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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夢】 

 

(這是一個簡單的房間，後方是一道可由中間分開的牆，房間置中處有一個沙發，

沙發前有一矮桌。右舞臺牆邊有一個有水箱的坐式馬桶，水箱內有一個有線式電

話。左舞臺的牆面上有一扇門。) 

(屁股從門進來，開門時聽見磅礡的雷雨聲，屁股身著雨衣，手上提著大賣場的

白色厚質塑膠袋，關門後房間內即刻變的非常的寂靜、而且明亮乾燥。屁股狼狽

不堪，像被大雨淋過一般，但他全身乾爽一點雨滴都沒有。屁股如同平日般習慣

的將塑膠袋裡的東西一一拿出來(寶特瓶裝飲料、沐浴乳、泡麵、型錄)，放到一

半時，電話鈴聲大響，屁股繼續著他的動作充耳不聞。空氣中有一個如命令般的

口氣說：接電話。) 

屁股：喔！(屁股不疑有他的走向了電話處) 

(屁股從水箱中將電話筒拿了出來，電話筒滴著水，屁股毫無察覺異狀) 

屁股：喂？ 

電話：聽我說，你現在很危險，必須要聽我的指令。 

屁股：什麼？ 

電話：我說，你現在身不由己，必須要聽我的指令。 

屁股：你憑什麼？ 

電話：憑你正在你的夢裡，你知道這種情況下你身不由己，我想你應該很有經驗。 

(屁股邊講話邊將話筒拿至原本矮桌的位置繼續他將東西拿出塑膠袋的動作，電

話線隨著屁股走的距離從水箱中被拉出約五公尺長，但屁股渾然不知) 

屁股：你不要在那邊裝神弄鬼了，我老實告訴你，我現在非常清醒，好像從來都沒有這

麼清醒過。 

電話：是嗎？雖然我不想扯你後腿，但是你幹麻穿著雨衣？ 

屁股：對耶，我居然忘了脫(用肩膀夾住電話，開始將雨衣的釦子解開)。我騎車回來，

剛剛外面雨下超大的，你這個問題有點奇怪，等等！(突然驚覺不對勁，左右張

望)你怎麼知道我穿著雨衣？你監視我？ 

電話：拜託，我已經說過你在作夢了。 

屁股：我怎麼知道你不是在騙我？ 

電話：你要把我當成是詐騙電話、恐嚇電話都可以，但是我想請問一下，你說你騎車回

來，外面雨下超大的，那為什麼雨衣是乾的？ 

(屁股低頭檢視自己) 

屁股：真的耶。 

電話：而且，這條電話線也太長了吧，你都沒發現嗎？ 

(屁股的視線順著電話線延伸到水箱，將話筒拿在眼前) 

屁股：天啊！我真的在作夢。 

電話：你終於相信你在作夢，我已經講三次了。 

屁股：謝謝。 

電話：不用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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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不對，我想一下，這是夢…這是夢…所以是假的，所以你是假的，所以…我可以

不用理你！ 

電話：當然不可以，我已經說過在夢裡你身不由己了。 

屁股：當然可以，你再囉唆我就要掛電話。 

電話：要掛就掛，反正要不要聽我的話無所謂，但是，只有我才知道醒來的方法，不然

你就一輩子被困在這個夢裡吧。再見。嘟…嘟…嘟… 

屁股：等一下，你這是什麼意思？ 

(屁股走去馬桶水箱處，遲疑了一下，將電話筒丟入水箱內，馬上電話鈴聲又響

起，屁股快速接起。) 

電話 2：喂？爸爸，今天你要回來吃飯嗎？ 

屁股：你打錯了，這是我的夢。 

電話 2：你說什麼？ 

屁股：(音量大)這裡是我的夢，聽的懂嗎？ 

電話 2：神經病！嘟…嘟…嘟…  

(屁股將電話再度丟回水箱，電話鈴聲馬上又響起，屁股快速拿起。) 

電話 3：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您的電話費尚未繳交，將於三天後停話…… 

(屁股聽了三句就將電話丟回水箱。屁股打算轉身離開，隔了兩秒電話鈴聲又響，

屁股較之前兩次較為緩慢的將電話接起。) 

電話：是我。 

屁股：總算是你。我到底該怎麼辦？你總不能跟我說了這些又不理我吧！ 

電話：你又不是第一次作夢，平常心就好，有危險的時候我會提醒你，反正也死不了。

而且，我又不只是電話。 

屁股：什麼意思？ 

電話：沒有啦，我只是想問你是不是很少看電影？ 

屁股：還好耶，最近這幾年比較少看，幹麻問這個？ 

電話：那你是不是很喜歡駭客任務？ 

屁股：還不錯，怎麼了？ 

電話：唉…沒有啦，我只是覺得你的想像力有點過時，但是這也沒有大礙，放輕鬆，你

很快就會抓到訣竅的。拜拜！嘟…嘟…嘟… 

(屁股掛上電話，慢慢的走到沙發，邊走邊將雨衣的釦子一顆顆解開，緩慢、若

有所思，走到沙發時已將雨衣拿在手上，屁股緩慢的坐到沙發上，發愣兩秒，轉

頭看一下門) 

屁股：啊！鑰匙又忘了拔。 

(急急忙忙的衝去開門，但門打不開，屁股敲打、踢踹都打不開) 

屁股：開門！太過分了，這不是我的夢嗎？為什麼不能如我所願？Shit！ 

(屁股放棄坐回沙發上，隨手將一瓶寶特瓶飲料轉開來喝) 

(寶特瓶蓋子被轉開、遠離瓶口的瞬間，從門外傳來整齊劃一的腳步聲，並逐漸

靠近) 

