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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大綱劇情大綱劇情大綱劇情大綱    

 

三個失意男子，甘願淪為小偷，以求鹹魚翻身。 

 

行動尚未開始，本應空無一人的豪宅，忽然出現一位婦人，抓住其中一

人，說他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兒子。 

 

為求自保，男子答應婦人留在家中，這才發現還有一位自稱妹妹的女子。 

 

母女二人在男子身上不斷傾注各種回憶，直到他朦朧睡去。 

 

夢中，他見到自己曾經遺忘的、真正的童年。 

 

越睡越沉的他，沒有察覺自己的夢境逐漸和她們的敘述重疊，夢中的過去

和眼前的現在越來越像。 

 

一覺醒來，男子接受了他的第二人生，和眼前的「母親」與「妹妹」。 

 

但是，幸福的遊戲在「父親」回來的那一刻結束了。他不承認自己有過一

個兒子。 

 

男子發狂地想證明自己就是當年的兒子。靠著小偷同夥，找出一本多年前

被「妹妹」丟棄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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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二哥 三十歲，公務員，平淡如路人一般的外表。 

大弟 二十九歲，無業遊民，打扮和說話都帶著江湖味。 

小弟 二十五歲，待業中，身材微胖，講話容易結巴。 

母親 年齡不詳，優雅的貴婦人。 

妹妹 年齡不詳，蒼白瘦弱的少女。 

父親 年齡不詳。 

 

場景場景場景場景    

一間簡潔的客廳。僅有的家具是一套ㄇ字型沙發，和一個長方型茶几。 

以傳統戲曲的「一桌二椅」方式擺設。其樣式與材質要能顯出主人的闊氣。 

除了以上所提，以及演員隨身小道具之外，其他道具不會以實體出現在台上，

演員操作時採傳統戲曲的「象徵」方式表演。 

舞台左方是一扇通往屋外的大門，舞台右方是一道通往閣樓的樓梯。 

舞台上同時存在其他場所，例如洗手間、廚房、戶外的水池等。 

演員以傳統戲曲「奔勞於途」的方式，穿梭在各個場所之間。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午夜之後，破曉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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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啟。 

 

空無一人的客廳。 

 

原本緊閉的大門，從另一邊傳出喀啦喀啦的開門聲。 

 

門開，大弟進。 

他帶著一個手拉式行李箱，只用單手就可以輕易移動，裡面似乎空空如也。 

大弟：呼！終於到了！ 

大弟把行李箱丟在門口，先是環顧四週，然後一屁股坐在沙發上。 

大弟：還不錯嘛！家具看起來也是高級貨…… 

大弟拿起茶几上的遙控器，按了一下。 

 

各種電視節目的聲音接替出現。 

夜間新聞：「現在為您播報氣象。明天開始鋒面將會接近，全台各地轉為多雲有

雨的天氣，溫度也會下降，請民眾出門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談話節目：「那你跟老公是怎麼認識的？」「朋友介紹的啊！你不知道，他第一

次跟我約會的時候，超俗的！居然穿背心短褲跟涼鞋，手上還拿一束玫瑰花。」

「第一次約會就送玫瑰花？好浪漫喔！」。 

購物頻道：「請各位觀眾一定要把握時間打電話，這種破盤價只有一檔，今天唯

一一檔，就是現在這一檔！時間過了馬上恢復原價。你看，我們陳經理在旁邊

一直點頭……」 

 

電視的聲音「啪」一聲被關掉。 

大弟：真無聊！每一台都在重播，每一次都是這些人。會在這種時間看電視的

人，一定比我還要無聊。（停頓）哇，這什麼東西？ 

大弟離開沙發，走向下舞台。 

大弟：有沒有搞錯啊？現在還有這種老唱機？不知道還能不能用？ 

大弟從旁邊抽出一張唱片。 

大弟：先這樣，然後這樣，再這樣…… 

音樂緩緩響起。 

大弟：酷！跟以前在鄉下看到阿祖常常在用的一樣！ 

大弟投入地隨音樂起舞，舞步卻是亂七八糟。 

 

門鈴響。 

大弟沒聽見。 

門鈴又響。 

大弟：有聽到了啦！馬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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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弟走向唱機，音樂停。 

大弟轉身小跑步至大門前，開門。 

小弟進，肩上有一個登山大背包。 

小弟：你好，我是…… 

大弟：等一下再講！先請進！ 

大弟把剛才亂放的行李箱移開，讓出一條路。 

小弟：謝謝。 

大弟領小弟進客廳。 

大弟：我幫你拿東西？ 

小弟：不用了，怎麼好意思…… 

大弟：那你就自己隨便找地方放吧！（停頓，清清喉嚨）你是……「小弟」！

對不對？ 

小弟：是，我是、我是……小弟。 

大弟：嘿嘿，你長的跟我想像的一模一樣！跟你的名字很搭！ 

小弟：所以大家才叫我「小弟」…… 

大弟：你在部落格的留言很有個性耶，跟你本人講話一樣，同樣一句都重複好

幾次。 

小弟：那個是因為我最近才在學怎麼用部落格，常常不小心按太多次…… 

大弟：（停頓）……對嘛？我想也是。 

小弟：那個，你是……「大．哥」嗎？ 

大弟：（苦笑）這個嘛…… 

小弟：你也跟我想的一樣，看起來就是一副大哥樣…… 

大弟：你這麼說我是很高興啦，不過，很可惜，差那麼一點！ 

小弟：對、對不起。 

大弟：不用對不起啦！這又沒什麼，常常都有人認錯。 

小弟：那……你是「二．哥」？ 

大弟：嘿嘿，你又猜錯了。 

小弟：（驚恐）那你到底是誰……？不會吧？（高舉雙手）我才剛到這裡，什麼

事情都還沒開始做喔！ 

大弟：你不要那麼緊張，我是「大弟」、「大．弟」！ 

小弟：（捶自己的頭）對、對！你是「大弟」！沒有「大哥」，只有「大弟」！

嚇死我了……我以為部落格被監看了。 

大弟：想太多！誰有這種閒功夫啊？你知道台灣有多少個部落格嗎？有些人還

同時開好幾個哩。 

小弟：不是常有人相簿密碼被破解，私密照片被看光光？ 

大弟：你有網路相簿喔？我以為只有女大學生在玩那個。 

小弟：我沒有啦！我只是舉例而已。 

大弟：放心，那篇文章我早就刪掉了。而且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密碼，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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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部落格都進不去啦。 

