆頭頂嗆頭頂嗆著白著白著白著白煙煙煙煙。。。。他左左右右他左左右右他左左右右他左左右右、、、、橫橫橫橫來來來來

橫去橫去橫去橫去地行走地行走地行走地行走、、、、打打打打量量量量虎兒虎兒虎兒虎兒，，，，然後橫然後橫然後橫然後橫在馬路中間在馬路中間在馬路中間在馬路中間，，，，不不不不動動動動。。。。    

麻雀飛麻雀飛麻雀飛麻雀飛近近近近虎兒身旁虎兒身旁虎兒身旁虎兒身旁。。。。    

麻雀說：「這個國家叫『霸霸國』，居住著許多橫行霸道的螃蟹。每一隻螃蟹

都說他是帝王，都想命令別的動物，都不願意接受差使。」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皺皺眉皺皺眉皺皺眉皺皺眉，，，，搖搖搖搖頭晃頭晃頭晃頭晃腦腦腦腦想了想想了想想了想想了想。。。。小小小小心翼翼心翼翼心翼翼心翼翼走走走走向螃蟹向螃蟹向螃蟹向螃蟹。。。。    

虎兒：「螃蟹先生，可不可以請你讓……」     

螃螃螃螃蟹兩蟹兩蟹兩蟹兩個個個個冷冷冷冷冷冷冷冷的白色眼珠兒的白色眼珠兒的白色眼珠兒的白色眼珠兒，，，，東轉轉西轉轉突然盯東轉轉西轉轉突然盯東轉轉西轉轉突然盯東轉轉西轉轉突然盯住虎兒住虎兒住虎兒住虎兒。。。。    

螃蟹：「大膽刁民，我是皇帝！」 

虎兒：「皇帝？」 

虎兒被虎兒被虎兒被虎兒被這強悍這強悍這強悍這強悍的氣的氣的氣的氣勢嚇呆了勢嚇呆了勢嚇呆了勢嚇呆了。。。。    

麻雀麻雀麻雀麻雀伸展伸展伸展伸展著著著著翅翅翅翅膀膀膀膀像像像像是在是在是在是在做體操做體操做體操做體操，，，，忽忽忽忽地地地地往往往往虎兒肩上一虎兒肩上一虎兒肩上一虎兒肩上一蹬蹬蹬蹬。。。。    

麻雀：「嘻嘻，自個兒辦家家酒；哈哈，小螃蟹想當大皇帝！」 

螃蟹：「你這該死的小小…小鳥，來人呀。」 

螃蟹右鉗螃蟹右鉗螃蟹右鉗螃蟹右鉗猛地一猛地一猛地一猛地一指指指指，，，，彷彷彷彷是一是一是一是一把銳利把銳利把銳利把銳利的的的的劍劍劍劍要要要要判定判定判定判定麻雀的麻雀的麻雀的麻雀的死刑死刑死刑死刑。。。。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地看著地看著地看著地看著。。。。    

螃蟹：「笨百姓！你就不會配合抓住這隻不該說話的鳥嘛？」 

虎兒：「但是，我又不是你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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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現在是囉，皇帝說是，就可以馬上變『是』。」 

螃蟹仰螃蟹仰螃蟹仰螃蟹仰天天天天笑了兩笑了兩笑了兩笑了兩大聲大聲大聲大聲。。。。    

虎兒：「你自己也有手啊，你可以自己去抓。」 

螃蟹：「皇帝尊貴的手是用來指揮別人作事的。」 

螃蟹螃蟹螃蟹螃蟹氣氣氣氣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地地地地臉龐臉龐臉龐臉龐紅出紅出紅出紅出兩兩兩兩顆顆顆顆粉嫩粉嫩粉嫩粉嫩地小太陽地小太陽地小太陽地小太陽。。。。    

螃蟹：「算了，野地來的番仔。沒受過教育！」 

螃蟹張舞螃蟹張舞螃蟹張舞螃蟹張舞大大大大螯螯螯螯、、、、翹翹翹翹著眼珠兒著眼珠兒著眼珠兒著眼珠兒，，，，想想想想大搖大擺大搖大擺大搖大擺大搖大擺橫橫橫橫著離開著離開著離開著離開。。。。虎兒運虎兒運虎兒運虎兒運用爪用爪用爪用爪子子子子輕巧輕巧輕巧輕巧地將地將地將地將

螃蟹抓螃蟹抓螃蟹抓螃蟹抓起起起起。。。。    

螃蟹：「幹嘛幹嘛，造反了，竟敢綁架皇帝！」 

虎兒將虎兒將虎兒將虎兒將螃蟹抓螃蟹抓螃蟹抓螃蟹抓入入入入背後背後背後背後的行的行的行的行李袋李袋李袋李袋。。。。    

虎兒：「有這麼可愛的小螃蟹在旁邊，路上才不會無聊。」 

 

第六幕第六幕第六幕第六幕……12121212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景景景景    時時時時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美美國美美國美美國美美國    傍晚傍晚傍晚傍晚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麻雀麻雀麻雀麻雀、、、、大章魚大章魚大章魚大章魚、、、、小小小小

章魚章魚章魚章魚、、、、老章魚老章魚老章魚老章魚、、、、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

蟑螂蟑螂蟑螂蟑螂    

彩霞彩霞彩霞彩霞滿滿滿滿天時分天時分天時分天時分，，，，虎兒到虎兒到虎兒到虎兒到達達達達「「「「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國國國國」。」。」。」。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國國國國之之之之中中中中，，，，不不不不論論論論大大大大章魚章魚章魚章魚、、、、小小小小章魚章魚章魚章魚、、、、