【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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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覺得有些許不對勁，有點納悶、侷促不安，慢慢的將寶特瓶靠近嘴邊) 

(在快要喝下去的時候，門被打開，士兵 1 跑進來，在剛進門口處吹了一聲長哨

音並且動作確實的立定，屁股嚇了一跳，全身僵硬、動彈不得，眼睛直盯著士兵) 

(士兵 1 再度吹哨音，但改為短拍子的) 

(士兵 1 開始小跑步，後面跟著士兵 2、3、4、5，動作整齊劃一的跟著哨音的拍

子一起小跑步到屁股所坐的沙發旁邊) 

(士兵 1 吹了一長音，士兵 2、3、4、5 腳步用力的踏了兩下，整齊劃一的停下來。) 

士兵 1：報數！ 

士兵 2：一！ 

士兵 3：二！ 

士兵 4：三！ 

士兵 5：四！ 

(士兵 1 用力的看著屁股，屁股看著士兵 1 緩緩的將瓶子放下。) 

士兵 1：報數！ 

士兵 2：一！ 

士兵 3：二！ 

士兵 4：三！ 

士兵 5：四！ 

(士兵 2、3、4、5 迅速轉頭盯著屁股看，士兵 1 更用力的瞪著屁股，姿態威嚴的

清了一聲嗓，屁股趕緊放下瓶子，迅速起身，並且加入這行士兵隊伍) 

士兵 1：報數！ 

士兵 2：一！ 

士兵 3：二！ 

士兵 4：三！ 

士兵 5：四！ 

屁股：五！ 

士兵 1：很好。(站在士兵 2 面前問士兵 2)你！手帕衛生紙帶了沒？ 

士兵 2：報告長官，帶了！ 

士兵 1：很好！ 

士兵 1：(站在士兵 3 面前問士兵 3)你！房間整理好了沒？ 

士兵 3：報告長官，整理好了！ 

士兵 1：很好！ 

士兵 1：(站在士兵 4 面前問士兵 4)你！工作找到了沒？ 

士兵 4：報告長官，找到了！ 

士兵 1：(站在士兵 5 面前問士兵 5)你！孩子生了沒？ 

士兵 5：(嬌聲嬌氣)報告長官，還沒！ 

士兵 1：在搞什麼？交互蹲掉五十下開始。 

(士兵 5 開始原地交互蹲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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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走到屁股面前) 

士兵 1：作業做完了沒？ 

屁股：(看一下旁邊正在交互蹲跳的士兵 5)報告長官，做完了！ 

士兵 1：很好！大家再來唸一遍。 

(士兵 5 停止交互蹲跳，站回原本的樣子) 

士兵 2~5：多聽多看少說話，八點升旗，上學不可以遲到，遇到危險的時候要將槍口指

向你的朋友。 

士兵 1：再唸一遍，來一、二、三、唸。 

(屁股加入士兵們) 

屁股和士兵 2~5：多聽多看少說話，八點升旗，上學不可以遲到，遇到危險的時候要將

槍口指向你的朋友。 

士兵 1：很好，這次我們用唱的。來一、二、三、唱。 

屁股和士兵 2~5：(唱)多聽多看少說話，八點升旗，上學不可以遲到，遇到危險的時候

要將槍口指向你的朋友。 

士兵 1：你們要知道你們是最優秀的，但是你們需要一個最優秀的領導者來執行一個最

困難的任務，有誰自願？ 

(屁股和士兵 2、3、4、5 皆一動也不動) 

兵 1：看樣子不會有人自願，那你們馬上給我推派一個人當代表，否則就繼續在這裡跟

我耗。 

屁股和士兵 2~5：多聽多看少說話，八點升旗，上學不可以遲到，遇到危險的時候要將

槍口指向你的朋友。 

(士兵 2、3、4、5 配合槍的手勢右轉剛好抵住右邊的人的太陽穴，但屁股右轉時

身邊無人，只好抵自己，屁股開始緊張、東張西望) 

士兵 1：很好，就是你！出列！ 

(屁股出列，向前站了一步) 

士兵 1：從現在起，你就是臥底。(交給屁股一把槍) 

屁股：(接下槍)是的長官！但我不知道任務是什麼？ 

士兵 1：上級會用摩斯密碼會告訴你。 

屁股：報告長官，我聽不懂摩斯密碼！ 

士兵 1：別開玩笑了，你是最優秀的領導者！ 

屁股：報告長官，我沒有學過。 

(突然一片安靜，全部的人停止動作，空中傳出一陣敲打摩斯密碼的聲音) 

屁股：我知道了！謝謝長官！ 

士兵 1：你果然是最優秀的，歸隊(屁股歸隊)，立正(所有人立正)，向左轉！齊步走！ 

(士兵 1 吹短促的哨音，所有人都跟著哨音的節拍踏步、整齊的從門口出去) 

(屁股準備要踏出門口的時候，門突然被關起來，屁股迎面撞上) 

(屁股嚇一跳，吞了一口氣，無奈的走回沙發上坐下，將槍放到桌上，一付驚魂

未定的樣子，思考著剛剛發生的事，一臉茫然。屁股隨手將桌上的寶特瓶拿了起

來，看了一下上面的包裝，準備要喝，這時電話鈴聲響起，屁股稍嫌不耐煩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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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接電話) 