小弟：總共有三個人，你跟我在這裡，所以還剩一個沒來……我是不是太早到

了？ 

大弟：不會，時間剛剛好，「二哥」應該也快到了吧？ 

小弟：你之前就認識「二哥」嗎？ 

大弟：沒有啦，我跟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見面。 

小弟：（低聲）你不覺得「他」…… 

大弟：誰？ 

小弟：「二哥」，他給人一種很可怕的感覺嗎？ 

大弟：不會吧？ 

小弟：他有一次不是說他會「感應」？只要用手拿東西，就可以感應到這個東

西身上發生過什麼事情……（打了個冷顫）每次看完都會覺得毛毛的。 

大弟：（停頓。然後大笑不止）哈哈哈！ 

小弟：（直盯著大弟）我覺得你也怪怪的…… 

大弟：哈哈哈！ 

小弟：喂！到底有什麼好笑的？ 

大弟：（邊笑邊說）一聽就知道是騙人的嘛！要是他有特異功能，靠那個賺錢就

賺不完了，幹嘛還來加入我們？最好一人有一種超能力，就可以組成一

個無敵什麼戰隊的。 

小弟：什麼戰隊？ 

大弟：你沒看過嗎？下午都有播啊，真人演的卡通。一組有五個人，只要接到

指令就會變身，變身以後都會穿不同顏色的衣服，還要戴面具！結果根

本就看不出來是誰演的……超搞笑的！ 

小弟：（苦笑）那是小孩子看的吧？你很常看電視喔？ 

大弟：在家無聊嘛！ 

沉默。 

小弟慢慢往大弟身邊靠近。 

大弟：沙發這麼大，你一直靠過來幹嘛？ 

小弟：我會怕嘛。三更半夜的，到處黑漆漆，靜悄悄，說不定就有人站在門外

面偷聽我們講話…… 

大弟：神經病！幹嘛自己嚇自己？！ 

門外傳來有人清喉嚨的聲音。 

二哥：咳！ 

大弟和小弟同時從沙發上彈跳起來，不敢轉頭去看。 

 

二哥進，手上提著一個公事包。他順手把門關上，站在門口不動。 

大弟：（跟小弟結巴的語氣一樣）二、二哥？ 

二哥：對。門沒關，我就自己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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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弟和小弟兩人這時才慢慢轉過頭去，上下打量著二哥。 

二哥：不打算請我進去嗎？ 

大弟：不好意思！讓你等那麼久！請進！ 

大弟用不自然的走姿移動到大門口，領二哥進。 

二哥：抱歉，我來晚了。 

大弟：沒關係！請坐！幫你拿包包？ 

二哥把公事包遞給大弟，在小弟身邊坐下。 

小弟正襟危坐，想和二哥握手問好，手才剛伸出來，卻被二哥搶先開口。 

二哥：你好，我是二哥。 

小弟：你好，我是小弟。 

大弟：大家好，我是大弟。 

小弟：那個……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 

大弟：你這次又有什麼事？ 

小弟：不好意思，讓我釐清一下，你是「大弟」？ 

大弟點點頭。 

小弟：你是「二哥」？ 

二哥點點頭。 

小弟：那你們誰比較大？ 

大弟和二哥互指對方。 

大弟／二哥：他！ 

大弟和二哥各指自己。 

大弟／二哥：我！ 

小弟：到底是才是老大？ 

大弟：今天的行動是我發起的，所以我排第一，他排第二。 

二哥：可是我年紀比他大，所以我是「哥」，他是「弟」。 

小弟：（搖頭）不懂。 

大弟：不懂也沒關係，你只要記得一件事就夠了。 

小弟：什麼事？ 

大弟：你．是．小．弟。 

小弟：好ㄐㄩㄥˇ
1
的自我介紹。我可以重來一次嗎？ 

大弟：請！ 

小弟：兩位好。我叫「小弟」。只是剛好跟「大弟」差一個字，並不是真正的兄

弟喔。 

大弟：這個我們都知道啦！ 

小弟：嗯，就這樣。 

大弟：就這樣？隨便再多說幾句看看啊！ 

                                                 
1 ㄐㄩㄥˇ：「囧」，原為光明、明亮的意思。其字形很像人的臉部，於是在網路上被當作表情

符號來使用，代表無可奈何、束手無策、令人傻眼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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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現在……失業中…… 

大弟：（尷尬）這個不用說出來，大家都……「嗯」嘛？呵呵！ 

二哥默默舉起手來。 

大弟：你舉手是什麼意思？ 

二哥：我不是。 

大弟：你不是什麼？……（恍然大悟）你不是？！ 

二哥：我在當公務員。 

大弟：那你來這裡幹嘛？神經病啊？ 

二哥：我在尋找真正的人生。 

小弟：你看吧！我就跟你說他怪怪的！ 

二哥：我很正常，一點都不奇怪。 

大弟：媽的，聽了就一肚子火……尋找真正的人生？你幾歲啦？你還是青少年

嗎？ 

大弟朝二哥撲去，小弟上前拉住大弟。 

小弟：等一下啦！ 

大弟：拉我幹嘛？我問你，你聽了不生氣嗎？不生氣嗎？ 

小弟：你沒抓到笑點。 

大弟：什麼？ 

小弟：他在講笑話！一聽就知道是騙人的，世界上怎麼可能有這種人嘛？ 

大弟：嗯？我太認真啦？呵呵，對不起啊。 

二哥沉默不語。 

大弟：不要介意，只是一個笑話而已嘛！ 

小弟：你只是想搞笑吧？對吧？ 

二哥：不對，我說的都是真的。 

大弟又想朝二哥揮拳，小弟趕緊拉住大弟。 

大弟：你！ 

小弟：（對二哥）拜託你換一個話題好不好！ 

大弟：不懂珍惜、只會逃避現實的膽小鬼！ 

二哥沉默。 

大弟：說話啊！說不出來啦？ 

停頓。 

二哥：你不也是嗎？ 

 

沉默。 

大弟：他媽的！ 

小弟：噓！ 

大弟：幹嘛？ 

小弟：你太大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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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弟：（低聲）他媽的……現實？你懂什麼是現實？ 

二哥：至少我知道，你現在這樣子一點都不現實！ 

大弟：我有血有肉，哪裡不現實了？ 

二哥：你幹過這一行嗎？（看向小弟）你有嗎？稱得上「偷」過的東西搞不好

只有公共廁所的衛生紙。只不過在網路上偶然認識，好像很談得來，就

相約來當小偷……這種事情哪裡現實了？ 

停頓。 

小弟：逃避現實有什麼不好？如果可以逃到更好的地方…… 

大弟：……我不想管你們了。 

二哥：反正今天過後，我們就不會再見面了，大家有各自的路要走。 

二哥打開公事包，拿出三罐罐裝啤酒，遞給其他兩人。 

小弟：（自言自語）公事包裡面是這個啊？ 

二哥：當做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乾杯吧！ 

小弟：二哥！你太感人了。 

三人同時打開啤酒。 

二哥、小弟：乾杯！ 

二哥和小弟相碰乾杯，大弟沒有配合，自顧自地一口氣喝完。 

小弟：喂！你這樣很沒禮貌。 

大弟：囉囉唆唆，出來混就乾脆一點！趕快拿到自己那一份，天一亮，門一

開，馬上走人。 

小弟：你真是一個無情的人…… 

 

