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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音休止符全音休止符全音休止符全音休止符〉〉〉〉劇本大綱劇本大綱劇本大綱劇本大綱    

 

第一場  女孩多年後回到家，發現家門沒關，家人們都不知去向。 

第二場  女孩詢問樓下早餐店老闆娘，試圖找尋線索。 

第三場  女孩得不到答案，回到家裡，男子闖入。 

第四場  男子與女孩生活在一起，晚餐，關於吃魚記憶的對話。 

第五場  女孩半夜出門，似乎是已經計畫好的，卻又不像。男子只吩咐她路上 

     要小心。 

第六場  男子與女孩關於撞到一頭熊應該怎麼辦的討論。 

第七場  關於女孩所生的小孩性別以及形象的討論。 

第八場  男子擔心女孩再度懷孕，以及對人口爆炸的焦慮。 

第九場  兩人無聊的下午對話，讀詩。男子接到電話，又即將出門。 

第十場  男子與女孩之間的關係辯論。 

第十一場 早餐店老闆娘的禮物。 

第十二場 關於櫻花鉤吻鮭的討論，女孩的小孩不見了，整個幼稚園的小朋友都 

     不見了。 

第十三場 男子彷彿闖入。他彷彿比女孩更了解這房子在這些年裡的一切。 

第十四場 女子離開家，屋子裡只有男人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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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音休止符全音休止符全音休止符全音休止符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女孩，約二十五歲。跟家庭疏離，高中畢業起就過著屬於自己的生活。 

男子，約三十歲。一個在家跟在工作上完全兩樣的男人。 

早餐店老闆娘，約四十五歲，努力賺錢貼補家用、撫養兒子的熱心婦人。 

 

場景場景場景場景：：：：    

 

女孩家。 

房子的入口是一個可單獨使用、不與牆連接的門，門的內外都必須讓觀眾清

楚看見。 

門裡是一個簡單的客廳，有沙發、茶几、電視及電話。 

從開著的浴室門，可以看得見浴室裡有馬桶和洗手檯。 

餐廳是一張可以容納六人的長形桌子，有六張椅子。桌子視場景需要，會變

成早餐店販賣三明治的檯子。 

臥房有床、床頭櫃和梳妝檯，跟普通公寓的主臥房一樣。 

    

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    

 

人物：女孩 

場景：女孩家客廳 

 

（門輕掩著。） 

（門被推開，女孩拿著鑰匙還沒插入鑰匙孔，就把門推開了。） 

（女孩拿著鑰匙，愣在門外。） 

（女孩把門完全打開。） 

（她背了一個很大的帆布袋子，有點像聖誕老人的扛在肩上，一手拖著有拉

桿的行李。她察覺門以及屋子裡的異狀，冷靜的觀察。） 

（女孩進門，檢查客廳，看看桌上的報紙，唸出一條兩年前人盡皆知的影劇

新聞頭條，然後把報紙放下。） 

（她摸摸桌上很厚的的灰塵，甩甩手指頭。沙發上隨意搭著一件外套，拿起

抖抖，揚起一陣灰。她又拿起電話，發現根本不通。茶几上還有一個大寶特瓶紅

茶，裡面有八分滿，已經混濁的液體。她走到餐桌，上面堆滿了陳舊的物品。整

個房子空蕩蕩的，雖然東西都照常陳設著，但異常安靜。） 

（她試圖發出幾個聲音，似乎還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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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場場場場    

 

人物：女孩、早餐店老闆娘 

場景：早餐店三明治檯 

 

（長桌區燈光亮。長形的餐桌被佈置成三明治檯的樣子，老闆娘站在後面，忙

碌著。女孩站在三明治檯前面。） 

 

女孩：請問一下…… 

老闆娘：小姐要什麼？ 

女孩：我想請問一下，這棟樓上，五樓，妳認識嗎？ 

老闆娘：五樓，你是說 78 號還是 80 號？ 

女孩：78 號。 

老闆娘：不認識。 

女孩：那 80 號呢？ 

老闆娘：那我家呀。 

女孩：（希望大增）喔，那請問妳們家隔壁住了誰，妳知道嗎？ 

老闆娘：不知道。 

女孩：（不自覺的太過於驚訝）妳不知道妳家隔壁住了誰呀？ 

（老闆娘被這句話問得有點生氣。） 

老闆娘：我才剛搬來一個月，這間店也才頂下來三個星期，我忙都忙死了，還去

管隔壁是誰？妳要不要去問三樓那個老房東？他在這裡住三十年了。 

女孩：沒有用。他說他沒看過那些人。 

老闆娘：那我就不知道了。 

（短沉默。） 

女孩：妳真的都沒有看過他們嗎？ 

老闆娘：小姐，我們做早餐店的，清晨四點半就要起來弄了，中午還要跟人家批

便當來賣，下午休息一下繼續做香雞排和珍珠奶茶，晚餐又要推出鐵板燒，

我哪有時間去遇到他們哪？（突然想起什麼，拿出廣告單遞給女孩）你看你

看，我們這間店從早到晚都有得吃，現在開幕期間還有打八折，還剩一個星

期，妳參考一下啊。（又多給他一張）妳等一下要去找 78 號五樓他們，順便

幫我廣告一下，拜託喔，謝謝。 

女孩：可是 78 號五樓沒有人。 

老闆娘：那大概是出門了吧，妳要不要喝一杯紅茶，邊等邊休息一下？現在中杯

特價十元喔。 

女孩：（有點頹然）不用了。等也沒用，他們看起來好像不在那邊很久了。 

老闆娘：妳怎麼知道他們不在那邊很久了？妳是誰？妳是他們誰？ 

女孩：那是我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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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娘：亂講，我又沒有看過你！ 