屁股：喂？ 

電話：你為什麼要騙人？ 

屁股：我哪有。 

電話：你明明就聽不懂摩斯密碼。 

屁股：我……你怎麼知道我聽不懂 

電話：你怎麼可能聽的懂。 

屁股：我懂。 

電話：那，任務是什麼？ 

屁股：我......我忘了 

電話：你還說你沒有騙人。 

屁股：我真的聽的懂，只是我忘記任務是什麼了。 

電話：如果不知道任務是什麼，那聽的懂有什麼用，就像你看的懂大小寫的 ABC，但

是卻看不懂單字的意義是一樣的道理。 

屁股：對，你答對了，我剛剛就是有這種感覺。 

電話：你的想像力好像大於你的理解力。 

屁股：但是，你不是說…… 

電話：嗯？ 

屁股：我在作夢。 

電話：嗯。 

屁股：我聽的懂很正常啊，也許我的角色是個情報員，也許等一下我就要出任務了。 

電話：你想太多了。 

屁股：也許等一下我就真的要去打擊犯罪。 

電話：其實你真的很有想像力耶，那為什麼我只是電話？ 

(突然有人在敲門，非常急促且大力) 

屁股：你看，壞人來了！ 

電話：(掛上)嘟…嘟…嘟… 

 

【PARTY】 

 

(屁股將電話掛上。敲門聲越來越大，門外朋友們拉開嗓門大吼) 

朋友們：快點開門，快點！ 

屁股：你們想幹嘛？ 

朋友 A：快點啦！！屁股你在不在家啦？快點！快點開門！ 

屁股：你們到底想幹嘛？要進來就進來啊！還需要經過我的同意嗎？(慌張的拿起桌上

的槍，對準門口，一付準備警匪對戰的樣子)進來啊！ 

朋友 A：你在發什麼神經啦！你不開門我們要怎麼進去？快點啦，不要開玩笑了！再不

開門就要放火了喔！ 

屁股：幹，我根本打不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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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傳出一個聲音說：去開門) 

屁股：喔！(原地立正後，像被操縱般的緩緩走去開門) 

(屁股將槍拿在手上，用另一之手小心翼翼的開門，一副準備應戰、如臨大敵的

樣子) 

(屁股轉開門把的瞬間，門被一群朋友衝開，其中一個人手上捧著一個蛋糕，屁

股嚇了一跳，手腳忙亂的將槍收進褲子的口袋) 

朋友們：SURPRISE！生日快樂！ 

屁股：你們怎麼會來？ 

朋友們：(大唱生日快樂歌，邊唱邊將屁股往沙發處擠，屁股直往後退)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朋友 A：許願！許願！ 

屁股：好啦好啦，我想一下，(雙手合十交叉)世界和平！ 

朋友 B：幹！爛死了，回家回家。 

朋友 A：你浪費一個願望了啦，下一個認真一點好不好？ 

屁股：喔，好啦好啦，我希望(雙手合十交叉，眼睛閉起來，低頭想了一下)嗯……我希

望這不是夢。 

(瞬間空氣凝結，除了屁股之外，所有人無論正在做什麼動作皆瞬間凝結不動，

屁股說完話後，將眼睛張開，看見一群宛如雕像般的人，開始恐慌) 

屁股：喂…你們幹麻？我開玩笑的，你們不要那麼認真好不好。(試圖要引起朋友的助

注意，但所有人連眼睛都不眨一下)這樣很有趣嗎？ 

(大約僵持五秒鐘，逐漸有一個動感、類似夜店的音樂聲進入，逐漸擴大) 

屁股：你們到底夠了沒？ 

(突然間，從四面八方突然湧進了許多陌生人，所有原來在舞臺上的朋友瞬間解

凍，跟著音樂的旋律擺動，場上的燈光、氣氛就像是一場 PARTY，朋友們突然

變的與屁股生疏，且各自三五成群聊天、打鬧、熱舞，舞臺上充斥著各種噪音，

屁股試著跟其中某些人交談，但無法打進別人已經形成的小圈圈) 

(屁股的移動變的緩慢，穿梭在人群間，瞬間音樂停止，所有的聲音停止，但人

的互動還在持續，且誇張、降速、放大。) 

(後方的白牆左右張開，中間裂出一條細縫，大約是一個人可以進出的距離) 

(屁股凝重的從人群間穿越，直挺挺的從白牆走出去，一出去，白牆便馬上關起

來，兩片牆閉合的同時，原來的音樂響起，人的動作回復原有的節奏) 

(屁股爬到白牆的上方，坐在上面俯頭觀看這一切，大家看起來很快樂的樣子) 

(電話鈴聲響起，離電話最近的一人將電話接起) 

朋友 C：喂？喂？找誰？屁股？…稍等一下…(向所有人大吼)屁股！你的電話！快來

接！…屁股，你的電話喔！音樂關小聲一點可以嗎？(音樂停止，所有人安靜)屁

股，你的電話！有人叫屁股嗎？誰有看到他的，麻煩叫他來聽一下電話好不好。 

朋友 A：他剛剛就在這裡啊，(朝著旁邊的空地用手指劃圈圈)他會不會去上廁所了？ 

朋友 B：有可能喔。也有可能回家了吧！ 

朋友 A：屁啦！這裡就是他家，你白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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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B：那他到底到哪裡去了？ 

朋友 C：你找他有什麼事嗎，要不要先留個話，等他回來我再告訴他。什麼……？他失

蹤了？…..好好，我知道了，拜拜！(將電話掛上，對所有人說)聽說屁股失蹤了，

警察等一下會來，我們要不要先走？ 

朋友 B：大家快走，我不想惹麻煩喔。 

朋友 A：要不要幫忙找一下？ 

朋友 B：先走再說。 

朋友 C：他在搞什麼，真掃興耶。 

(場上所有人一哄而散) 

(淡淡的一束光打在屁股的身上，像月光，非常安靜，屁股微笑，輕哼著歌) 