大弟：隨便你們怎麼說。（停頓）同樂會結束了。可以開始工作了嗎？ 

大弟把行李箱拿到茶几上，毫不客氣地打開，裡面空空如也。 

除了一支手電筒。 

小弟也跟著把自己的登山背包擺上沙發，瞥見大弟的行李箱。 

小弟：哇塞！你打算裝多少東西啊？（對二哥）你呢？你用什麼裝？ 

二哥比比自己的公事包。 

二哥：最值錢的東西，不一定體積最大。 

大弟最先開始翻箱倒櫃，把每個抽屜拉出來，東西倒出來，直接趴在地上找。 

大弟：可惡，什麼都沒有！ 

小弟又把東西通通塞回去抽屜，把抽屜放回去。 

小弟：這樣不好，人家回來看到會生氣！ 

大弟：這家搞不好其實沒什麼錢。 

二哥：這裡是老社區了，家裡應該藏了不少值錢東西，因為他們不喜歡銀行。 

小弟：例如在床底下藏金塊之類的？ 

二哥：你那個年代的人啊？ 

大弟：有金塊又怎麼樣？又不知道藏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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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怎麼跟買樂透一樣？很難中！ 

大弟：只能改用地毯式搜索了。 

小弟：你有學過嗎？ 

大弟：沒有。（停頓）這需要學嗎？所有地方都翻一遍就對了啦！ 

 

趁兩人談話之際，二哥往門口走去，蹲在地上不知道在研究什麼。 

小弟：喂！請問一下，你在幹嘛？ 

大弟：又來了…… 

二哥：我在感應。 

大弟：又在講那個。你有成功過嗎？ 

二哥：我以前真的可以！小時候我可是出名的神童耶。 

小弟：然後呢？ 

二哥：七歲上小學以後就消失了。 

小弟：這聽起來就像科幻小說嘛。 

大弟：誰認識七歲以前的你啊？天知道你講真的還假的？ 

二哥：不相信就算了。（停頓）這雙鞋子…… 

小弟：怎麼樣？ 

二哥：不太好聞。 

 

沉默。 

二哥：（手拿鞋子，眼睛往鞋子裡面看）這裡真的有錢嗎？ 

大弟：乖寶寶，你以為我們來玩遊戲的嗎？要不要早點回家睡覺？不然改行去

當 X 戰警也很適合你。 

二哥：你有點耐心好不好？ 

小弟：不是鞋子的話，也可以感應嗎？ 

二哥：什麼都可以，不過鞋子最好！它是見證一個人一天所有行動的攝影機。

去過哪裡，見過什麼人，做過什麼事情…… 

大弟：在我看來只是個臭東西。 

小弟：那襪子可不可以？ 

二哥：不行，那不一樣。襪子只穿在裡面，沒有和外界接觸。 

小弟：你也會隔空抓藥嗎？ 

二哥：我不是特異功能人士。 

小弟：那……你會知道明天發生的事情嗎？ 

二哥：不能看見未來，只能感應過去。 

小弟：那現在呢？ 

二哥：每個人都可以看見自己的現在。 

小弟：我就看不見。 

大弟：把燈打開就可以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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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你有看過小偷開燈的嗎？ 

大弟：反正又沒人在，怕什麼？ 

二哥：清楚腳下的路就夠了，只要低頭就看得到吧？ 

小弟：我看不到。 

大弟：因為你的啤酒肚太大了。 

二哥又找到另一雙鞋子。 

二哥：我小時候也有一雙這種鞋子！ 

小弟：這家有小學生嗎？ 

二哥：我想沒有。小朋友的鞋子只有一雙，款式又舊。是以前穿過捨不得丟

吧？ 

大弟：你要不要改行去算命？ 

二哥：有人會花錢去聽別人說自己的過去嗎？ 

小弟：有啊，失憶症的人。 

停頓。 

大弟：無聊。過去有什麼好看的？ 

二哥：沒有過去哪有現在？ 

大弟：到目前為止，你的特異功能對這個工作有什麼幫助嗎？拜託你開天眼看

一下錢藏在哪裡好不好？ 

二哥：我確定沒有在鞋櫃裡。 

大弟：夠了，你可以離開那個又黑又臭的地方了。 

二哥：我需要時間吸收資訊，建立資料，把自己變成這個家的一份子，才能知

道他們會東西放在哪裡。 

停頓。 

二哥單手握拳，把拳頭放在額頭上，做出正在感應的樣子。 

二哥：小弟！你把那邊的抽屜拉出來，後面應該有東西。 

大弟不屑一顧，小弟照著二哥的話做。 

小弟：真的！一本存摺！ 

大弟回頭去看，故意裝做不在乎。 

大弟：說不定只是湊巧而已。（停頓）這個抽屜上鎖了，打不開。 

二哥又做出感應的樣子。 

二哥：把桌上的電話翻過來，鑰匙就用膠帶貼在下面。 

小弟照做，果然發現一把鑰匙。 

小弟：太神了！好像你以前住在這裡一樣。 

二哥：怎麼可能？我只是變成他們家的人而已。 

大弟：你怎麼不去當 CSI？ 

二哥：這種事情說出去只會被當成神棍。 

大弟：該不會你已經來過了？值錢東西早就通通拿走了？ 

二哥：我發誓今天是我第一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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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好驚人。（停頓）可是，你不是說七歲以後就不靈了嗎？ 

二哥：我才是最應該被嚇到的人吧？ 

小弟：果然跟買樂透一樣，還是要靠運氣。 

二哥：（停頓）我去上個廁所。 

二哥走進右舞台，樓梯旁，一間不存在的洗手間。 

二哥在裡面擺出上廁所的動作。 

小弟：（看著二哥）才喝一罐就這樣？ 

大弟：等等，噓！ 

 

大門的另一邊傳出喀啦喀啦的開門聲。 

 

大弟：有人回來了！ 

小弟：不是說這附近只有這一棟房子，沒有鄰居也沒有警衛，全家人要出國到

下個月才回來嗎？ 

大弟：我得到的消息是這樣沒錯啊！ 

小弟：（往二哥的方向）喂！ 

大弟：噓！小聲一點！ 

小弟：你不叫他嗎？ 

大弟：現在一出聲不就被發現啦？ 

小弟：那怎麼辦？又不能從門口出去…… 

大弟：先躲到樓上再說！ 

大弟拉著小弟，下。 

 

大門打開，打扮優雅的母親，提著購物籃進。 

 