女孩：妳本來就沒有看過隔壁的人。 

老闆娘：那妳還來問我！（停頓）妳現在到底是要問什麼？ 

女孩：（有點混亂）很奇怪，我一回家，發現門根本就沒有鎖，然後我就推門進

去，裡面沒有人。 

老闆娘：妳們家出去門都不鎖的喔？ 

女孩：不可能啊，而且，裡面看起來像是很久很久都沒有人住的樣子。 

老闆娘：搬家了吧？ 

女孩：不可能。東西都還好好的，都還在。 

老闆娘：那妳家人去哪裡了，你自己怎麼不知道？ 

女孩：我很久沒有回家了。 

老闆娘：去美國唸書喔？ 

女孩：不是，是台中。 

老闆娘：台中！妳多久回家一次？ 

女孩：不一定。 

老闆娘：「不一定」是多久？ 

女孩：一學期吧。 

老闆娘：一學期！（停頓）那寒暑假妳總在家吧，家裡發生什麼事妳怎麼不知道？ 

女孩：我也都只回來一兩天。 

老闆娘：那學費生活費誰付？ 

女孩：爸媽啊。 

老闆娘：妳不回家爸媽也給你錢？ 

女孩：對啊，就定期從他們的戶頭轉過來。（停頓）後來就沒有了。我有在打工。 

老闆娘：現在的小孩子到底在想什麼？供你們出外唸書，連家都不回。我兒子也

是這樣啦，一出去就不知道要回來，連打個電話都沒有。（停頓）妳也都不

會打電話回家報平安嗎？ 

女孩：不會。 

老闆娘：不孝喔，你們這些年輕人，有了錢有了朋友就什麼都好，父母都可以不

管了，這樣把你們養大是養心酸的喔，實在是……妳為什麼都不回家？ 

女孩：很忙啊。 

老闆娘：忙什麼？ 

女孩：在學校功課忙，畢業以後工作忙啊！ 

老闆娘：再怎麼忙，一個月回家一次都有困難？回不了家，一星期打一通電話也

不行嗎？ 

女孩：就沒什麼好講的嘛。 

老闆娘：沒什麼好講的就不用打了啊？跟朋友就那麼有得聊，從白天聊到晚上，

茶喝完了就跑去喝酒，酒喝完了又跑去喝咖啡，咖啡喝完了還一起吃早餐，

有那麼多好聊的，跟爸爸媽媽就沒什麼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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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意識到現在已經完全偏離她來的目的）算了算了。 

老闆娘：什麼算了？那妳現在回來幹嘛？ 

女孩：公司把我調回來，我想省下租房子的錢。 

老闆娘：喔！等到想把錢省下來的時候就想到家裡啦！我看我兒子遲早也是這麼

沒良心，我趁現在把他趕出去，叫他永遠都不要回來好了！ 

女孩：那妳就把他趕出去啊！ 

老闆娘：要不要趕他出去是我家的事情！ 

女孩：是你自己要跟我講的耶。（停頓）算了。 

老闆娘：什麼算了？妳要去把家人找出來啊。 

女孩：（不耐煩）我知道。 

老闆娘：找到了記得把廣告單給他們啊，特價剩最後一星期了。 

（女孩沒有回答，走向屋子深處。） 

 

（燈暗） 

 

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    

 

人物：女孩、男子 

場景：女孩家客廳、浴室 

 

（女孩把門打開，連開門都有回音。） 

（女孩走進家門，把她剛剛放在門口的行李提進來，放在客廳裡。） 

（女孩環顧四週，決心開始打掃。她走到浴室，想要找一條毛巾，毛巾硬得

像石頭。她想要打開水龍頭把毛巾弄濕弄軟，水龍頭裡面沒有水。） 

（女孩丟下毛巾，走回餐桌前面，頹然坐在椅子上。她打開桌上一個鐵罐子，

聞聞裡面的氣味，然後開始伸手從裡面拿餅乾出來吃。） 

（女孩一直吃著餅乾。） 

（突然，她的胃不太舒服，女孩丟下餅乾鐵桶，奔向浴室，蹲在馬桶前開始

吐，鐵桶裡的餅乾灑了一地。） 

（吐完，女孩擦擦嘴，又抱著肚子，坐到馬桶上。） 

（片刻。） 

 

（大門的把手被鬆了一下，隨即門被打開，男子走進來。） 

（他看起來神色自若，不像是第一次走進這個地方。他看了看客廳，走向餐

桌，看到灑了一地的餅乾，用腳踢了踢那些餅乾。） 

（他走向浴室，看見馬桶上有人。男子愣住。） 

（女孩察覺眼前有人，抬頭看見男子，也愣住。） 

（兩人相視，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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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想要沖水，但沒有水。） 

（兩人相視沉默。） 

（片刻。） 

 