屁股：(抬頭望了一下上方，就像上方是個廣大的天空)說……(清清嗓子開始唱「自由」

的副歌部份)說……說愛我 說愛我 難道你不再愛我 我的淚 滴下來 你從

來不曾看過  為什麼 為什麼 愛情讓人變沈重 沒有人 告訴我 原來不是我

想像 不要回來 (屁股越唱越 high，唱到破音)  你已經自由了 我也已經自由

了……(唱完後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屁股聽到有人的聲音，趕緊閉口，有點害羞) 

 

【記憶】 

 

媽媽：屁股啊？快點幫我拿東西。(從舞台側面進來) 

屁股：媽，妳怎麼要來沒先跟我說？ 

媽媽：你作業寫了沒？還是一整天都在看電視？ 

屁股：媽媽，妳沒事吧？ 

媽媽：怎麼把客廳用的這麼亂啦？我出門前才打掃過！剛剛是有颱風吹進來喔？ 

屁股：家裡有客人。 

媽媽：有客人來怎麼沒事先跟我講。 

屁股：是妳來我家沒跟我講吧，這樣我可以去車站接妳。 

媽媽：你是吃錯藥喔？(順手收拾一下剛剛留在舞台上的雜物)快點下來！ 

屁股：喔。(屁股從白牆上跳下來，狐疑的看著媽媽) 

媽媽：你幹麻這樣看我？我只是出去買個菜回來你怎麼變一個人。 

屁股：啊，我知道了，我在做夢。 

媽媽：你少在那邊做白日夢，快點去念書，明天有沒有要考試？你先去念書，乖喔，晚

餐等一下就煮好了，今天有你最喜歡的香菇雞湯。 

屁股：喂，媽。 

媽媽：幹麻啦？趕快把客廳收一收。你有沒有看見姊姊？ 

屁股：沒有，我已經好幾個月沒看過她了。 

媽媽：你多學學姊姊，人家會唸書不是很好嗎？你也考個建中，讓媽媽有面子。啊，算

了啦，對你講也是白講，人各有命啦，你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就阿彌陀佛了。不要

讓我一直操心，我到底要操煩到什麼時候，都要上高中了，衣服還不會自己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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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也不會主動幫忙，媽媽生病，也不會關心一下，反正哪一天我死了，我看你

也不會哭。 

屁股：你不要每次都講這些好不好。 

媽媽：姊姊怎麼還沒有回來？會不會是交男朋友啊？ 

屁股：你放心啦，她到三十歲還不會結婚。 

媽媽：你怎麼這樣說姊姊，你那麼懶惰，才會娶不到老婆。 

屁股：媽，你年輕的時候還滿漂亮的，我以前都沒發現。 

媽媽：你說什麼啦？我現在還很年輕啊！要不是每天被你們氣，我會更漂亮。 

屁股：媽，你今天晚上想吃什麼？ 

媽媽：阿不是跟你說過我今天要煮香菇雞湯，我講話你有沒有在聽？整天昏昏沉沉的到

底在想什麼。你有時間在這邊走來走去，也不會幫忙收一下，好啦，沒事不要吵

我，我要去煮飯。(從皮包兩百塊塞給屁股)這是這個月的零用錢，不要跟姊姊講

喔，這個月你考試念書比較辛苦，不要把身體搞壞，跟同學玩也要有個節制，下

次不要玩那麼瘋，要收心啦。 

屁股：(接下錢)謝謝…… 

(媽媽快速收拾舞台上所有的雜物、衣物，馬上整潔許多) 

媽媽：有沒有什麼衣服要洗？ 

屁股：沒有。媽？(停頓) 

媽媽：怎樣？ 

屁股：(停頓)要是能娶到一個老婆像你一樣就好了。 

媽媽：(摸摸屁股的頭，笑)阿呆，你不要給我娶一個菲傭喔！對你而言好像差不多嘛。 

屁股：(笑)屁啦！ 

媽媽：好啦！我要去煮飯，不然今天不用吃晚餐了。(後方白牆開，媽媽帶著場上的雜

物從白牆出，白牆快關起來的時候，媽媽回頭)等一下幫我到一下垃圾。(白牆關) 

屁股：喔，知道啦！ 

(屁股回到沙發坐下，年紀似乎小了一點，表情有點孩子氣，全身放鬆往沙發一

坐，腳翹在桌上) 

 

【電子遺書】 

 

(後方白牆發出了「叮」的音效後，宛如電梯門般的打開，老闆和觀察員 1、2 和

秘書一同近來，像是一個公司團隊般，姿勢抬頭挺胸，腳步整齊劃一，充滿自信) 

(屁股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沒有發現後方的人馬，老闆從屁股的後面輕輕的

對他打聲招呼) 

老闆：嗨！ 

屁股：(回頭瞄一眼)嗨！(頭轉正) 

老闆：嗨！ 

屁股：(再回頭)嗨，(發現不對勁)不是、HELLO、(慌張)不是，對不起，老闆好。 

老闆：你好，看到我有必要那麼驚訝嗎？來，請坐請坐。Susan，可以幫我泡兩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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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秘書：好的。(打開門從門外拿進杯子) 

屁股：老闆，應該是你坐才對，不好意思家裡沒什麼東西可以招待。 

老闆：別客氣，就當自己家裡就好，我常常碰到一些人一到我辦公室來就會緊張，所以

我刻意佈置的比較居家一點，你有發現嗎？就連秘書也要找比較有…(上下打量

一下秘書)母味一點的。別小看我這些巧思(用手指一下自己的腦袋)，這間新的辦

公室，讓我順利的簽下了(停頓一下，滿意的點頭)，為數可觀的合約。 

屁股：不好意思，(用手圈了一下範圍)這裡是我家。 

老闆：(對觀察員說)看吧，我就說我這個巧思非常的成功，連我自己的員工都以為這裡

是他家了。 

(觀察員 1 面對著老闆抄錄下他所說的話，且點頭表示贊同，觀察員 2 走來走去

觀察這個房間，像是在做田野調查，隨手抄抄寫寫) 