母親：弄得這麼亂？真是的…… 

 

二哥：真舒服！ 

二哥從洗手間走出來，和母親四目相接。 

 

沉默。 

母親：你回來啦？這麼快？  

二哥：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母親：沒關係，我了解，你一定有你的苦衷。 

二哥：我不是故意的，我沒有惡意，我只是…… 

母親：回來就好。 

二哥：…… 

母親：回來就好，（停頓）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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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兒子？ 

母親開始收拾地上的東西。 

母親：沒想到你還記得。你小時候都把自己的寶貝藏在這個抽屜，雖然都是一

堆破銅爛鐵。 

母親發現茶几上的存摺。 

母親：自從你走了，我就每天存一百塊進去，就是怕你哪一天有了困難，突然

回來。來，拿著。 

母親把存摺塞到二哥手中。 

二哥愣住，本能地把存摺推回去。 

母親：不用還給我，這是我欠你的。當年，我居然在路上把你搞丟了…… 

二哥：對不起，我想妳搞錯了…… 

母親：你什麼都不用說，我都知道。我先幫你收著，需要的時候，隨時來找我

拿。 

母親又埋頭去整理客廳，彷彿沒聽見二哥的話。 

 

門鈴響。 

 

母親：（對二哥）你先坐著，沒關係。（邊開門邊問）誰啊？這麼晚了？ 

大門打開，大弟和小弟就站在門口。 

大弟：伯母，您好。（心虛，語塞）我們是……你兒子的……朋友。 

母親：你們太客氣了，說什麼朋友？你們都是他的救命恩人。 

二哥回過頭去，和大弟小弟異口同聲。 

三人：救命恩人？ 

母親：（對二哥）傻兒子，那時候你還太小，一定忘記了。 

母親從抽屜裡找出一張泛黃的報紙。 

大弟：好懷念的報紙啊！對不對？ 

大弟用手肘戳小弟。 

小弟：對、對啊！可以借我看一下嗎？（低頭看）「小英雄見義勇為，搭救同校

同學。」 

母親：那天你放學貪玩，跑到河邊，一不小心掉進去了。還好有兩個精靈的小

朋友經過，趕緊去找大人來幫忙，才把你拉上岸來。 

大弟：（附和）對啊！那次超驚險的！ 

小弟：你記性還真好…… 

大弟：（瞪了小弟一眼）這件事情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啦！ 

母親：今天真是個好日子。不但你回來了，還帶回來兩位故人。前天你不是寫

信回來嗎？（從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我一收到就不敢出門，巴里島也

不去了，一直在家等你。剛剛突然想到，冰箱裡沒菜了，你回家一定會

肚子餓，我就趕快跑出去買菜。還好隔壁就有一家 24 小時的超市。我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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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上就幫你弄吃的。你們稍坐一下，很快就好了。 

 

母親走向左舞台，一間不存在的廚房。 

觀眾可以看見母親在廚房裡烹飪的動作。 

 

留下三人在客廳。 

 

二哥：你們搞什麼？什麼救命恩人？ 

大弟：隨便啦！她要說我們是誰都可以。你就留在這裡，她說什麼，你就配合

什麼。（學婦人口吻）好兒子，到時候要多少就有多少，還用找得那麼辛

苦嗎？ 

二哥：我才不是他兒子！ 

小弟：不然，換我來當也可以？ 

大弟：你以為人家不會發現嗎？ 

小弟：會嗎？我們兩個體型還滿像的，應該不會被發現…… 

大弟：你跟他哪裡像啦？你是小丑，他是小生，差很多！ 

小弟：好傷人喔！ 

二哥：夠了！我不想演這齣戲…… 

大弟：你不是要尋找真正的人生嗎？只要錢一到手，你要什麼樣的人生沒有？

我看她應該沒有其他家人，這些錢恐怕最後也沒人繼承。與其被不明不

白的人拿走，倒不如借給我們當創業基金。 

小弟：我們不就是不明不白的人嗎？ 

 

母親回到客廳，三人噤聲。 

母親：來，先吃點水果。（停頓）果然自己的家永遠不會忘記，我好高興，沒想

到你還記得回家的路。 

小弟：他記得可清楚了。 

大弟：閉著眼睛都能走到。 

小弟：他連抽屜鑰匙藏在哪裡都知道！ 

母親：我就怕你忘了，這些年來都不敢動過一桌一椅，你看，這些家具這麼舊

了，還是捨不得換新，一切都和你走的當年一模一樣。 

大弟：幾十年前就用這麼高級的家具啊？現在都是老古董耶…… 

大弟忘情地摸著屁股下面的沙發，這才發現眾人正盯著他看。 

大弟：不是，我是說，伯母這麼有心，難怪還看得到這種老唱機。 

母親：（微笑）你眼力真好，要放來聽聽嗎？ 

大弟：不用了啦！這麼晚了，怕吵到鄰居。 

母親：你沒說，我都忘記時間了。你們都累了吧？樓上還有一間客房，要不要

先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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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我不睏。 

大弟：對對對，你在這裡陪伯母，這麼久沒見，一定有很多話要聊。 

小弟：（一個大呵欠）我真的累了。那我們就不客氣了！ 

母親：樓梯上去左轉就是客房。你們別客氣，當作自己家啊。 

大弟拖著小弟離開客廳。 

大弟：（低聲對小弟）你還真敢說！ 

小弟：我看媽媽那麼好客，不好意思拒絕嘛。 

大弟：媽媽是你叫的啊？以後你不要講話，由我代表發言！ 

大弟和小弟下。 

 

停頓。 

 

大弟和小弟從右邊上場，一副驚恐的樣子。 

 

體型削瘦、一身白洋裝的妹妹，上。 

 

大弟：妳是誰啊？ 

小弟：妳不會講話嗎？ 

妹妹一邊朝母親走去，眼睛卻直愣愣地望著二哥。 

二哥本能地往沙發後面躲。 

二哥：妳找錯人了！應該去找那兩個人！ 

母親：妹妹！妳不要這樣！ 

 

二哥、大弟、小弟三人異口同聲。 

三人：妹妹？！ 

 

妹妹走向二哥，對他伸出手。 

妹妹：哥，你不要怕！媽媽不會罵你，快出來！ 

二哥：我是……哥哥？ 

妹妹：怎麼這樣？哥哥居然不認得我？ 

母親：妳不能怪他，他好不容易才到家，實在太累了。讓他好好休息，過幾天

就會全部想起來了。 

妹妹：那，你記不記得這個？ 

妹妹捲起左手的袖子，露出又白又長的手臂，上面有一道明顯的疤痕。 

母親：不可以這樣！有客人在這裡，沒規矩！ 

大弟：（苦笑）沒關係……我們不介意…… 

二哥：這是什麼？ 

妹妹：你不記得嗎？有一天放學的路上，我因為貪玩不小心受傷。後來還是你



 16

來救我。（停頓）怎麼會連這個都忘記了？你的手上也有一個啊！ 

母親：來，讓我看看。 

二哥：沒這回事，我的手從來沒受傷過，也沒什麼疤痕！ 

母親拉過二哥的手，打開掌心一看，什麼都沒有。 

妹妹：你看！跟我的一模一樣！那天我們是一起掉下去的，這下子你想起來了

吧？ 

大弟：你想起來了吧？ 

二哥：不，我根本沒經歷過，怎麼想得起來？ 

 