男子：我在找我太太。 

（沉默。） 

女孩：我在等我家人。 

（沉默。） 

男子：嗯。 

（女孩又想要冲馬桶，但沒有水。） 

男子：沒有水。 

女孩：嗯。 

 

（燈暗。） 

 

第四場第四場第四場第四場    

 

人物：女孩、男子 

場景：餐桌 

 

（餐桌上已經收拾乾淨，並且有少許的布置。暗處的客廳也看得出整理過的

樣子，並且有居住的少許混亂痕跡。女孩和男子坐在餐桌前吃飯。） 

 

女孩：今天沒有魚噢，不好意思。 

男子：沒關係呀！ 

女孩：你喜歡吃魚嘛！ 

男子：弄魚很麻煩，不用每天吃。 

女孩：我又不怕麻煩，你喜歡吃魚嘛。 

男子：好吧，那就明天再弄囉，今天沒關係。 

女孩：好。那明天你要吃什麼魚？ 

男子：（停頓）吃飯！ 

（兩人吃飯。） 

（女孩掀起湯鍋的蓋子，原樣蓋在桌面上，開始拿起湯勺舀湯。男子稍稍站起

身，把鍋蓋反過來放好。） 

（女孩舀完湯，坐下。男子再起身把湯鍋蓋起來。） 

女孩：（邊喝湯邊說）那我做個乾煎虱目魚好了。你最喜歡魚肉缺乏顏色、形狀

清爽的樣子，不用多花力氣和時間把上面的什麼蔥薑蒜的啊撥開來，夾下來

的魚肉乖乖的待在筷子上，不會掉到旁邊的湯湯水水裡面撈不起來。只要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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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撮胡椒鹽在旁邊，什麼都不沾也很棒，對不對？ 

（男子看了女孩一眼，沒有說話。） 

女孩：你怎麼不說話？ 

男子：（停頓）我哪有這樣。 

女孩：你有說話嗎，我怎麼沒聽到？ 

男子：不是，我是說，我吃魚的時候有這樣嗎？ 

女孩：當然有啊。我每次都會把盤子放在這裡，（在桌面上比一個位置），但是你

都會把它挪到離你最近的位置（比了另外一個位置），然後…… 

男子：我有嗎？ 

女孩：然後你會用筷子敲敲整塊魚的各個部位，（笑）好像在探測要從哪裡開挖

一樣，但每次都還是從同一個地方…… 

男子：等一下，你確定那是我嗎？ 

女孩：不是嗎？ 

（女孩質問的看著男子，男子放棄的聳聳肩，兩人繼續吃飯。） 

女孩：嗯，那明天就吃乾煎虱目魚。 

男子：嗯。 

女孩：（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啊對，可是你不喜歡吃絲瓜對不對？ 

男子：有嗎？ 

女孩：每次絲瓜湯的碗公都會擺在這個位置（在桌上比一個位置），然後你每次

坐在那邊（指了一個沒有人的座位），眼光都還要刻意避開那個碗公，去夾

其他的菜，連移動它都不肯。（笑）你是跟絲瓜有仇還是跟裝絲瓜湯的碗公

有仇啊？ 

男子：欸，我從來沒有坐過那個位置喔！ 

女孩：喔。 

男子：而且我從來也沒有討厭過絲瓜。或者碗公。 

（女孩愣了一下，也放棄似的聳聳肩。） 

女孩：那就好。我還正在想今天人家送我那條絲瓜應該怎麼辦呢！ 

男子：嗯。 

女孩：所以明天就吃乾煎虱目魚跟絲瓜湯。 

男子：好。 

（兩人吃飯，女孩吃一吃又兀自笑了。） 

女孩：喜歡吃魚真好噢，吃魚會變聰明，聰明的人吃魚會保持聰明，這樣所有的

事情就會記得很清楚，不會忘記。 

男子：嗯。 

（男子掀開湯鍋的蓋子，女孩搶先拿起湯勺和男子的湯碗，幫他舀湯。） 

男子：噯，我自己來…… 

（女孩不管他，逕自舀著湯，男子只好坐下。女孩把湯遞給他。） 

男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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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起身把湯鍋的蓋子蓋上。） 

 

（燈暗。） 

 

第五場第五場第五場第五場    

 

人物：女孩、男子 

場景：臥房 

 

（半夜，兩人在床上躺著，都睡得很熟的樣子。） 

（突然，手機音樂響，兩人都一躍而起，拿起床頭櫃上手機查看。男子在發現

不是自己的手機後，又睡下。女孩講電話。） 

 

女孩：喂？（停頓）誰？（停頓）喔。 

（長停頓。） 

女孩：小孩子做做惡夢嘛，這──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停頓）現在？（停

頓）你有沒有搞錯啊，現在都幾點了。（停頓）你確定是那裡？沒有耍我？ 

（女孩平靜的掛掉電話。） 

（女孩起身，把燈稍微扭亮，開始化妝、換衣服，有點忙亂。她下意識把梳妝

台上的包包放到床上。） 

（男子被吵醒，睜開眼睛，看著女孩。） 

男子：要出門哪？ 

女孩：對啊。 

男子：現在幾點？ 

女孩：兩點半。 

男子：開車嗎？ 

女孩：嗯。 

男子：小心安全。 

女孩：好。 

（女孩準備好，在找她的包包。男子看見，用腳勾起床上包包的背帶，讓包包

在半空中晃。） 

男子：這裡！ 

女孩：噢，謝謝！ 

（女孩匆忙走出去。） 

男子：外套穿一下。 

女孩：不用吧！ 

（女孩床頭的鬧鐘響。） 

女孩：幫我按一下，不要按上面那個鈕，把後面那個撥桿撥到左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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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找到鬧鐘，把聲音按掉。） 