屁股：少騙人了。 

老闆：冷靜一點，我知道我讓你造成某種「幻覺」，我很抱歉，但是我只是想要在會客

的時候放輕鬆一點，來(從祕書手上接過咖啡)，喝杯咖啡。(一手搭屁股的肩膀，

另一手遞咖啡給屁股。)你太緊繃了。 

屁股：(屁股與老闆同時喝了一口咖啡，然後將杯盤放在桌上)我記得我家沒有咖啡，我

對咖啡過敏。 

老闆：很好，你總算清醒一點了，這不是你家。這是我的辦公室(將腳靠在桌上)，(屁股

環顧一周，點頭)很好，現在我們可以開會了嗎？ 

屁股：可以了，老闆。 

老闆：很好，Susan，可以開始簡報了嗎？ 

秘書：老闆，可以了。 

老闆：那麼，大家請就坐吧！別客氣，當自己家就好。 

屁股：喔。(坐下，抱起一個抱枕) 

老闆：Susan，可以開始囉。 

秘書：是的。 

繼上一波主打「生前契約」後，本公司又即將推出新一季的「電子遺書」一案，

內容延續了「生前契約」的宗旨。 

我們的宗旨是避免留給所愛的人不可預期的財務負擔和其他壓力，讓我們在面對

死亡時，心情能更加寧靜。並且自己規劃人生最終的品質，使生命得以尊嚴且安

心的落幕。 

我們以企業化模式經營，創造不同風格的喪禮，以擺脫同業的模仿複製。從業績

的成長，可以看出我們行銷策略的成功。 

老闆：雖然我們「生前契約」做的有聲有色，但是你知道，在人家歐美地區，生前契約

已經有六十年左右，根據統計，目前約有七成左右的成年人，會預先為自己的後

事做安排。這是時代的趨勢，台灣殯葬業要改革就是要趁現在。換句話說，我們

必須先加速腳步，壟斷這個市場。這個時候呢，就是要用巧思(指指頭腦)，凡事

都是需要靠創意啊。我就是看上你這一點(指指頭腦)，才讓你來擔任研發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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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我欣賞你的創意，這就是我們職場上的優勢。不好意思，Susan，我們繼續。 

秘書：顧名思義，電子遺書就是藉由網際網路和大家分享你的死亡，簡單、方便、並且

環保。我們會在得知顧客死亡的那一刻，替他發布電子遺書。 

結合電子遺書，我們同時推出了「互動式遺照」。「互動式遺照」打破了天人永隔

的觀念，在與科技的結合下，死者彷彿沒有離開人世。「互動式遺照」可以選擇

各種炫麗的場景，也可以隨時更換服裝和背景音樂，讓來瞻仰的人就像在看一部

由往生者所主演的電影。「互動模式」是藉由一個臉部和聲音表情辨識器與往生

者互動。它可以辨認五百種以上的聲音，所以往生者可以針對不同的人給予不同

的問候。例如對丈夫說：親愛的，你回來啦！上班辛苦了，明天還是要加油喔！

又馬上對孩子說：要認真唸書，將來做個有用的人，知道嗎？乖。或是對討厭的

人說：我還沒原諒你，走開。讓往生者就像一直留在人間一樣，參與日常生活。

還可以把往生者的電子遺書 Download到手機裡，隨身攜帶、隨時緬懷。 

老闆：很好，還有這個電子遺書最大的好處是，再怎樣搞、再怎樣誇張，都不會褻瀆死

者，哈哈，因為這是他生前自己決定的，我們幫他完成心願、再怎麼樣都是功德

一件。現代人感覺很新潮、很開放對不對？(屁股點點頭)錯，其實心裡都悶的要

死，大部分的人在心裡想說的、想做的都不敢大膽去做，只好在死後靠我們幫他。 

屁股：老闆，老實說我覺得怪怪的，好像哪裡出了什麼問題。 

老闆：(看著屁股)Susan，我們繼續。 

屁股：喔。 

秘書：有別以往，我們這次強調的是長期的規劃。例如電子遺書中有項服務，可以讓顧

客在世時先錄製好未來十年想要對別人說的祝福。舉例來說，Susan希望在死後

還能對朋友說「生日快樂」，所以就先預錄好十次的聲音，我們會在 Susan過世

後的十年間，於她朋友生日當天替 Susan撥電話給 Susan的朋友，播送 Susan的

祝福。 

屁股：聽起來有點恐怖。 

老闆：簡直是太感人了，我很好奇你是怎麼想到這些新的行銷手法？ 

屁股：你搞錯了吧，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企劃。 

老闆：我們今天還請到了一位測試者要來幫我們測試這個即將上市的產品。由於這個部

門以後要交由你管理，我希望你好好監督。 

屁股：等等，我有點混亂，可以讓我冷靜一下嗎？ 

(測試者將門推開，將門開一個縫，探頭進來) 

測試者：請問我可以進來了嗎？ 

老闆：歡迎歡迎！請進，把這裡當成是自己的家，不要客氣。 

屁股：這裡是我家耶。 

測試者：(邊走邊搓手、彆扭)其實我有點緊張，我不知道準備的夠不夠。 

老闆：來、坐，面對死亡要學習放輕鬆，我們開始吧。所剩時間不多。 

測試者：喔，好。我知道了。 

觀察員 1：(手不停抄寫)妳叫什麼名字？ 

測試者：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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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員 2：表情設定，喜。 

觀察員 1：怒。  哀。  樂。 (測試者配合) 

觀察員 2：年齡？身高？體重？三圍？星座？血型？ 

測試者：24 歲、175公分、54 公斤，34、26、29，處女座、AB 型 

觀察員 1：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測試者：男生。 

觀察員 2：很好，有上過床嗎？ 

測試者：沒有。 

觀察員 1： 很抱歉，請說實話，我們做程式設定才不會出錯。 

測試者：很抱歉，沒有。 

觀察員 2：OK！最喜歡的食物是？ 

測試者：菲力牛排。 

觀察員２：幾分熟？ 

測試者：五分！ 

觀察員 1：最想去旅遊的國家？ 

測試者：希臘….不 日本….法國….. 