妹妹：你再努力想想！ 

小弟：你再想想？ 

二哥：不可能，我想不起來。 

 

母親：妹妹，妳先回去睡覺吧！哥哥很累了，今天先讓他休息，好不好？ 

妹妹：我不睏…… 

母親：不行，熬夜對身體不好。妳順便帶哥哥的朋友到客房去，他們不知道

路。 

妹妹：（勉強）好吧。 

 

妹妹領著大弟和小弟，上樓。 

 

二哥：對不起，一定是哪裡搞錯了…… 

母親：你只是累了。睡一下就好，沒關係的。 

 

母親摸摸二哥的頭，二哥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樣，身體漸漸放鬆。 

 

母親：你以前放學回家也常常在沙發上打瞌睡呢。 

二哥整個人躺下來，睡著了。 

 

母親離開，走到左舞臺，一間不存在的廚房裡。 

觀眾可以看見母親在廚房裡烹飪的動作。 

 

妹妹下樓。 

妹妹走到二哥身邊，搖醒他。妹妹說話的口氣就像個幼稚園小朋友。 

 

妹妹：哥！我要摘那朵花！ 

二哥：不可以！隨便靠近水池很危險。 

妹妹：裡面又沒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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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因為有人把水抽光了，現在只剩一堆爛泥巴，很髒耶。 

妹妹：可是媽媽最喜歡花，我想摘回去送給她。 

二哥：不要去啦！ 

妹妹興奮地跑向舞台一角，「碰」一聲跌在地上。 

妹妹：哥！ 

二哥衝向妹妹身邊。 

二哥：妳在那邊不要亂動！我馬上過去！ 

二哥在地上找到一根樹枝。 

二哥：我把樹枝伸過去，妳要抓著它，我才能拉妳上來，知道嗎？ 

妹妹：快一點啦！ 

妹妹抓住樹枝，二哥在一邊拉，妹妹好不容易才站起來。 

二哥：沒事了！沒事了！ 

妹妹卻哭了。 

二哥：怎麼了？剛剛都沒哭，怎麼現在才哭？ 

妹妹：要送給媽媽的花…… 

二哥：好，妳在這裡等，我去摘！（回頭）那妳回家不可以哭喔，不然媽媽又

會罵我。 

妹妹：好，我不哭。 

二哥小心翼翼走向水池，妹妹站在池邊看。 

 

母親離開廚房，來到客廳。 

母親：這兩個孩子怎麼現在還沒到家？ 

二哥摘到了花，遞給妹妹。 

妹妹把花拿在手中，高興地跑在二哥前面，快步走進客廳。 

妹妹：媽！妳看！這朵花很漂亮吧？送給妳！ 

母親：妳怎麼了？手上哪來這麼大一個傷口？不痛嗎？ 

妹妹搖頭。 

母親：（對二哥）你怎麼當人家哥哥的？這麼晚才回家，還讓妹妹受傷？ 

二哥：我…… 

妹妹：媽媽妳不要罵哥哥啦！我不痛。 

母親：快過來，我幫妳擦藥。 

母親把妹妹拉到身邊坐下，留二哥一人站著。二哥忽然委屈地哭了。 

母親：怎麼哭了？男生要勇敢，你已經唸二年級了喔！ 

二哥：我叫她不要去、她偏偏要去…… 

母親：好，是妹妹不乖，媽媽錯怪你了。你的手怎麼了？ 

二哥打開緊握的拳頭。 

妹妹：流血了！ 

母親：沒關係，媽媽幫你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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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哥，你會不會痛？ 

二哥：有一點。 

母親：你是男生，不痛。你看妹妹好勇敢，都不喊痛。 

妹妹：哥哥好可憐喔…… 

二哥：沒關係，我是男生，我要勇敢。妹妹不會痛，我也不會痛。 

母親幫二哥包紮好，二哥的手上多了一圈白色繃帶。 

母親：乖，你累了吧？睡一下好不好？ 

 

二哥躺回沙發，兩手放在胸前。 

 

母親領著妹妹，上樓。 

 

樓梯還沒走完，妹妹在途中又下樓。 

她是現在的妹妹，不是幼稚園的妹妹。 

妹妹走近沙發，拉開二哥的右手。 

妹妹：哥，我幫你換藥。 

二哥驚醒。 

二哥：妳為什麼會在我的夢裡面？ 

妹妹：哥，跑進我的夢裡的人，是你啊！ 

 

母親在樓梯上對妹妹說話。 

母親：不要吵哥哥睡覺，他很累了。 

 

母親在樓梯上等著妹妹，兩人一起上樓。 

二哥又在沙發上睡著。 

大弟和小弟下樓，叫醒二哥。 

 

大弟：喂！起來了！ 

二哥驚醒。 

二哥：你們是誰！ 

大弟：噓！小聲一點，不要把那對母女吵醒！ 

二哥：是你們啊…… 

大弟：你也太好睡了吧？連我們是誰都反應不過來？ 

小弟：說不定她們說的是真的，你真的是她們家的兒子。 

二哥：剛剛在夢裡，我真的變成她們家的兒子了。 

大弟：開玩笑？作夢可以當真嗎？你一定是睡迷糊了。 

二哥：我要回家…… 

大弟：這裡就是你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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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我說的是我自己的家！承德路上面的分租公寓！不是這個豪宅…… 

大弟：你再忍耐一下，想辦法問出家裡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剛剛那個存摺

呢？ 

二哥：我還給人家了。 

大弟：你笨啊！想辦法要回來！我跟小弟會在樓上繼續找。 

小弟：從剛剛找到現在，根本什麼都沒有嘛！ 

大弟：少囉唆，這裡由我發號施令！（對二哥）不要忘了你是誰，你是有特異

功能的二哥！ 

 

大弟和小弟上樓。 

妹妹下樓。 

 