男子：妳還調了鬧鐘啊？ 

（女孩止步。） 

女孩：沒有啊。 

男子：奇怪了。 

女孩：大概是我今晚活該要出門一趟吧。 

男子：（微笑）什麼事這麼活該？ 

女孩：要去處理一個夢。 

男子：別人的？ 

女孩：當然。還是個孩子呢，不去處理一下不太好。 

男子：喔。聽起來很要緊，快去吧。 

女孩：（停頓）對啊，夢裡的人啊東西啊全都不見了，夢卻一直還在，蠻糟的。 

男子：（微笑）一定要把他們好好找回來啊！ 

女孩：（邊往門口走去，輕笑）我怎麼老是在做這種事啊。 

（女孩出門。） 

（男子躺下，繼續睡覺。） 

 

（燈暗。） 

 

第六場第六場第六場第六場    

 

人物：女孩、男子 

場景：客廳 

 

（兩人在客廳沙發上並肩坐著，一同裹著一條大毛毯。） 

女孩：昨天又有車子撞死一頭熊了。 

男子：這種事情不是天天都在發生嗎？ 

女孩：應該說，「類似」的事情天天都在發生。有的時候是一頭鹿，或者羚羊，

之類的。 

男子：撞死熊的人怎麼說？ 

女孩：沒有人會訪問到他吧。路上又不會畫白線，也不會有人叫警察。（停頓）

這麼晚了，有沒有其他人（停頓）其他車，都很難說。 

男子：他一定不會停下來，跟熊說聲抱歉。 

女孩：誰會跟一頭熊說抱歉呢？ 

男子：撞死一頭熊，難道不用跟人家說聲對不起嗎？路上沒有標示動物穿越道是

我們人類的錯，開車的人不長眼睛也是我們人類的錯，爲什麼不用說抱歉

呢？ 

女孩：但就是不會有人跟熊道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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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這樣不行啊！ 

女孩：有的時候人撞到人，車撞到車也都不說抱歉了。 

（電話響。男子接起。） 

（女孩隨手拿起一本雜誌翻閱。） 

（沉默許久。） 

男子：（嚴厲的正常音量）不要變更計畫，按照原來的進行。 

（停頓。） 

男子：我今天今天今天今天就要看到結果。 

（停頓。） 

（男子把電話掛上，回到毛毯裡。女孩把雜誌放下。） 

男子：這已經不只是禮貌的問題了。兩群人在這座森林的兩端建造了兩個城市，

請了另外一群人來設計了穿越森林的這條道路，又雇用另外一群人來建造這

條路，於是就有人開著人發明人設計人製造人販賣的車子上了這條路，遵循

著人制定的交通規則，撞死了一頭無關緊要的熊。或鹿。 

女孩：這當然不是禮貌的問題呀，我們根本沒有機會跟熊說請謝謝對不起嘛！ 

男子：但是我們憑什麼覺得一頭熊無關緊要呢？就因為熊牠們一家人（停頓）一

家熊，沒辦法跟我們人類打我們人制定的法律下的官司嗎？這不對啊！ 

女孩：所以依你看，我們撞到熊的時候，應該要怎麼做呢？ 

男子：但是我們沒有機會撞到熊吧。 

女孩：但是我們有機會撞到狗，或是貓。所以萬一事情發生了，我們只要停車、

下車，然後跟躺在那裡的動物一鞠躬，說對不起我不是故意撞到你的（換

氣），你有沒有怎麼樣啊你沒有呼吸沒有脈搏了（換氣），啊你死了怎麼辦我

不是故意撞到你的對不起對不起。（停頓，喘氣）這樣嗎？ 

男子：呃，還要注意停車之前先閃燈，後方要架起紅色三角告示牌。不然路上人

多車多，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到你了，也還是沒有人會跟你說對不起的。 

女孩：看來最大的問題還是人太多了。 

男子：親愛的，你真聰明。 

（兩人相擁，燈暗。） 

 

第七場第七場第七場第七場    

 

人物：女孩、男子 

場景：餐桌、浴室、臥房 

 

（兩人在餐桌前喝茶，週日寧靜的下午。） 

 

男子：沒事了？ 

女孩：（微笑）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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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安靜喝茶，吃點心。） 