老章魚老章魚老章魚老章魚，，，，都都都都是一手是一手是一手是一手肥皂肥皂肥皂肥皂、、、、一手一手一手一手鋼鋼鋼鋼刷刷刷刷、、、、一手一手一手一手掃把掃把掃把掃把、、、、一手一手一手一手畚几畚几畚几畚几；；；；一手一手一手一手抹布抹布抹布抹布；；；；一手水一手水一手水一手水桶桶桶桶、、、、

一手一手一手一手拖把拖把拖把拖把、、、、一手一手一手一手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時時時時時時時時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秒秒秒秒秒秒秒秒在打在打在打在打掃掃掃掃，，，，把美美把美美把美美把美美國整國整國整國整理得理得理得理得一一一一塵塵塵塵不不不不染染染染。。。。    

老章魚、大章魚、小章魚、章魚妹呼喊口號：「灰塵不落地；馬路可以睡。」 

虎兒前腳虎兒前腳虎兒前腳虎兒前腳才剛踩才剛踩才剛踩才剛踩進進進進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國國國國，，，，後後後後腳腳腳腳跟跟跟跟還還還還未落未落未落未落地地地地……章魚章魚章魚章魚們便們便們便們便聞聞聞聞到到到到「「「「骯髒骯髒骯髒骯髒」」」」的氣的氣的氣的氣

味味味味。。。。她們拿著大她們拿著大她們拿著大她們拿著大掃把掃把掃把掃把，，，，硬硬硬硬是是是是把把把把虎兒和麻雀虎兒和麻雀虎兒和麻雀虎兒和麻雀轟轟轟轟出出出出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國國國國。。。。    

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白白白白皙皙皙皙皙皙皙皙的手的手的手的手扔扔扔扔下一下一下一下一罐罐罐罐「「「「水水水水鐺鐺鐺鐺鐺鐺鐺鐺」」」」牌牌牌牌的的的的漂漂漂漂白水白水白水白水。。。。            

章魚妹：「想要通過美美國，身上的泥巴得用漂白水清理個五天五夜才行。」 

退退退退出出出出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國邊國邊國邊國邊界線界線界線界線的虎兒的虎兒的虎兒的虎兒從眉從眉從眉從眉尖滴下一顆顆尖滴下一顆顆尖滴下一顆顆尖滴下一顆顆晶瑩剔透晶瑩剔透晶瑩剔透晶瑩剔透的的的的冷汗冷汗冷汗冷汗，，，，麻雀一麻雀一麻雀一麻雀一直喘直喘直喘直喘

氣氣氣氣。。。。    

虎兒：「比媽媽咪還要媽媽咪喔，真是太恐怖了！」 

麻雀；「你可沒有五天五夜的時間清理身體的污垢。」 

反應靈敏反應靈敏反應靈敏反應靈敏的麻雀的麻雀的麻雀的麻雀，，，，左左左左飛飛飛飛飛飛飛飛右右右右飛飛飛飛飛飛飛飛，，，，突然突然突然突然眼珠兒一亮眼珠兒一亮眼珠兒一亮眼珠兒一亮。。。。    

麻雀：「我有好法子，等我一下。」 

不不不不久後久後久後久後，，，，麻雀的嘴巴麻雀的嘴巴麻雀的嘴巴麻雀的嘴巴叼叼叼叼著一著一著一著一隻蟑螂隻蟑螂隻蟑螂隻蟑螂飛進飛進飛進飛進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國國國國，，，，並並並並把這隻黑黑把這隻黑黑把這隻黑黑把這隻黑黑的的的的蟑螂弟兄蟑螂弟兄蟑螂弟兄蟑螂弟兄空空空空

降降降降在在在在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國國國國。。。。    

老章魚、大章魚、小章魚、章魚妹：「天啊，怎麼會有這麼骯髒的東西呀！」 

所所所所有的有的有的有的章魚鼓脹章魚鼓脹章魚鼓脹章魚鼓脹嘴巴嘴巴嘴巴嘴巴噴墨噴墨噴墨噴墨、、、、開開開開始卯足勁攻擊左始卯足勁攻擊左始卯足勁攻擊左始卯足勁攻擊左躲躲躲躲右右右右閃的閃的閃的閃的臭蟑螂臭蟑螂臭蟑螂臭蟑螂。。。。虎兒虎兒虎兒虎兒趁機溜趁機溜趁機溜趁機溜

過美美過美美過美美過美美國國國國，，，，並並並並淘淘淘淘氣氣氣氣順順順順手手手手抓了抓了抓了抓了一一一一隻潔隻潔隻潔隻潔白的白的白的白的八爪章八爪章八爪章八爪章魚妹魚妹魚妹魚妹。。。。    

    

第七幕第七幕第七幕第七幕……14141414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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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景景景    時時時時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好好國好好國好好國好好國    夜晚夜晚夜晚夜晚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麻雀麻雀麻雀麻雀、、、、國王豬國王豬國王豬國王豬、、、、百百百百

姓豬甲乙丙丁姓豬甲乙丙丁姓豬甲乙丙丁姓豬甲乙丙丁    

星星星星光乖乖光乖乖光乖乖光乖乖站站站站崗崗崗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國國國國之之之之中中中中，，，，不不不不論當論當論當論當大大大大官官官官的豬的豬的豬的豬或或或或是是是是窮苦窮苦窮苦窮苦的的的的百姓百姓百姓百姓豬豬豬豬，，，，他他他他們一們一們一們一致致致致