妹妹：哥，你醒啦？ 

二哥：嗯。妳的手……還痛嗎？ 

妹妹：你想起來了？ 

二哥：我好像夢到以前的事情了。 

妹妹：你一定想得太用力了，才會連睡覺都夢到。 

二哥：連夏天都要穿長袖，一定很熱吧？ 

妹妹：我習慣了。 

二哥：對不起，都是我不好。那時候沒有阻止妳。 

妹妹：小孩子誰不調皮？一點皮肉傷沒有什麼。 

二哥：可是一個女生留下那麼大的疤痕，不好看。男孩子看到會害怕，萬一以

後嫁不出去怎麼辦？ 

妹妹：我才不嫁。我要在家裡陪媽媽一輩子。 

二哥：等到妳遇到喜歡的人，妳就不會這麼說了。 

沉默。 

二哥：我說錯話了？ 

妹妹搖頭。 

妹妹：哥，你手上的疤痕，一定很痛吧？ 

二哥：不會啊，沒有什麼感覺。 

 

二哥把右手掌朝上，打開，出現了一個和妹妹一樣的疤痕。 

妹妹湊過去看。 

 

妹妹：沒人問過你這怎麼來的嗎？ 

二哥：好像有吧？ 

妹妹：你怎麼回答？ 

二哥：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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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你應該要說「這是為了保護我妹妹才受傷的」！ 

二哥：這樣說一定會被同學笑，好像在吹噓自己是英雄一樣。 

妹妹：要是你說你其實是拯救世界的英雄，我一定會相信。 

二哥：笨蛋。 

妹妹：那不要拯救世界，只要保護我跟媽媽就好了。很簡單吧？ 

二哥：嗯……我會努力試看看。 

妹妹：看看而已喔？ 

二哥：好，我會保護妳跟媽媽。 

停頓。 

妹妹：哥，我想睡覺了，可以在旁邊陪我嗎？ 

 

二哥點點頭。 

妹妹在沙發上睡著，二哥在妹妹身旁坐下。 

 

小弟飾演的高中同學，從舞台左邊上。 

 

二哥：「我的志願」，我的志願是當超人、拯救全世界。 

同學：小學的時候大家都好白痴喔？當超人？ 

二哥：我不是隨便亂寫的哩！我以前真的有超能力！ 

同學：哈哈哈！你才沒有哩！ 

二哥：我有！ 

同學：那你用給我看？ 

二哥：今天不行。 

同學：為什麼？ 

二哥：超能力今天輪休。 

同學：哪有這種事？ 

二哥：因為每用一次，都要休息一天，恢復體力。 

同學：同學，你幾歲啦？高三耶！又不是三歲小孩？ 

二哥：真的！我沒騙你啦！ 

同學：超白痴的，跟大家講一定會笑死。 

二哥：你有沒有聽懂啊？我說的都是真的！ 

同學：騙鬼啊！ 

 

二哥和同學扭打成一團。 

 

母親扮演的國中老師，從舞台左邊上，拉開兩人。 

 

老師：不要打了！（對同學）在旁邊等我一下。（對二哥）你有沒有跟你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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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今天要繳營養午餐費？ 

二哥搖頭。 

老師：今天放學，老師跟你一起回家，做家庭訪問，你先打電話回去跟爸爸說

一聲。 

二哥：不行，今天不行。 

老師：為什麼？ 

二哥：我爸不在家。 

老師：老師可以等他下班沒關係。 

二哥：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來，他說這次要出去比較久。 

老師：你們家還有誰在？ 

二哥：沒有，只有我和我爸。 

老師：你還只是國中生，一個人生活，沒問題嗎？ 

小弟飾演的同學上前拉住老師，撒嬌。 

同學：老師，妳不要理他啦，他都會騙人！ 

老師：（對二哥）老師馬上回來，你在辦公室等，不要離開！ 

 

小弟飾演的同學拉著母親飾演的老師，下。 

 

二哥一個人在舞台上，東張西望，都沒有人來。 

 

他蹲下來，把頭埋在手裡。 

 

他開始哭。 

 

妹妹從沙發上起來，走向二哥。 

 

妹妹：哥，你不要哭。 

二哥：妳是誰？ 

妹妹：我是你妹妹啊！ 

二哥：我不認識妳。 

妹妹：我是你妹妹啊！ 

二哥：我沒有兄弟姊妹，我家只有我一個小孩。 

妹妹:；媽媽在等我們回家吃飯啦！快一點！ 

二哥：爸爸說我沒有媽媽！ 

妹妹：哥，不要玩了啦，這個遊戲不好玩。我們趕快回家好不好？已經很晚

了，再不回去媽媽會擔心喔！ 

 

妹妹拉著二哥，在舞台上繞來繞去，如同傳統戲曲的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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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不情願地配合著妹妹。 

 

二哥：好累喔，我們到底要去哪裡？ 

妹妹：回家啊！ 

 

妹妹拉著二哥來到沙發邊。 

 

妹妹：媽媽，我們到家了！ 

 

母親上。 

 

妹妹放開二哥的手，衝上去，撲在母親懷裡。 

 

二哥頓時像斷線的懸絲木偶一樣，攤坐在地上。 

 

在母親和妹妹的對話當中，二哥繼續扮演懸絲木偶。 

從頭、雙手、身體、雙腳，各個部位慢慢恢復，慢慢站立起來。 

二哥扮演的懸絲木偶，沒有發出聲音。 

只是看著母親和妹妹的互動，配合做出動作，像是無聲的旁白，對觀眾說話一

樣。 

母親和妹妹的眼前，像是站著一個不存在的二哥，兩人始終對著空氣說話。 

 

母親：回來啦！今天怎麼這麼晚？又跑去哪裡貪玩了？ 

妹妹：因為哥哥的老師要他留下來，教同學算數啊。哥哥好厲害，不管什麼問

題他都會喔！ 

母親：這麼棒啊？哥哥，同學有不會的地方，你就教他們。有困難就要互相幫

助，以後你遇到困難人家也會幫助你。 

妹妹：我也要叫哥哥叫我算數。 

母親：好好好，等一下吃飽飯把功課拿出來，讓哥哥教妳寫。 

妹妹：那我下次也要考一百分！ 

母親：哥哥要給妹妹做好榜樣喔！好啦！兩個人都去洗手，準備吃飯了！ 

 

母親走進不存在的廚房，下。 

 

妹妹：好香喔！哥，我們去看媽媽煮飯！ 

 

妹妹拉著不存在的二哥，也走進廚房，在母親身邊轉來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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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廳裡只剩下二哥扮演的懸絲木偶。 

他走向客廳那台不存在的唱機，放下唱針。 

音樂響起，二哥扮演的懸絲木偶笨拙地起舞。 

 

母親走出廚房。 

 

母親：吃飯囉！（發現唱機開著）這麼健忘？真是的，唱機開了就忘記關掉。 

 

母親伸手將唱針拿起，音樂嘎然停止。 

二哥扮演的懸絲木偶啪的一聲斷了線，攤坐在沙發上。 

 