男子：那很好。 

女孩：（微笑）好。 

（兩人安靜喝茶、吃點心。） 

（沉默。） 

男子：妳還是生了吧？ 

女孩：（想了想）嗯。 

男子：男生女生？ 

女孩：你猜！ 

男子：不要叫我猜，你知道我每次都會猜錯。 

女孩：那就猜啊，猜了就表示另外一個是對的。 

男子：不要這樣。 

（女孩聳聳肩，喝她的茶。） 

男子：爲什麼不說？ 

女孩：我沒有不說呀。 

男子：那就說吧。 

女孩：那你就猜吧。 

男子：一定要把事情搞得那麼複雜嗎？ 

女孩：那你就不要讓事情更複雜了。 

男子：妳幹嘛這樣？ 

女孩：你猜！ 

男子：又要猜！ 

女孩：哎喲，一個好好的下午，如果所有的話都是這樣一來一往，你不會覺得很

無聊嗎？ 

男子：可是我現在要知道答案。 

女孩：我知道啊！ 

男子：我有資格知道答案！ 

女孩完全不理他。片刻，她把點心塞進嘴巴，一直塞一直塞，塞到整個腮幫子

鼓鼓的。 

男子：欸，你在幹嘛！ 

女孩：（語音模糊）你猜！ 

（女孩拿起一塊點心還要繼續塞。） 

男子：不要這樣，妳會噎死。 

（女孩鼓脹著臉卻仍然笑了。） 

女孩：（語音不清）我－想－是－女－生！ 

男子：啊？ 

（女孩的嘴實在塞太滿了，她衝到浴室裡，低著頭在洗臉槽邊慢慢的把點心一

點點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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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欸！妳還好吧？ 

（女孩沒有回答。） 

男子：欸，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 

（女孩吞著嘴裡的點心，沒有回答。男子思考著，試圖鼓脹嘴皮模仿剛剛女孩

說「我想是女生」的嘴形。） 

男子：（自言自語）怎麼會有五個字？（停頓）女生？ 

（女孩繼續吞著點心，男子看看女孩沒有出來，走到臥房區，從抽屜裡拿出本

資料夾，抽出一頁。） 

男子：（寫下紀錄）女生。 

（男子把資料放回去，隨即回到餐桌。女孩在廁所門口，看到他回來。） 

女孩：點心被我吃光了耶。 

男子：沒關係。 

女孩：可是你愛吃甜的呀！ 

男子：我剛剛已經吃過了，沒關係。 

女孩：可是我不愛吃甜的呀，應該留給你吃。 

男子：妳都已經吃下去了！ 

女孩：（微笑，慢條斯理）那怎麼辦？ 

男子：那就來說說……她長得什麼樣子？ 

女孩：噢，很可愛。 

男子：拜託妳準確的敘述「很可愛」是什麼樣子可以嗎？（停頓）然後不要叫我

再猜了，謝謝。 

女孩：她好可愛，（深呼吸，讚嘆）她好── 

男子：可愛，我知道，然後呢？ 

女孩：怎麼會是「然後」呢？這裡怎麼會接「然後」呢？（停頓。以下的話裡，

男子會試圖打斷她，但是無效）她很可愛，我給她穿紅色的毛衣，上面還有

好多小小胖胖的毛線小花小葉子，我給她穿軟軟的絨布褲子，她會用沒有剪

好的指甲（笑）是我沒有幫她剪好。她會用沒有剪好的指甲在上面一直摳，

說：「我穿了像草地一樣的褲子」，我說草地哪有天藍色的，她會說：「我穿

了像草地一樣的褲子，但是為什麼草地刺刺的，但是我的褲子軟軟的呢？」

我會說不知道但是為什麼妳的句子裡要有兩個但是呢？我知道我過分了，她

哪裡知道什麼叫但是呢，但是她這樣用了兩個但是在一起但是，我突然覺得

她實在好聰明，她── 

（男子握住女孩的手。） 

男子：（溫柔的）好了。 

女孩：好。 

男子：（試圖釐清她剛剛所說的）所以……她既可愛，又聰明？ 

女孩：非常可愛，又非常聰明。 

男子：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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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噯，你都猜對了嘛！ 

男子：啊？ 

 

（燈暗） 

    

第八場第八場第八場第八場    

 

人物：女孩、男子 

場景：臥房 

 

（早晨。兩人還在床上躺著。） 

（女孩翻身下床，俐落的。） 

 

男子：欸，妳小心一點啦！ 

女孩：怎麼了？ 

男子：妳……哎，我看我今天還是陪妳去趟醫院好了。 

女孩：爲什麼？ 

男子：要規劃產檢日期，領媽媽手冊呀！ 

女孩：爲什麼？ 

男子：妳還問爲什麼！ 

女孩：你說的是我嗎？ 

男子：不然還有誰！ 

（女孩思考了一下，好像了解了。） 

女孩：喔──哎，你別緊張，我沒有懷孕。 

男子：是嗎？ 

女孩：你為什麼懷疑我？ 

男子：我沒有懷疑妳，只是……懷疑妳──的行為。 

女孩：我做了什麼事？ 

男子：妳最近很愛吃酸梅。 

女孩：你是說哪一桶嗎？欸，雖然紫蘇梅是醃過的，你帶回來也好歹放進冰箱嘛，

我發現的時候都不知道過多久了，裡面大概開始發酵了吧，我打開來的時

候，蓋子噴得老高，要不是我習慣心不在焉，整個臉早就被打平了！ 

男子：那妳幹嘛吃？ 

女孩：我不認為它壞掉了。而且開過以後會更容易壞掉，你又不幫忙吃。 

男子：（聳聳肩，放棄）那爲什麼妳最近一直反胃？ 

女孩：我胃脹氣。 

男子：妳沒事不要胃脹氣好嗎？ 

女孩：我有事的時候也不會想要胃脹氣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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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那就好，感謝妳沒懷孕。 