性性性性的口的口的口的口頭禪頭禪頭禪頭禪是是是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沒沒沒沒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百姓百姓百姓百姓豬豬豬豬甲乙丙丁晉甲乙丙丁晉甲乙丙丁晉甲乙丙丁晉見國見國見國見國王王王王豬豬豬豬，，，，躺躺躺躺臥舒適臥舒適臥舒適臥舒適大床的國大床的國大床的國大床的國王王王王豬豬豬豬半半半半睡睡睡睡半半半半醒醒醒醒。。。。    

百姓豬甲：「啟稟國王，我明天想要請假三十天。」 

國王豬：「好好，沒問題。」 

百姓豬乙：「啟稟國王，最近老婆孩子都得了一種愛睡病，可不可以向國王

借五千銀兩去看病？」 

國王豬：「好好，沒問題。」 

百姓豬丙：「啟稟國王，可不可以將好好國附近的蘋果樹通通贈送給我？」 

國王豬：「好好，沒問題。」 

百姓豬丁：「我要當國王，行不行？」 

國王豬：「好好，沒問題。」 

百姓豬丁：「這樣我就是國王了喔，來豬啊，將床上這一隻大肥豬扛出皇宮。」 

百姓豬甲乙丙：「好好，沒問題，國王」。 

不不不不過過過過沒沒沒沒五五五五秒秒秒秒鐘鐘鐘鐘，，，，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又忘記該又忘記該又忘記該又忘記該做做做做的正的正的正的正事事事事，，，，睡覺的睡覺睡覺的睡覺睡覺的睡覺睡覺的睡覺；；；；吃吃吃吃東西東西東西東西的吃的吃的吃的吃東西東西東西東西；；；；玩玩玩玩

耍耍耍耍的玩的玩的玩的玩耍耍耍耍；；；；滾泥巴的滾泥巴滾泥巴的滾泥巴滾泥巴的滾泥巴滾泥巴的滾泥巴。。。。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踏踏踏踏進進進進媽咪經常媽咪經常媽咪經常媽咪經常提提提提到的到的到的到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國國國國」。」。」。」。他他他他興奮興奮興奮興奮地地地地仔細參觀仔細參觀仔細參觀仔細參觀，，，，麻雀麻雀麻雀麻雀緊跟緊跟緊跟緊跟在在在在後後後後，，，，

翅翅翅翅膀膀膀膀撲斥撲斥撲斥撲斥撲斥撲斥撲斥撲斥一開一一開一一開一一開一閤閤閤閤。。。。    

虎兒：「麻雀，你看。整個國家，上至國王豬，下達百姓豬，都太快樂了！

他們似乎沒有可以擔心的事。麻雀，我太喜歡這個國家了。」 

麻雀麻雀麻雀麻雀緊張緊張緊張緊張跺跺跺跺腳腳腳腳，，，，在在在在原原原原地打地打地打地打轉轉轉轉。。。。    

麻雀：「除非你想跟這些豬一樣，變成孤兒。」 

虎兒：「為什麼？」 

麻雀：「這些豬的爸爸媽媽都被人類送進加工廠，製作成你在吃的『豬肉乾』！

所以他們都是沒爹沒娘的孩子。」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仔細觀仔細觀仔細觀仔細觀看看看看，，，，發發發發現現現現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國的豬國的豬國的豬國的豬果果果果然都然都然都然都沒有沒有沒有沒有父母父母父母父母在在在在管教管教管教管教，，，，都都都都是被是被是被是被豢養豢養豢養豢養的的的的「「「「小小小小

豬豬豬豬仔仔仔仔」！」！」！」！    

麻雀說：「只有會關心自己的親人，才會管教你。你平常都不喜歡虎媽管你

罵你，其實你要知道，那是因為虎媽關心你，希望你以後可以變得更好、變得更

加健康強壯有智慧。」 

虎兒開虎兒開虎兒開虎兒開始始始始發抖發抖發抖發抖。。。。    

虎兒：「麻雀，我知道了。我們還是快點趕路吧，我可不願意最疼愛我的媽

咪變成『虎肉乾』了！」 

    

第八幕第八幕第八幕第八幕……12121212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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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景景景    時時時時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人類村落審判台人類村落審判台人類村落審判台人類村落審判台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太陽太陽太陽太陽、、、、虎兒虎兒虎兒虎兒、、、、麻雀麻雀麻雀麻雀、、、、虎姑虎姑虎姑虎姑

婆婆婆婆、、、、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孩童孩童孩童孩童

ABCABCABCABC、、、、審判官審判官審判官審判官 

太陽先生的眼太陽先生的眼太陽先生的眼太陽先生的眼睛慢慢睜睛慢慢睜睛慢慢睜睛慢慢睜開開開開，，，，對準對準對準對準了了了了焦點焦點焦點焦點後後後後，，，，逐逐逐逐步步步步撐撐撐撐開開開開、、、、睜睜睜睜地大大地大大地大大地大大、、、、圓圓圓圓圓圓圓圓、、、、滾滾滾滾