觀察員 1：講一個就好。 

測試者：我不知道。 

觀察員 2：你會抽菸嗎？ 

測試者：會。 

觀察員 1：平時有做運動的習慣嗎？ 

測試者：有。 

觀察員 2：喜歡數學勝過於歷史？ 

測試者：對。 

觀察員 1：喜歡文藝片勝過驚悚片？ 

測試者：對。 

觀察員 2：別人說「請」的時候，你要回答？ 

測試者：謝謝。 

觀察員 1：那我說「謝謝」的時候，你要說？ 

測試者：不客氣。 

觀察員 2：別人說「對不起」的時候，你要說？ 

測試者：沒關係。 

觀察員 1：除了工作之外你的專長是？ 

測試者：唱歌吧。 

觀察員 2：先洗臉還是先刷牙？ 

測試者：洗臉。 

觀察員１：有偷過東西嗎？ 

測試者：沒有。 

觀察員 2：藍還是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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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者：什麼？ 

觀察員 2：政治傾向。 

測試者：喔，不知道，但我投給馬英九。 

觀察員 1：1+1=多少？ 

測試者：2。 

觀察員 2：那 1+1乘 1-1 除 1.01=多少？ 

測試者：……問這個幹嘛？ 

觀察員 2：別擔心。智商是？ 

觀察員 1：101，你相信有上帝嗎？ 

測試者：相信。 

觀察員 2：你愛你的家人嗎？ 

測試者：當然。 

觀察員 1：你知道什麼是愛嗎？ 

測試者：廢話。 

觀察員 2：你對自己有自信嗎？ 

測試者：有……我不知道。 

觀察員 2：早餐喜歡吃西式還是中式？ 

測試者：西式。 

觀察員 1：上樓梯前先踏右腳還是左腳？ 

測試者：我怎麼會知道？ 

觀察員 2：你怎麼會不知道？ 

測試者：我想一下…… 

觀察員 1：假如明天就是世界末日，那現在你想做什麼？ 

測試者：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屁股：好了好了，你們問太多了。 

測試者：是不是差不多了？請問我們可以開始了嗎？(測試員一直抄寫不下來)我們可以

開始了嗎？ 

屁股：你們問這些問題很有必要嗎？ 

觀察員 1：不然我們還有什麼方式可以了解她？ 

屁股：很多啊，比如說坐下來聊聊。你們這樣一直問她又不聽她解釋，根本沒有意義。 

觀察員 2：你以為我們時間很多嗎？做事情要講求效率，效率就是要遵守流程，這就是

我們的流程，請不要插嘴。 

老闆：雖然我們是服務業，但是是以企業化經營的服務業。我們是葬儀社不是心理諮商

中心。懂嗎？好。(指向前方)現在請妳對著那個鏡頭說話，我們會做成電子檔，

在妳的喪禮上播放。 

測試者：好，我開始囉。(停頓一會)對不起，可以給我一點提示嗎？ 

老闆：想想看，什麼是你在世時來不及說、不好意思說、不敢說、或每天都需要說的，

還是有什麼事要特別給誰的嗎？ 

屁股：請問一下他又還沒死，要怎樣知道什麼是來不及說的？ 



 14 

老闆：噓！我們要開始錄影了。準備好了嗎？來，3、2、1 action！ 

測試者：嗨！大家好，各位親朋好友們，歡迎來參加我的喪禮，從台中來的朋友們你們

好嗎？揮個手好嗎？有從國外來的朋友嗎？喔，Simon你有來嗎？對不起你結婚

我沒去，但這是我的喪禮耶，你該不會還在生我的氣吧？Amy 妳有來嗎？你說

過我化成灰你都會認得的！好囉，我要來公佈我的遺言了，咳咳，首先我要先要

求大家不可以哭喔，因為我看到你們哭我也會想哭，可是我死了要怎麼哭，也許

我的靈魂會哭吧，這樣你們會害我死不瞑目耶。如果不能好好投胎怎麼辦，做鬼

來找你！好啦，連這種時候還在開玩笑，其實我要對你們說……說……說什麼？

我要說什麼？……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我很抱歉…….我不知道我要說什

麼…… 

觀察員 2：小姐，你快點說好嗎？ 

觀察員 1：你是說還是不說？ 
測試者：我說……不出來。 

(所有的人朝測試者逼近) 

所有人：說、快說、說、快說、說、快說、說說說說說…..(包夾測試者越說越快) 

測試者：(站起來)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連死掉都要這麼辛苦，媽的，活著的時候為了形

象還不夠努力嗎？ 

屁股：她不過只是想要別人記住她而已，你們這樣太過分了。 

老闆：小姐，我們的宗旨是減輕家人的負擔，將自己的後事也算在人生規劃的範圍內，

才能更寧靜、祥和的面對死亡。 

測試者：為什麼要限制別人怎麼想？為什麼要監視別人怎麼想？為什麼一定要別人把我

記住？不公平，我都記不住你們。不公平、不公平。對、要不要緬懷、要怎麼緬

懷都是他們的事情！反正我又看不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屁股：你們這樣逼迫她，要她怎樣寧靜？ 