女孩：我懷孕的時候不會出現這麼經典的症狀好嗎？ 

男子：OK，好。（停頓，搖頭）不好。 

女孩：我沒事的時候也不會亂懷孕好不好？ 

男子：好。（停頓，點頭）好。 

女孩：（走向浴室，有點大聲的自言自語）我還生？拜託！ 

（男子聽到了女孩的自言自語，非常驚喜，衝過去擁抱女孩。） 

男子：太好了，親愛的，妳這個觀念很正確，太好了！人已經夠多了，活人和死

人都已經夠多了，將來連海都會被填滿，不要了，可以了！ 

女孩：啊？ 

男子：親愛的，噢，妳的觀念很正確，非常好！（吻她，嘆息）真聰明！（看看

她）真可愛！ 

（女孩看了他一眼，聳聳肩，往浴室走去。） 

 

（燈暗。） 

 

第九場第九場第九場第九場    

 

人物：女孩、男子 

場景：浴室、餐桌 

 

（男子在浴室裡蹲馬桶，女孩在餐桌上揀豌豆絲。兩人隔空對話。） 

 

女孩：好安靜喔。 

男子：對啊。 

（沉默。） 

男子：說點話來聽聽吧。 

女孩：我沒有話可以說。 

男子：拜託，出個聲音也好。 

女孩：嘶──嘶── 

男子：可以有點人類的聲音嗎？ 

女孩：不行。 

男子：有這麼難嗎？ 

（女孩停下手邊的動作，抬頭思考。許久。） 

女孩：你每次上廁所，都會帶好大一疊報紙進去。 

男子：我哪有！ 

女孩：但是你從來不看。 

男子：那帶報紙進去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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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那要問你。 

男子：又來了，那不是我。 

女孩：因為你總是在裡面思考事情。 

男子：這倒是。 

女孩：帶報紙的原因只是因為你覺得蹲馬桶想事情很丟臉。 

男子：帶報紙的人不是我！那有什麼好丟臉的？ 

女孩：那要問你。 

男子：噢，我拜託妳，那真的不是我。（停頓）好，停！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

我──不是我，的事情了，好不好？ 

女孩：好。 

男子：講點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不是我的的事情，講點不是事情的話好嗎？ 

（女孩思考。） 

女孩：（朗誦）像激流護衛一朵落花請爲我護衛她。 

男子：唔，很好，很好，繼續。 

女孩：（朗誦）因為愛是一種苦難，我加諸於她，一如她欣然承受。 

男子：我先說我們沒有要進行討論喔…… 

女孩：（朗誦）因為愛是一種宿命，先於愛，先於苦難，把我們和永恆放在一起

衡量。 

男子：欸，我們不談論這個的，不是嗎？ 

女孩：（朗誦）而永恆是我留給她，無盡的黃昏與等待。 

男子：什麼等待不等待，還永恆咧！ 

女孩：（音調回複，繼續揀豌豆絲）你緊張什麼？我唸首詩你緊張什麼？ 

男子：妳的詩？ 

女孩：（笑）別人的。詩人的
＊
。 

男子：妳沒事唸首詩幹嘛？ 

女孩：你自己要聽人的聲音啊。 

男子：噢，但是我沒有叫妳唸詩。 

女孩：但是你沒有說不可以唸詩。 

男子：但是妳幹嘛唸一首討論愛情的詩？ 

女孩：但是你也沒有說不能唸一首討論愛情的詩。 

男子：但是妳腦子裡就沒有別的詩了嗎？ 

女孩：但是我認為我唸的是一首討論等待的詩。 

男子：算了，我們還是安靜一點好了。 

（男子手機響。） 

女孩：沒辦法嘍！（停頓）幸好這人理論上會跟你說人話，不會唸詩給你聽。 

（男子接起手機，女孩充滿興味的豎起耳朵。） 

男子：喂？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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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你們這些豬腦袋！什麼叫行不通！ 

女孩：（自言自語，微笑）噢，原來是豬啊，我猜錯了。 

（沉默。） 

男子：連這幾個人都搞不定，你們跳樓自盡代替他們算了！ 

（沉默。） 

（女子不聽了，繼續揀豌豆絲。） 

男子：又要我自己來！沒用的畜牲。（停頓）在我到之前，你們誰敢亂打一通電

話、多走一步路，後果自己負責！ 

（男子掛掉手機。） 

男子：我等一下要出去。 

女孩：還回來嗎？ 

男子：幾天以後吧。 

女孩：噢。不吃點炒豌豆再走？ 

男子：沒時間了。 

女孩：喔。 

（男子按下馬桶沖水鍵，巨大沖水聲。） 

 

（燈暗。） 

 

第十場第十場第十場第十場    

 

人物：女孩、男子 

場景：臥房 

 

（夜晚。兩人躺在床上。男子想要抱女孩，女孩掙脫。男子又要吻女孩，女孩

閃躲。） 

 