滾滾滾滾，，，，不不不不眨眨眨眨眼地眼地眼地眼地散散散散發出發出發出發出強強強強烈烈烈烈光光光光芒芒芒芒，，，，害怕錯害怕錯害怕錯害怕錯過過過過任何任何任何任何一個一個一個一個精采鏡精采鏡精采鏡精采鏡頭頭頭頭。。。。    

大大大大人人人人甲乙丙丁甲乙丙丁甲乙丙丁甲乙丙丁和孩和孩和孩和孩童童童童 AAAABBBBCCCC包圍著虎姑婆包圍著虎姑婆包圍著虎姑婆包圍著虎姑婆，，，，虎姑婆被虎姑婆被虎姑婆被虎姑婆被繫繫繫繫上手上手上手上手銬銬銬銬腳腳腳腳鐐鐐鐐鐐，，，，關關關關在在在在審審審審

判判判判台台台台上的一個大上的一個大上的一個大上的一個大鐵籠鐵籠鐵籠鐵籠，，，，準備接受準備接受準備接受準備接受死刑死刑死刑死刑。。。。    

孩童ABC「大壞蛋，大壞蛋……。」 

審審審審判官判官判官判官走上走上走上走上審審審審判判判判台台台台。。。。    

審判官：「因為關係所有兒童的安危，我最後一次詢問孩子的意見，要不要

判決虎姑婆死刑？------不要的請舉手。」   

現場靜悄悄現場靜悄悄現場靜悄悄現場靜悄悄地地地地，，，，連連連連鼻鼻鼻鼻子子子子都都都都忘記忘記忘記忘記了了了了呼呼呼呼吸吸吸吸，，，，所所所所有有有有豎立豎立豎立豎立的的的的耳朵耳朵耳朵耳朵只只只只聽聽聽聽到到到到匆促匆促匆促匆促、、、、響響響響亮亮亮亮、、、、

逐漸接逐漸接逐漸接逐漸接近近近近的腳的腳的腳的腳步步步步聲聲聲聲。。。。    

虎兒大虎兒大虎兒大虎兒大吼吼吼吼一聲一聲一聲一聲，，，，走走走走近近近近審審審審判判判判台台台台。。。。    

虎兒：「我不同意！」 

所所所所有的眼有的眼有的眼有的眼睛睛睛睛追追追追蹤蹤蹤蹤聲聲聲聲音音音音，，，，慢慢調慢慢調慢慢調慢慢調整整整整焦距焦距焦距焦距，，，，打打打打光光光光在虎兒身上在虎兒身上在虎兒身上在虎兒身上黃黃黃黃黑黑黑黑白的白的白的白的條紋條紋條紋條紋，，，，他他他他正正正正

高高高高舉舉舉舉著手著手著手著手掌掌掌掌。。。。    

審判官：「你沒有投票權，你不是兒童，你是一隻老虎。」 

虎兒：「但是我也是一個小孩呀。」 

虎兒的亮眼珠虎兒的亮眼珠虎兒的亮眼珠虎兒的亮眼珠迸迸迸迸出出出出淚淚淚淚花花花花，，，，開開開開始始始始哭哭哭哭泣泣泣泣。。。。    

虎兒：「雖然你們都認為虎姑婆很可惡，但是……她畢竟是我媽咪呀。」 

虎姑婆大叫：「寶貝，快點兒逃跑吧。」 

虎兒跑上虎兒跑上虎兒跑上虎兒跑上審審審審判判判判台台台台，，，，靠靠靠靠近近近近大大大大鐵籠鐵籠鐵籠鐵籠，，，，他伸他伸他伸他伸出出出出短短短短小的手小的手小的手小的手掌穿越欄杆掌穿越欄杆掌穿越欄杆掌穿越欄杆和虎姑婆和虎姑婆和虎姑婆和虎姑婆緊緊緊緊緊緊緊緊相相相相

握握握握。。。。    

虎兒：「媽咪，我相信妳不會吃小孩的。」 

虎姑婆：「寶貝，我真的不曾吃過人類的孩子，一切都是吸血鬼和巫婆的陷

害與栽贓。」 

一一一一群群群群小孩跑上小孩跑上小孩跑上小孩跑上審審審審判判判判台台台台迅速迅速迅速迅速困困困困住虎兒住虎兒住虎兒住虎兒，，，，另另另另一一一一群群群群大大大大人人人人在在在在審審審審判判判判台台台台下圍下圍下圍下圍成成成成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圓圈圓圈圓圈圓圈，，，，

討討討討論論論論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處處處處理理理理虎兒虎兒虎兒虎兒。。。。    

太陽先生太陽先生太陽先生太陽先生愈爬愈愈爬愈愈爬愈愈爬愈高高高高。。。。    

審判官：「經過討論，只要你可以通過我們的考驗，我們就無條件釋放虎姑

婆。但假使你沒有通過，虎姑婆不但要接受死刑懲罰，你也要囚禁在牢籠裡一生

一世！」 

虎兒：「什麼考驗，我都不怕。」 

審判官：「我們的三個考驗，可是針對小孩特別設計的不可能任務。」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幕幕幕幕……2020202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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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景景景    時時時時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人類村落人類村落人類村落人類村落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審判官審判官審判官審判官、、、、虎兒虎兒虎兒虎兒、、、、麻雀麻雀麻雀麻雀、、、、螞螞螞螞