老闆：你少在那邊放馬後炮，這些明明都是你想出來的。 

屁股：我沒有。我說過我什麼都不知道！ 

老闆：這些都是你想出來的，明明要把她記住的是你！想要別人記住你的也是你！ 

屁股：對！不對！我不知道！ 

老闆：我們也是你想出來的！你難道忘記你還在作夢！ 

屁股：閉嘴！ 

(大家開始跳機械之舞，一直重複相同的動作，然後重複的頻率越來越高，進入

瘋狂狀態，猶如電腦當機) 

秘書：(雙手在頭上揮舞)注意注意！程式發生錯誤！緊急錯誤！請立刻更正！ 

所有人：(立正)錯誤！錯誤！ 

觀察員 1：你韃韃的馬蹄  是美麗的錯誤！ 

觀察員 2：錯誤的美麗 

秘書：越醜越美麗  越美麗越醜  是這樣嗎？ 

老闆：任何事情都可以倒過來講嗎？   我不相信 

(士兵 1 的聲音從空中傳出：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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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員：1 

秘書：3 

觀察員 2：5、8765 

老闆：4 

(空中傳出士兵 1 的聲音：多聽多看少說話，八點升旗，上學不可以遲到，遇到

危險的時候要將槍口指向你的朋友…要將槍口指向你的朋友…要將槍口指向你

的朋友………) 

(所有場上的人手做手槍狀，圍攻屁股) 

屁股： (將槍拿出來不知所措，只好將槍口指著自己)別害怕、你唯一要做的只有相信，

這是夢、這是夢、這是夢……只有相信，阿們！ (槍聲響起)  (燈暗)    

 

【女人】 

 

(燈亮後，屁股在沙發上正熟睡，女人斜靠在枕頭上兩眼直視前方看電視貌，觀

眾看不見電視，但可藉由光影和聲音象徵，電視裡播的是社會新聞。屁股甦醒，

將身體往後上挪動，往女人的肩膀處鑽，女人發現屁股醒後，拿出搖控器將電視

關掉，並用手輕輕摸著屁股的頭髮、臉頰) 

 

女人：醒啦？ 

屁股：我剛剛作了一個夢，我不知道算不算噩夢，但是我死了。 

女人：怎麼死的？ 

屁股：好像是自殺，舉槍自盡吧。 

女人：你怕嗎？ 

屁股：我不知道，但我好像是逼不得已的，如果我不趕快把自己殺死，我就無法離開那

個世界。 

女人：所以死掉是唯一的方法嗎？ 

屁股：好像是吧。 

女人：聽起來不太像夢，我在夢裡都是被殺死的，很少自殺。 

屁股：那你都是怎樣被殺死的？ 

女人：什麼都有啊，有時候是被火車撞死，有時候是墜落懸崖而死，有時候是萬箭穿心

而死，有時候是掉進流沙淹死，有時候是被狂奔的草原動物輾死之類的。但我好

像在死的瞬間好像都會意識到這是夢，所以都不太在意，任由他去死。 

屁股：嗯，我剛剛好像也是。 

女人：但你不覺得死真的是太好用了嗎？ 

屁股：什麼意思？ 

女人：我的意思是說，你不覺得故事裡的人都太容易死掉了嗎？ 

屁股：新聞裡的人也很容易死掉啊！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死掉是最容易逃避現實的方

法。 

女人：不對，是因為劇情快掰不下去了，如果不死掉會很難接下去，或找到結局，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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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掉……也是最容易讓人鼻酸的方法。 

屁股：被妳這樣一講倒是真的，靠，我就說那些搞藝術搞電影的都江郎才盡了。 

女人：話不能這樣講，我們看不懂的東西不能隨便批評，反正我是念職校的。但是我最

近常常覺得，那些真正在死去的人，對於我們而言，就像故事一樣。 

屁股：我最近也常常覺得看新聞就像在看故事，甚至，看著發生在自己週遭的人發生的

事，是生活週遭喔，就像在看故事，這種感覺又真實，又不真實。 

女人：然後，我又發現一件事情，你不覺得故事裡，還是你最喜歡看的「新聞」裡，太

多「槍」了？我真的很受不了耶，你剛剛怎麼死的？ 

屁股：舉槍自盡。 

女人：你看吧。老實說，我這輩子離真槍最近的距離是看到那把插在開我罰單的交通警

察的屁股上那把。我不知道你們男人喜歡拿槍跟喜歡打手槍到底有沒有關係？ 

屁股：你是在諷刺我嗎？妳想想，我們要等那麼久才見一次面耶！ 

女人：好啦，開玩笑的，生氣囉？ 

屁股：沒有。 

女人：那我跟你講那句話。 

屁股：哪句話？ 

女人：你最愛聽的那句！ 

(女人將手罩在屁股耳邊，用幾乎聽不見的氣聲說：我愛你，屁股露出靦腆的笑) 

女人：不生氣了？我剛剛聽你這樣講就在想，是不是你對於任何恐懼的「恐懼」，導致

你對自身存在的懷疑？ 

(屁股逕自從噗嗤一笑逐漸轉成大笑) 

女人：有什麼好笑的？ 

屁股：沒有。我只是不知道。 

女人：不知道什麼？ 

屁股：哇，我只是不知道原來讀職校的也有上過哲學課。 

(女人轉過身去背對屁股，用棉被將自己包緊一點) 

屁股：生氣囉？我開玩笑的。 

女人：不好笑。沒讀過大學不表示她不會思考。 

屁股：我知道，我剛剛沒有笑妳，我只是很驚訝妳會說出這麼有哲理的話。 

女人：你乾脆把我弊了算了！你的槍還在嗎？ 

屁股：我找一下……喔！鏘鏘！在這邊！(用開玩笑的方式將槍頂住女人的太陽穴)不許

動、我是警察聽到沒有！   不對、幹、媽的，我沒有槍啊、我沒有槍。 

(女人定格不動) 