母親湊到二哥耳旁。 

母親：可以吃飯囉！ 

二哥醒來，看著母親和妹妹不斷從廚房端出菜來，擺了滿滿一桌。 

母親：不吃嗎？光看就飽啦？ 

二哥：沒有，我很久沒有在家吃飯了。 

妹妹：今天媽知道哥要回來，準備了好多菜。媽平常很節儉的，每餐都只有三

菜一湯，別人還以為我們家吃素呢。 

母親：平常只有我和你妹妹在家，吃不了那麼多。不像今天，這些都是你愛吃

的，不准剩下來啊！ 

妹妹把添了飯的碗遞給二哥，母親又忙著夾菜到二哥碗裡。 

二哥扒了一大口。 

母親：好吃嗎？ 

二哥：好吃！我好久沒有吃到這麼好吃的飯菜了。 

母親：那就多吃點！還有什麼愛吃的，儘管說，以後每天都煮給你吃。 

妹妹：媽好偏心，都不問我要吃什麼。 

母親：女孩子少吃一點，小心太胖沒人要。 

二哥：妹妹才不胖，我還覺得她太瘦了！ 

妹妹：聽到沒有？我今天一定要吃兩碗飯！哥你不要跟我搶！ 

二哥：我哪搶得過妳啊？ 

母親：好，鍋裡都還有，不怕你們吃。 

三個人面對不存在的飯菜，吃得津津有味。 

二哥忽然放下碗筷。 

二哥：媽，不幫爸留點嗎？ 

母親：他今天又不回來，沒關係。 

妹妹吃飯的動作也停了下來。 

母親：別提他。 

二哥：爸去哪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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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我叫你別提他。 

妹妹：媽，沒關係，我會解釋給哥聽。 

母親低頭，默默地吃飯。 

妹妹：哥一定忘記了，小時候的事情。 

二哥：我記得房子裡面有一個男人的背影，高高寬寬的。 

妹妹：哥走了以後，媽很傷心，可是爸完全沒有安慰媽，只知道罵她。兩個人

開始吵架，一吵架爸晚上就不回家。 

二哥：真過分，這明明不是媽的錯。 

母親：是我的錯，是我沒把你看好，才讓你失散了。 

二哥：要不是我調皮，也不會自己跑到大街上，小時候又不認得路，才會回不

了家。 

母親：你回來就好，我就怕你在外面受苦。現在回來了，媽會把過去欠你的都

還給你。 

妹妹站起來，走向唱機。 

妹妹：我們來跳舞好不好？ 

母親：跳舞？我怎麼都不知道妳會跳舞？ 

妹妹：如果媽願意教我，我就會啦！ 

妹妹將唱機的唱針放下，音樂響起。 

母親：這是我年輕時候的歌…… 

妹妹：妳們以前都怎麼跳的？ 

母親：早就忘記了！ 

妹妹：那……就隨便跳吧！ 

妹妹拉著母親的手，跟著輕柔的音樂晃動。 

沒有明顯的舞步，只是跟著節拍，隨興動作。 

二哥看著動作笨拙的母女倆，笑了。 

 

妹妹：媽，妳看！哥笑了！我今天他第一次看到他笑！（停頓）媽，妳也笑一

個嘛！ 

母親忽然掩嘴而笑，開始了就停不下來。 

妹妹：媽，妳怎麼啦？ 

母親：沒什麼，媽心裡高興。 

 

母女倆再度回到音樂的節拍上，二哥在旁邊打拍子。 

 

大門的另一邊傳來開門聲，父親進。 

 

父親：三更半夜的，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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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嘎然停止。 

 

妹妹：（陌生）爸，你回來啦？ 

 

父親很快發現二哥的存在，二哥想逃避父親的視線，無法四目相接。 

父親：你是誰？為什麼會在我家？ 

 

二哥搖頭，說不出話來。 

父親：其他人哩？ 

二哥搖頭。 

 

母親和妹妹上。 

二哥撲進母親懷裡。 

 

妹妹：爸，怎麼不多玩幾天？ 

父親：一個人去玩沒意思，我就提早回來了。（停頓）這個人是誰？ 

母親：難得放假，這麼早回來也無事可做。 

父親：誰叫你們通通放我鴿子？（停頓）這個人到底是誰？ 

 

妹妹看向母親，母親對她點了點頭。 

妹妹鼓起勇氣，看著父親的眼睛。 

妹妹：他是哥哥啊！ 

父親：誰？ 

母親：我們失散多年的兒子啊！你忘記了嗎？（對二哥）兒子，快喊一聲爸

爸！ 

父親用銳利的眼神打量二哥。 

二哥躲在母親懷裡，不敢直視父親。 

父親：你到底是誰？來我家有什麼企圖？ 

母親：你不要這樣嚇孩子！ 

父親：你最好快點說，不然我要叫警察來囉！ 

妹妹：哥，你快點叫一聲爸爸，他就會想起來了！ 

母親：兒子，別怕，他是你爸爸！快喊一聲爸爸！ 

二哥抬起頭來，直視父親。 

二哥：（低聲）「爸」…… 

父親：你說什麼？我聽不到！ 

二哥：「爸」…… 

父親：大聲一點！ 

二哥：「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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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哈哈哈！ 

母親：你願意原諒他了？ 

父親：哈哈哈！天大的笑話！（停頓）我們家什麼時候有兒子了？！ 

母親全身無力，攤在地上。 

妹妹趕緊扶起母親，讓她在沙發上坐下。 

二哥：為什麼要這樣欺負媽？ 

父親：媽是你叫的嗎？誰是你媽？ 

二哥：我都聽說了，媽這麼辛苦，你就不能諒解她嗎？ 

父親：這是我家，輪不到你來教訓我！ 

 

大門的另一邊傳來急促的敲門聲。 

 

父親前去開門。 

門一開，是大弟和小弟假扮的警察。 

小弟：警察！ 

大弟：聽說你們這邊有點麻煩，特地過來看看。 

父親：台灣警察的效率還真好。這下子不用我自己打 110 了。 

大弟：發生什麼事了嗎？ 

父親：這裡有個陌生人，擅自闖進我家，企圖假冒成我兒子。不過他失算了，

因為我家根本沒有兒子。他如果不是詐騙集團，就是對我太太和女兒意

圖不軌。 

大弟裝模作樣地走近二哥，對他不斷使眼色。 

大弟：嗯？年輕人？來人家家裡有什麼事啊？ 

二哥：關你什麼事？ 

大弟：很兇嘛！直接帶回去局裡！ 

妹妹衝上前，拉住大弟。大弟怕被認出來，把帽子壓低，不敢用正面示人。 

妹妹：警察先生，你聽我說，他真的是我哥。 

小弟：可是，剛才你父親不是這麼說的喔？ 

妹妹：我爸因為太生氣了，才會想把我哥趕出去。 

父親：妹妹，這個人是不是給妳吃了什麼？（對大弟）我女兒一定被下了迷

藥，才會神智不清，胡言亂語。 

二哥：我才沒有做這麼卑鄙的事情！ 

小弟：這個部份…… 

大弟：這個部分我們會回警局詳細調查。 

小弟：接下來…… 

大弟：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不良份子帶回去。 

小弟伸手去拉二哥，妹妹從後面拉住二哥的衣服不放。 

父親：妹妹，妳快放開！不要再執迷不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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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跪下，雙手掩面，啜泣不止。 