男子：妳怎麼了？ 

女孩：沒有。 

男子：沒有什麼？ 

女孩：就沒有還沒有什麼？ 

男子：那你爲什麼拒絕我？ 

女孩：我沒有啊！ 

（男子又去抱女孩，女孩又掙脫。） 

男子：還說沒有！ 

女孩：喔，拜託，我從來沒有接受過你好不好！ 

男子：但是你會接受我的身體。 

女孩：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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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我不懂。 

女孩：那我懂了。 

男子：妳懂什麼？（停頓）好，反正我不懂，那要怎麼樣妳才能接受我呢？ 

女孩：（故作嚴肅）這很基本。首先你要追求我。 

男子：喔！（停頓）我沒有嗎？ 

女孩：你有嗎？ 

男子：是，沒有。好，現在開始。 

女孩：好，開始吧。 

（男子上前要去擁抱親吻女孩，又被女孩推開。） 

女孩：噯！ 

男子：妳怎麼突然變這麼麻煩？ 

女孩：事情一向沒那麼簡單啊！ 

男子：那我們現在能幹嘛？ 

女孩：好，我們首先來了解一下，請問你爲什麼要追求我？ 

男子：因為……因為妳說：「首先你要追求我」呀！ 

女孩：那你就這麼聽話的來追求我啦？ 

男子：不然呢？ 

女孩：唉。 

男子：妳嘆什麼氣？ 

女孩：沒有。 

男子：那你到底想要怎麼樣？ 

女孩：算了。你繼續追求我吧！ 

男子：那又是什麼意思？ 

女孩：沒有，就按照你的意思。 

（女孩睡下，男子伸手擁抱她，女孩沒有掙脫，男子也沒有進一步行動。兩人

安穩的睡著。） 

 

（燈暗） 

 

第十一場第十一場第十一場第十一場    

 

人物：女孩、早餐店老闆娘 

場景：早餐店三明治吧 

 

（女孩到早餐店，抬頭看價目表。） 

 

女孩：一份雙層雞排堡加蛋，一份培根蛋餅，一杯中溫奶，一杯熱咖啡。 

老闆娘：妳蠻會吃的喔！每天都吃兩人份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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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啊？ 

老闆娘：妳不是一個人住啊？ 

女孩：不是呀！ 

老闆娘：結果妳家人是去哪了？什麼時候回來的？我怎麼都不知道？ 

女孩：沒有人回來呀！ 

老闆娘：那這另外一份早餐是誰的？ 

女孩：我男朋友的。 

老闆娘：妳男朋友哪一個？ 

女孩：嗯……大概一百七十五……沒有很瘦，嗯……常常穿 POLO 衫搭西裝外

套，頭髮短短的。 

老闆娘：喔！他呀！我常常看到嘛！我以為他住 78 號。 

女孩：他是住 78 號呀！ 

老闆娘：哪妳住幾號？ 

女孩：78 號呀！ 

老闆娘：啊，我一直以為妳住 76號呢！ 

女孩：（微笑）嗯。 

老闆娘：那……都同居了，有結婚的打算嗎？ 

女孩：啊？（停頓）喔。 

（女孩想了一下，從口袋裡抓出一條開過的曼陀珠，把開口處揉緊，遞給老闆

娘。） 

女孩：喔，我們要訂婚了。這給妳。 

（老闆娘愣了一下，還是接下糖果。） 

老闆娘：恭喜啊！年輕人現在願意結婚的不多了，妳很懂事，很好。 

女孩：（微笑）謝謝。 

老闆娘：（邊做漢堡邊自言自語）很好，結婚很好…… 

（早餐都做好了，老闆娘把食物裝袋，但不知道在後面找什麼。片刻，她拿出

一把煎匙。女孩接過塑膠袋，老闆娘把煎匙遞給她。） 

老闆娘：結婚以後，妳就是廚房的主人了。這個煎匙，我這兩天才買的，本來要

淘汰現在這支……有夠好用的！給妳這個比較實用啦，恭喜恭喜。 

（女孩猶豫了一下，還是接下煎匙。） 

女孩：妳不留著自己用嗎？ 

老闆娘：免！我那個死猴孩子，給我留一張紙條，說要搞什麼「人間蒸發」，那

是啥？啊不就是搞失蹤！等他爬回來，（搖搖手上的煎匙）我就要用這把煎

匙好好打他一頓，舊的卡順手，用新的太浪費了。 

女孩：喔，那……就謝謝了。 

老闆娘：免客氣，你們哪一天訂婚？ 

女孩：呃，還沒決定呢！ 

老闆娘：快一點喔，我等著看新娘子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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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喔。 

（女孩點點頭，拿著早餐和煎匙離開。） 

 

（燈暗） 

 

第十二場第十二場第十二場第十二場    

 

人物：女孩、男子 

場景：餐桌、客廳 

 

（兩人在餐桌前吃飯。） 

 

男子：今天的魚很好吃。 

女孩：（微笑）是嗎？ 

（男子手機響，男子接起。） 

（沉默。） 

男子：（威嚴）對。全部。（停頓）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男子掛掉電話，兩人繼續吃飯。） 