蟻蕙蕙蟻蕙蕙蟻蕙蕙蟻蕙蕙、、、、螞蟻甲乙丙丁螞蟻甲乙丙丁螞蟻甲乙丙丁螞蟻甲乙丙丁、、、、

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    

審判官：「第一關，虎兒必須在一天內收集到一座山的食物。」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左想右想左想右想左想右想左想右想，，，，左左左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右右右右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他他他他的眼的眼的眼的眼睛睛睛睛一亮一亮一亮一亮！！！！他他他他拿出拿出拿出拿出背後背後背後背後行行行行李袋李袋李袋李袋，，，，放出放出放出放出玻玻玻玻

璃瓶璃瓶璃瓶璃瓶內內內內的螞蟻蕙蕙的螞蟻蕙蕙的螞蟻蕙蕙的螞蟻蕙蕙。。。。    

虎兒：「小螞蟻，幫幫我吧。」 

螞蟻蕙蕙螞蟻蕙蕙螞蟻蕙蕙螞蟻蕙蕙坐坐坐坐在地上在地上在地上在地上，，，，悶悶悶悶聲不聲不聲不聲不響響響響，，，，氣呼呼氣呼呼氣呼呼氣呼呼。。。。    

蕙蕙：「哼，敢抓我還妄想要我幫助你。」 

虎兒：「美麗大方的螞蟻妹妹，我可以送妳們一座山的食物喔。」 

螞蟻蕙蕙眼螞蟻蕙蕙眼螞蟻蕙蕙眼螞蟻蕙蕙眼睛睛睛睛一亮一亮一亮一亮，，，，馬上馬上馬上馬上從從從從地上地上地上地上跳跳跳跳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蕙蕙：「真的？」 

虎兒：「只要妳能在一天之內，從這村落搜尋、搬運來一座山的食物，這些

就通通送給妳搬回嘿嘿國。」 

蕙蕙：「哈哈哈，那真是……太太簡單了！」 

蕙蕙蕙蕙蕙蕙蕙蕙吹了吹了吹了吹了一聲口一聲口一聲口一聲口哨哨哨哨，，，，四處四處四處四處張張張張望望望望，，，，見沒有螞蟻出見沒有螞蟻出見沒有螞蟻出見沒有螞蟻出現現現現。。。。拿起拿起拿起拿起廣播器廣播器廣播器廣播器，，，，又連續又連續又連續又連續吹了吹了吹了吹了

三三三三聲口聲口聲口聲口哨哨哨哨。。。。五五五五秒後秒後秒後秒後，，，，螞蟻螞蟻螞蟻螞蟻甲乙丙丁從甲乙丙丁從甲乙丙丁從甲乙丙丁從四周跑進四周跑進四周跑進四周跑進人類村人類村人類村人類村落落落落。。。。勤勤勤勤勞勞勞勞的螞蟻家族的螞蟻家族的螞蟻家族的螞蟻家族絲毫絲毫絲毫絲毫不不不不

耽擱耽擱耽擱耽擱一分一一分一一分一一分一秒秒秒秒，，，，蕙蕙蕙蕙蕙蕙蕙蕙指揮指揮指揮指揮螞蟻螞蟻螞蟻螞蟻甲乙丙丁甲乙丙丁甲乙丙丁甲乙丙丁分分分分成成成成四個四個四個四個方方方方向向向向，，，，努努努努力力力力搜查每搜查每搜查每搜查每一個家一個家一個家一個家庭庭庭庭、、、、每每每每

一一一一棟棟棟棟房屋房屋房屋房屋。。。。    

虎兒和麻雀在旁虎兒和麻雀在旁虎兒和麻雀在旁虎兒和麻雀在旁幫忙幫忙幫忙幫忙。。。。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忙忙忙忙得滿得滿得滿得滿身大身大身大身大汗汗汗汗！！！！    

麻雀：「虎兒，你會不會累？要不要休息一下？」 

虎兒：「我一點兒也不會累，為了搶救媽咪，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一天的時間在一天的時間在一天的時間在一天的時間內內內內，，，，螞蟻螞蟻螞蟻螞蟻兵兵兵兵團和虎兒麻雀團和虎兒麻雀團和虎兒麻雀團和虎兒麻雀逐逐逐逐步步步步、、、、漸漸漸漸漸漸漸漸地搬運回來許多食物地搬運回來許多食物地搬運回來許多食物地搬運回來許多食物，，，，有有有有

糖果糖果糖果糖果、、、、有有有有餅餅餅餅乾乾乾乾、、、、有有有有米米米米粒粒粒粒、、、、有有有有麵條麵條麵條麵條、、、、有有有有蘋果蘋果蘋果蘋果、、、、有小有小有小有小蕃茄蕃茄蕃茄蕃茄……慢慢堆積成慢慢堆積成慢慢堆積成慢慢堆積成一一一一座座座座高高高高聳聳聳聳、、、、

穿穿穿穿入雲入雲入雲入雲朵朵朵朵的尖山的尖山的尖山的尖山。。。。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高高高高興興興興地地地地跳了跳了跳了跳了起來起來起來起來，，，，跟跟跟跟麻雀一起手麻雀一起手麻雀一起手麻雀一起手舞足舞足舞足舞足蹈蹈蹈蹈、、、、繞圈圈繞圈圈繞圈圈繞圈圈兒兒兒兒。。。。    