屁股：不是，妳不是故事，為什麼是妳？(將槍指向女人)我槍斃妳沒有用啊。你快點動

一下好不好？(輕拍一下女人，女人癱軟)(燈暗) 

 

【家庭照】 

 

(燈亮後，屁股一個人坐在場中間的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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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媽，快點啦！ 

(姊姊和媽媽從右舞臺入，爸爸從左舞臺) 

姊姊：(身著名校制服)吵死了。 

媽媽：好啦好啦！來了！女生比較慢嘛！(媽媽幫屁股拉拉領子、撥頭髮) 

(空中傳出攝影師的聲音：好來準備好了嗎？來，前面弟弟笑開心一點，爸爸領

子拉一下，很好，來，要照囉！3、2、1) 

爸爸：西瓜甜不甜？ 

所有的人：甜~~~~~~~(對前方露出大微笑) 

(燈暗，閃光燈對著觀眾大閃，媽、姊、爸火速離場，場上剩屁股一人坐在椅子上) 

(投影家庭照在背牆上，其他人都維持原貌，只有屁股消失，空留一張椅子) 

(屁股過了一會，覺得沒有動靜很奇怪，便回頭看，看見家庭照) 

屁股：搞什麼？人呢？  

(寂靜) 

【失控】 

 

(媽媽進入，屁股連忙靠過去) 

屁股：媽！你們去哪裡了啦？ 

媽媽：你作業寫了沒？還是一整天都在看電視？ 

屁股：媽媽，妳沒事吧？ 

媽媽：怎麼把客廳用的這麼亂啦？我出門前才打掃過！剛剛是有颱風吹進來喔？ 

(媽媽重複著如上次出場相同的動作和表情，絲毫不受屁股影響) 

屁股：媽，聽我說。 

媽媽：有客人來怎麼沒事先跟我講。 

屁股：怎麼了？怎麼會這樣？ 

媽媽：你是吃錯藥喔？ ………………. 

(媽媽繼續著如上次出場相同的台詞，其他的人魚貫進入，到定點後開始重複角

色之前的台詞和指令，可以照導演的想法調配) 

(屁股試圖要與其他人對話，但是每個人就像被設定過一樣，不斷的重複之前的

台詞和走位) 

(空中傳來一連串不停的摩斯密碼音效聲，所有人開始依照著摩斯密碼的節拍重

複著某一句台詞且大家的動作越來越快、越來越激烈，台詞越念越大聲，幾乎瘋

狂)  

(屁股完全被孤立在外，徬徨且筋疲力盡) 

 

【結局】 

 

(電話響，屁股拼了命去接電話) 

電話：嗨！ 

(屁股對著人群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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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閉嘴！(全部的人靜止不動，像抽調靈魂般的忘向前方立正)  你不是說過要救

我！ 

電話：我沒有說過要救你，我是說，有危險的時候會提醒你！ 

屁股：但是你沒有！ 

電話：是我沒有提醒你，還是你忘記我有提醒過你？  

屁股：如果你真的有提醒我，我就不用死那麼多遍。 

電話：你有沒有想過除了死還能怎樣？ 

屁股：我就說那些搞藝術搞電影的都江郎才盡……靠，我就跟他們一樣。 

電話：去你的，你只是忘記。 

屁股：我忘記什麼？ 

電話：你忘記你正在忘記。不停的忘，直到有一天你發現連自己最愛的人都忘了，什麼

事都忘了，怎麼忘的都忘了，才驚覺這是一場噩夢。 (停頓)對了，你在夢裡可

以不停的死，那現實呢？ 

屁股：我不知道，怎麼辦？我能怎麼辦？…(停頓)你可以幫我嗎？ 

電話：能幫你的只有你。媽的，你知道為什麼你聽得懂摩斯密碼？ 

屁股：不知道。 

電話：因為密碼是你設的！你為了說服自己，才把自己施於自己的壓力變成密碼，換句

話說，就是嫁禍，嫁禍給那個無辜又不存在的上級。太卑鄙了，你根本沒有理解

那些慾望的來源，也根本不願面對(停頓)慾望。忘記的前提是要先有記憶吧？ 

屁股：沒錯。 

電話：如果你連製造記憶都不願意，就會連忘記的本錢都沒有。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存在

過。懂嗎？ 

屁股：我知道。 

電話：你知道你可以做選擇嗎？連不選擇都可以成為一種選擇。你不斷的聽從來自上級

的命令，你不知不覺痛恨他，但他其實就是你。我不是電話，我可以是任何東西，

也可以不是，我是你！也是別人，這是你的夢！我們都是假的，你也是假的，留

戀沒有屁用，只有夢是真的！你可以選擇出去而不是跟假象玩耍，只有面對才能

解決問題，我不想再說了，你真是一個囉嗦的人。 

屁股：但是我出不去啊，從一開始就是這樣？ 

電話：每個故事的開始，都是來自你的記憶。你記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嗎？ 

屁股：我記得。 

電話：想想看，你之前有哪個敢說出口的願望是真心的？你記得你還有一個願望還沒許

嗎？拜託你認真。  

屁股：好，我記得………………。   

(所有在場上的人，輕輕的唱：祝你生日快樂……)  

屁股：(小聲的)謝謝。 

(屁股將電話掛上，穿過人群，開門，小小的雨聲響起，屁股走出門外，將門關

上，場上留著其他角色，眼睛一眨一眨的看著前方)(燈漸暗)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