女孩：明天可能沒有魚噢！ 

男子：怎麼了？ 

女孩：海嘯的關係，所有的魚都被沖到岸上來了。 

男子：全部？ 

女孩：剩下的都被捲進海底了。 

男子：是這樣嗎？ 

女孩：嗯。 

男子：那真是可惜噢。 

女孩：簡直是太可惜了。（停頓）這次人類該跟魚道歉嗎？ 

男子：嗯……嚴格說起來的話還是要的吧。 

女孩：人類好辛苦噢！（停頓）可是魚真好吃。 

（兩人吃完飯，一起收拾碗盤，進入舞台深處。） 

（片刻，女孩又上飯菜，是全新的一餐，男子從大門入，直接在餐桌前坐下。） 

（兩人吃飯。） 

男子：欸？今天有魚呀！ 

女孩：高山溪流的魚還是能夠倖免於難。（停頓）被冰河拒絕進入大海的櫻花鉤

吻鮭只好辛苦的適應環境，幾千年下來總算是有點代價。 

男子：（故意大驚，指桌上）這是櫻花鉤吻鮭？ 

女孩：（故意冷靜）聽說是耶。（轉慌亂）怎麼辦，我們吃到國寶魚了，會不會犯

法啊！會不會拉肚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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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裝男子氣概）放心，不會有事的！我們頂多是被放逐到高山上去而已！

冰河算什麼，沒在怕的啦！（豪氣的）哈哈哈…… 

女孩：（裝天真）對噢，這樣我們就會很閒，說不定還可以發明從水裡跳上跳水

台的運動喔！ 

（兩人對看，沉默片刻。） 

女孩：不演了。 

男子：我也演完了。（吃魚）不過昨天白可惜一場了。 

女孩：人類至少可以少跟幾種魚說抱歉。 

男子：感謝魚。 

女孩：（對魚）謝謝噢！ 

（兩人安靜的吃飯。） 

（片刻。） 

（客廳電話響。女孩去接，靜靜聽，沒有說話。） 

（男子吃完飯，發現女孩一直拿著聽筒不講話，便走過去客廳，摟著女孩。） 

（女孩呆呆的掛掉電話。） 

男子：怎麼了？ 

女孩：全部。 

男子：什麼？ 

女孩：她不見了。整個幼稚園的小孩都不見了。全部都不見了。 

男子：不是去旅行了吧？ 

女孩：不見了，真的不見了。 

（長沉默。） 

男子：那……那有什麼關係呢？世界上本來就有很多人會不見，小孩不見，大人

不見，朋友不見──太太不見。 

（女孩望著餐桌，空蕩蕩的六張椅子。） 

（長沉默。男子輕拍著女孩。） 

女孩：這麼久了，還是沒有人回來。 

男子：所謂不見，就是再也不會回來的意思。 

女孩：就算可愛又聰明也一樣嗎？ 

男子：一樣，當然一樣。 

 

（燈暗） 

 

第十三場第十三場第十三場第十三場    

 

人物：女孩、男子 

場景：女孩家 

 



 

                                   21

（女孩在浴室蹲馬桶。） 

（大門沒鎖，男子很自然的走進來，像在巡視自己家一樣看著四周，動作與第

三場雷同。） 

（他在沙發上一屁股坐下，卻好像坐到了什麼東西，站起來一看，是一支煎匙。） 

（他彎下身來把煎匙塞到桌子底下，起來時卻打了一個非常大的噴嚏。） 

（他掩住口鼻，迅速沖往浴室，打開門就到洗臉槽前沖嘴巴鼻子和臉，女孩看

著他。） 

（他洗完臉，注意到蹲在馬桶上的女孩，兩人四目相交。） 

（沉默片刻。） 

 

男子：抱歉。 

（女孩沒有說話，只是看著他。） 

男子：對不起。 

女孩：幫我把客廳桌上那份報紙拿來好嗎？ 

男子：好。 

（男子到客廳桌上找報紙，但是沒有。倒是餐桌上有份報紙，男子拿進浴室去，

遞給女孩。） 

男子：我…… 

（短沉默。） 

男子：對不起，我以為我……闖空門。（停頓）我是說……這裡……我以為……

沒有人。 

（短沉默。） 

女孩：沒關係。 

男子：那我……（指指浴室外面）我先出去好了。 

（男人走出浴室，女孩沖馬桶，沒有水。） 

男子：喔對了，今天停水。 

（女孩看著他。） 

男子：我……我猜的。 

女孩：很好啊，你猜對了。 

 

（燈暗） 

 

第十四場第十四場第十四場第十四場    

 

人物：女孩、男子 

場景：女孩家 

 

（女孩拖著行李，把行李放在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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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環顧四周，拍拍沙發、擺好餐桌椅、摺摺棉被、挪挪枕頭、確定衣櫃關

得好好的。然後拿起電話，點點頭，放下話筒。） 

（女孩拖著行李，走出大門，把門鎖上。） 

（屋子裡沒有人，電話鈴響，一直響。） 

（男子自舞台深處走出，看著電話，看著它響，但不接。） 

（電話鈴聲停。） 

（男子轉身往浴室方向走去，看見餐桌上有報紙，拿起來，想想又放下。） 

（男子走進浴室，關門，鎖門。） 

（屋子裡看起來沒有人，非常安靜。） 

（許久。） 

 

（燈暗） 

 

劇終劇終劇終劇終    

    

    

    

＊詩句節選自楊澤詩作〈告別 2〉《人生不值得活的》，台北：元尊，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