虎兒：「審判官，審判官。」 

審審審審判官判官判官判官走進走進走進走進村村村村落落落落廣場廣場廣場廣場。。。。眼眼眼眼睛差點睛差點睛差點睛差點兒兒兒兒彈彈彈彈了了了了出來出來出來出來！！！！    

審判官：「果然厲害，算你過關。第二關是清潔關。你得在一天內，將我們

居住的地方，包括天花板、屋頂、廁所、大街小巷……通通打掃到一塵不染。」 

背後背後背後背後螞蟻螞蟻螞蟻螞蟻兵兵兵兵團開團開團開團開始始始始將食物一一搬離將食物一一搬離將食物一一搬離將食物一一搬離現場現場現場現場。。。。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左左左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右右右右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麻雀麻雀麻雀麻雀左左左左飛飛飛飛飛飛飛飛右右右右飛飛飛飛飛飛飛飛。。。。    

最最最最後後後後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坐坐坐坐在地在地在地在地面面面面上打上打上打上打瞌瞌瞌瞌睡睡睡睡。。。。    

麻雀眼麻雀眼麻雀眼麻雀眼睛睛睛睛一亮一亮一亮一亮，，，，想想想想到到到到好好好好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麻雀：「虎兒，虎兒，你怎麼睡著了呢？」 

虎兒：「我在思考，要怎樣才能把髒亂的人類村落在一天之內打掃乾淨？結

果……想到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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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哈哈哈，你忘記了嗎？你的背包裡還有一隻美美國的章魚妹。」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揚揚揚揚起嘴起嘴起嘴起嘴角角角角，，，，鬍鬚鬍鬚鬍鬚鬍鬚翹翹翹翹個個個個半半半半天天天天高高高高！！！！他他他他取取取取出出出出背背背背包中的包中的包中的包中的八爪章魚妹八爪章魚妹八爪章魚妹八爪章魚妹。。。。有有有有潔潔潔潔癖癖癖癖的的的的章章章章

魚妹魚妹魚妹魚妹，，，，一見到空氣中一見到空氣中一見到空氣中一見到空氣中洋溢洋溢洋溢洋溢著的著的著的著的灰灰灰灰塵塵塵塵，，，，就血液就血液就血液就血液沸騰地開沸騰地開沸騰地開沸騰地開始始始始打打打打掃掃掃掃，，，，根本就根本就根本就根本就不不不不需需需需要虎兒要虎兒要虎兒要虎兒

的的的的拜託與哀求拜託與哀求拜託與哀求拜託與哀求！！！！一手一手一手一手肥皂肥皂肥皂肥皂、、、、一手一手一手一手鋼鋼鋼鋼刷刷刷刷、、、、一手一手一手一手掃把掃把掃把掃把、、、、一手一手一手一手畚几畚几畚几畚几；；；；一手一手一手一手抹布抹布抹布抹布；；；；一手水一手水一手水一手水

桶桶桶桶、、、、一手一手一手一手拖把拖把拖把拖把、、、、一手一手一手一手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地地地地清清清清潔潔潔潔、、、、整整整整頓頓頓頓、、、、打打打打理骯髒理骯髒理骯髒理骯髒的的的的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和和和和灰灰灰灰塵塵塵塵、、、、油垢油垢油垢油垢。。。。    

虎兒和麻雀在旁虎兒和麻雀在旁虎兒和麻雀在旁虎兒和麻雀在旁幫忙幫忙幫忙幫忙打打打打掃掃掃掃。。。。虎兒虎兒虎兒虎兒忙忙忙忙得得得得氣氣氣氣喘喘喘喘噓噓噓噓噓噓噓噓！！！！    

麻雀：「虎兒，你會不會累？要不要休息一下？」 

虎兒：「我一點兒也不會累，為了搶救媽咪，辛苦都是值得的。」 

章魚妹：「這裡好髒！」 

章魚妹揮舞掃把章魚妹揮舞掃把章魚妹揮舞掃把章魚妹揮舞掃把打打打打掃掃掃掃街街街街道馬路道馬路道馬路道馬路。。。。    

章魚妹：「那裡也好髒！」 

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拎拎拎拎著著著著抹布抹布抹布抹布擦擦窗戶擦擦窗戶擦擦窗戶擦擦窗戶，，，，擦擦桌擦擦桌擦擦桌擦擦桌子子子子。。。。    

花不到花不到花不到花不到半半半半天的時間天的時間天的時間天的時間，，，，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章魚妹就就就就將將將將人類村人類村人類村人類村落掃落掃落掃落掃到到到到「「「「一一一一塵塵塵塵不不不不染染染染」！」！」！」！    

章魚妹說：「現在連馬路都可以躺著睡覺喔！」    

走入走入走入走入村村村村落落落落廣場廣場廣場廣場的大的大的大的大人人人人們們們們揉揉揉揉揉揉揉揉眼眼眼眼睛睛睛睛，，，，審審審審判官判官判官判官的眼的眼的眼的眼睛差點睛差點睛差點睛差點兒兒兒兒彈彈彈彈了了了了出來出來出來出來，，，，他他他他揉揉揉揉揉揉揉揉眼眼眼眼

睛睛睛睛。。。。    

審判官：「這是在作夢嗎？」 

突然突然突然突然看見虎兒看見虎兒看見虎兒看見虎兒，，，，審審審審判官判官判官判官假裝鎮假裝鎮假裝鎮假裝鎮定定定定，，，，抖抖肩膀抖抖肩膀抖抖肩膀抖抖肩膀、、、、拉拉衣拉拉衣拉拉衣拉拉衣領地領地領地領地。。。。    

審判官：「嗯，直到目前表現還算可以。第三關是最艱難的一關，你必須在

三分鐘內拿出『信心』給我們看。」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頓頓頓頓時時時時好像好像好像好像一一一一隻隻隻隻丈丈丈丈二二二二金金金金剛剛剛剛、、、、摸不著摸不著摸不著摸不著頭頭頭頭腦腦腦腦。。。。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幕幕幕幕……1000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景景景景    時時時時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人類村落審判台人類村落審判台人類村落審判台人類村落審判台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審判官審判官審判官審判官、、、、虎兒虎兒虎兒虎兒、、、、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

螃蟹螃蟹螃蟹螃蟹、、、、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大人甲乙丙丁、、、、孩孩孩孩

童的媽媽童的媽媽童的媽媽童的媽媽 121212123333、、、、孩童孩童孩童孩童 ABCABCABCABC    

虎兒：「信心？信心是什麼東西？信心可以拿出來嗎？」 

麻雀：「是啊！信心是什麼？感覺好抽象喔！這下子慘了，虎姑婆死定了！」 

麻雀搖搖麻雀搖搖麻雀搖搖麻雀搖搖頭頭頭頭、、、、垂垂垂垂下下下下翅翅翅翅膀膀膀膀。。。。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背背背背包包包包裡裡裡裡的的的的螃蟹突然螃蟹突然螃蟹突然螃蟹突然鑽鑽鑽鑽了了了了出來出來出來出來，，，，跳落跳落跳落跳落地地地地面面面面，，，，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左左右右、、、、橫橫橫橫來來來來橫去橫去橫去橫去地地地地揮舞揮舞揮舞揮舞著著著著

兩隻兩隻兩隻兩隻大大大大鐵鐵鐵鐵鉗橫鉗橫鉗橫鉗橫行行行行霸霸霸霸道道道道。。。。    

螃蟹：「聽著，我是皇帝。馬上放了虎姑婆。」 

大大大大人人人人們哈哈大們哈哈大們哈哈大們哈哈大笑笑笑笑，，，，有有有有些些些些邊邊邊邊笑笑笑笑邊打滾邊邊打滾邊邊打滾邊邊打滾邊喊喊喊喊肚子肚子肚子肚子痛痛痛痛。。。。    

村村村村落落落落中的一中的一中的一中的一些媽媽聽些媽媽聽些媽媽聽些媽媽聽到到到到笑笑笑笑聲聲聲聲，，，，帶帶帶帶領孩領孩領孩領孩童陸續童陸續童陸續童陸續走進走進走進走進廣場廣場廣場廣場。。。。    

孩童的媽媽 123：「那邊發生什麼事了？我們去看看。」 

麻雀的麻雀的麻雀的麻雀的翅翅翅翅膀膀膀膀展展展展開開開開，，，，他他他他飛飛飛飛向向向向虎兒虎兒虎兒虎兒。。。。    

麻雀：「虎兒，你可以的。就像螃蟹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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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兒虎兒虎兒虎兒挺挺挺挺起起起起胸胸胸胸膛膛膛膛，，，，雄赳赳雄赳赳雄赳赳雄赳赳、、、、氣氣氣氣昂昂昂昂昂昂昂昂地走上地走上地走上地走上審審審審判判判判台台台台，，，，一一一一字字字字一一一一句句句句、、、、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地說出地說出地說出地說出

自自自自己己己己想想想想說的話說的話說的話說的話。。。。    

虎兒：「雖然我不是皇帝，沒有資格命令你們饒過媽咪。但是我知道媽咪不

會害小孩。她愛人類小孩就跟愛我一樣！希望你們可以釋放媽咪。」 

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從從從從鐵籠內鐵籠內鐵籠內鐵籠內伸伸伸伸出一出一出一出一對對對對皺皺皺皺巴巴的巴巴的巴巴的巴巴的老老老老手手手手掌掌掌掌，，，，緊緊緊緊握握握握著虎兒的小手著虎兒的小手著虎兒的小手著虎兒的小手掌掌掌掌，，，，哽咽哽咽哽咽哽咽著著著著。。。。    

虎姑婆：「寶貝。」 

大大大大人人人人們們們們深受感深受感深受感深受感動動動動，，，，尤其尤其尤其尤其是是是是更更更更多多多多湧湧湧湧進進進進廣場廣場廣場廣場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媽媽媽媽媽媽媽媽都都都都請請請請求審求審求審求審判官判官判官判官釋釋釋釋放虎姑婆放虎姑婆放虎姑婆放虎姑婆。。。。    

孩童的媽媽 123：「我們都為人母親，看到這樣的情景都不忍心，審判官大

人，你們就寬恕虎姑婆這一次吧。」 

審審審審判官判官判官判官雙雙雙雙手一手一手一手一張張張張，，，，示意示意示意示意所所所所有有有有觀觀觀觀眾眾眾眾立即安靜立即安靜立即安靜立即安靜！！！！    

審判官：「恭喜你，虎兒，你通過考驗了。我們會遵守諾言，無條件釋放虎

姑婆。」 

卸卸卸卸下手下手下手下手鐐鐐鐐鐐腳腳腳腳銬銬銬銬的虎姑婆的虎姑婆的虎姑婆的虎姑婆，，，，緊緊緊緊緊緊緊緊擁抱擁抱擁抱擁抱著虎兒著虎兒著虎兒著虎兒。。。。麻雀在天空麻雀在天空麻雀在天空麻雀在天空灑灑灑灑下花下花下花下花瓣雨瓣雨瓣雨瓣雨。。。。    

旁觀的人類孩童ABC：「虎姑婆好像並不怎麼恐怖…感覺很和藹可親。」 

虎姑婆：「身為一個媽媽，我知道媽媽關愛孩子的心情，我並沒有吃掉任何

小孩，以後我自願在暗壓壓的深夜守衛人類村落，擔任永久的巡更志工！」 

台下所有大人齊聲：「那麼之前失蹤的孩子，被誰抓走了？」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一幕一幕一幕一幕……11111111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景景景景    時時時時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人類村落人類村落人類村落人類村落    夜晚夜晚夜晚夜晚    虎兒虎兒虎兒虎兒、、、、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1、、、、孩孩孩孩

童童童童 BBBBC、、、、吸血鬼吸血鬼吸血鬼吸血鬼、、、、鷹鉤鼻巫鷹鉤鼻巫鷹鉤鼻巫鷹鉤鼻巫

婆婆婆婆、、、、壞蛋壞蛋壞蛋壞蛋    

某戶人類某戶人類某戶人類某戶人類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媽媽坐媽媽坐媽媽坐媽媽坐在在在在庭院庭院庭院庭院說說說說「「「「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的的的的故事故事故事故事，，，，告誡告誡告誡告誡孩孩孩孩童童童童不要在不要在不要在不要在深夜遊深夜遊深夜遊深夜遊

蕩蕩蕩蕩。。。。    

媽媽 1：「晚上不可以亂跑，外面有虎姑婆喔。」 

孩童 B：「媽媽，不要再說了，我要趕緊睡覺了。」 

孩孩孩孩童童童童 BBBB 跑進房間跑進房間跑進房間跑進房間內內內內睡覺睡覺睡覺睡覺，，，，孩孩孩孩童童童童 C卻等媽媽卻等媽媽卻等媽媽卻等媽媽睡覺睡覺睡覺睡覺後後後後，，，，偷偷偷偷偷偷偷偷溜溜溜溜出出出出去去去去玩玩玩玩。。。。    

孩童 C：「媽媽一定在騙人，世界上哪有什麼虎姑婆啊！」 

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突突突突然從背後然從背後然從背後然從背後出出出出現現現現，，，，拍拍孩拍拍孩拍拍孩拍拍孩童童童童 CCCC的肩膀的肩膀的肩膀的肩膀。。。。    

孩童 C：「不要吵我。」 

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繼續繼續繼續繼續拍拍拍拍他他他他的肩膀的肩膀的肩膀的肩膀。。。。    

孩孩孩孩童童童童 CCCC轉頭轉頭轉頭轉頭一看一看一看一看，，，，嚇嚇嚇嚇一大一大一大一大跳跳跳跳。。。。    

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虎姑婆張舞張舞張舞張舞兇兇兇兇猛大嘴猛大嘴猛大嘴猛大嘴，，，，作作作作勢勢勢勢「「「「吼吼吼吼」」」」了了了了一聲一聲一聲一聲！！！！    

孩童 C：「媽媽，媽媽，救我。我再也不敢不聽話了。」 

孩孩孩孩童童童童 CCCC一路一路一路一路逃逃逃逃跑回家跑回家跑回家跑回家，，，，虎姑婆領著虎兒虎姑婆領著虎兒虎姑婆領著虎兒虎姑婆領著虎兒爬爬爬爬上圍牆上圍牆上圍牆上圍牆。。。。她們她們她們她們兩兩兩兩個個個個偽裝成偽裝成偽裝成偽裝成一一一一隻隻隻隻大大大大

貓咪貓咪貓咪貓咪和一和一和一和一隻隻隻隻小小小小貓咪貓咪貓咪貓咪，，，，窺伺窺伺窺伺窺伺著在外著在外著在外著在外頭頭頭頭無聊閒無聊閒無聊閒無聊閒晃晃晃晃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偶爾現偶爾現偶爾現偶爾現身身身身嚇嚇嚇嚇唬唬唬唬他他他他們回家們回家們回家們回家；；；；偶偶偶偶

爾現爾現爾現爾現身身身身巡邏巡邏巡邏巡邏大大大大街街街街小小小小巷巷巷巷、、、、阻止壞蛋阻止壞蛋阻止壞蛋阻止壞蛋對對對對孩子的不孩子的不孩子的不孩子的不良危良危良危良危害害害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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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血吸血吸血吸血鬼鬼鬼鬼和和和和鷹鉤鷹鉤鷹鉤鷹鉤鼻鼻鼻鼻巫巫巫巫婆出婆出婆出婆出現現現現在在在在人類村人類村人類村人類村落落落落較較較較黑黑黑黑暗暗暗暗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瘦巴巴地只瘦巴巴地只瘦巴巴地只瘦巴巴地只剩剩剩剩下皮下皮下皮下皮    

包包包包骨骨骨骨！！！！他他他他們們們們互互互互相對相對相對相對視視視視著著著著，，，，搖搖搖搖搖搖搖搖頭頭頭頭嘆嘆氣嘆嘆氣嘆嘆氣嘆嘆氣。。。。    

巫婆：「好想吃孩子的肉。」 

吸血鬼：「好想喝孩子的血。」 

巫婆：「偏偏虎姑婆母子大難不死。」 

吸血鬼：「因為虎姑婆在守夜，最近都找不到遊蕩的孩子當晚餐吃！」 

巫婆和吸血鬼：「看來……我們得搬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