二哥：媽，妳不要哭！我很快就回來找妳們。（轉頭對父親）爸，你要對媽好一

點，她太可憐了。 

父親：你們沒有帶手銬嗎？ 

小弟：不好意思，剛好手銬都賣完了。 

父親：賣完了是什麼意思？ 

大弟：伯父，這是行話，聽不懂也沒關係。賣完了的意思是，最近犯人太多，

用量太大，我們的手銬現在都在掛在人家的手上。 

小弟：好啦，乖乖跟我們走。 

妹妹欲上前挽留，父親抓住她的手。 

二哥欲掙脫逃走，大弟抓住他的手。 

二哥和妹妹想用自由的那隻手抓住對方，卻被越拉越遠。 

兩人的動作就像所有通俗劇中的生離死別橋段。 

 

妹妹：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二哥：妹妹！妳要好好照顧媽！ 

 

大弟：好啦好啦，戲演完了，乖乖跟我們回去！ 

二哥被拖出門外。 

父親碰一聲關上大門。 

 

大弟和小弟抓著二哥，繞到下舞台。 

這裡代表戶外的空地。 

 

上舞台燈暗，看不見客廳裡發生什麼事情。 

 

二哥：放開我！你們不是真的警察吧？一看就知道了！ 

大弟：你還真兇哩！也不想想是誰救了你？ 

二哥：莫名奇妙，救我？你們把我從家裡拖出來做什麼？有什麼企圖？ 

小弟：（對大弟）他好像真的變成她們家的兒子了。 

二哥：我本來就是，不是什麼後來變不變的。 

小弟：二哥，我問你，我叫什麼名字？ 

二哥：你叫什麼名字關我什麼事？ 

小弟：（驚嚇）他忘記我們是誰了！ 

大弟：白癡ㄧ個。我真是看錯人了，這個計畫一點都不可行！ 

小弟：我早就有這種預感了…… 

二哥：你們這種人懂什麼？那是我終於找到的、真正的人生。不是讓你們耍著

玩的遊戲。 



 28

大弟：你才是最會玩遊戲的人吧？先說自己有特異功能，又說找到什麼真正的

人生。你是連續劇看太多了吧？ 

小弟：（感嘆）好好喔，真羨慕你。 

大弟：你羨慕個什麼勁？ 

小弟：人家找到真正的人生耶，我看我ㄧ輩子都不可能找到了。 

二哥：我已經和幸福擦身而過一次，這次我不想再錯過了。如果你想跟上來，

就得快一點！ 

小弟：我決定了，大弟，你自己回去吧！ 

大弟：你要陪這個瘋子玩下去嗎？ 

小弟：不是，我也要去尋找我真正的人生。我要離開這個城市。 

大弟：好，隨便你們。反正我每天都有很多時間，浪費這一個晚上也不算什麼

壞事。給你們一個忠告，這家根本沒錢！只是在裝闊，裡面什麼東西都

沒有！（從身上拿出一本小書）這個也給你們做紀念啦！寫啥東西有看

沒有懂。 

二哥從地上把小書撿起來，翻開幾頁細看。 

二哥：這哪來的？為什麼上面有我妹的名字？ 

大弟：客房的床底下發現的。 

小弟：不會吧？這個世界上真的有武功秘笈？ 

大弟：是床底下撿的，又不是山洞裡面發現的！ 

二哥拍拍書上的灰塵。 

二哥：這是我妹的日記。 

大弟：日記？只有女生才寫那種東西。 

小弟：看起來很破耶，搞不好超過 20 年了。你看，都變黃了。這還能看嗎？ 

二哥：別吵！我正在看！ 

大弟：一本破書也看得津津有味？（停頓）對了，你不是會感應嗎？幹嘛不用

感應的？這樣就不用一個字一個字用眼睛看啦！ 

二哥：你怎麼知道我有感應能力？ 

大弟：我們不是才剛在客廳聊過嗎？你不是還用特異功能找到抽屜的鑰匙嗎？ 

二哥：我才沒有什麼感應能力。這裡是我家，當然什麼東西在哪裡我都知道。 

小弟：我表演給你看，你之前就是這樣…… 

小弟把拳頭靠在額頭上，做出好像在感應的樣子。 

小弟：然後就看到鑰匙在哪裡了。超神的，連我們用地毯式搜索都找不到呢！ 

二哥：我不記得我做過這種事…… 

小弟：好啦！我幫你！ 

小弟把日記塞到二哥手中。 

二哥半信半疑，照著小弟示範的動作，做出用力感應的樣子。 

小弟：有嗎？ 

二哥搖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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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冥想，你要冥想。 

二哥閉上眼睛，大弟故意在二哥面前揮手。 

忽然二哥大叫一聲，大弟嚇了一跳。 

大弟：你是怎樣？走火入魔了嗎？ 

二哥：我看到了！ 

小弟：你看到什麼？ 

二哥猛搖頭。 

二哥：我不能說…… 

二哥低頭看那隻包著繃帶的手。 

他把繃帶拆掉，張開掌心翻來覆去的看。原本手上的疤痕又消失了。 

二哥轉身往回跑。 

大弟：喂！你要去哪裡？ 

二哥：我要回家！ 

大弟：你要回哪個家？ 

二哥：承德路上的破公寓！ 

小弟：他恢復正常了！ 

二哥下。 

 

小弟撿起地上的日記，唸了起來。 

大弟也跟著湊上去看。 

 

上舞台，燈亮。 

客廳裡只有妹妹一個人。 

她坐在桌前，配合著小弟的聲音，做出像是在寫字的動作。 

小弟：「媽根本不想去巴里島，爸說什麼去渡假，其實是想送媽去看病。媽才沒

病，她只是太想念哥哥。」 

「今天幫哥哥寫了一封信給媽，我告訴她，哥哥後天就會回家。」 

「上天啊，如果我有一個哥哥，請讓他在後天出現在我家客廳。」 

大弟：這什麼時候寫的？ 

小弟：前天寫的。 

大弟：我想看更久以前的，翻第一頁來看好了。 

 

小弟慢慢地翻到第一頁。 

妹妹：今天媽跟我說了一個故事。 

有一個少女，愛上了漂泊的船伕。有一天，船伕出海之後就沒再回來，

只留下一個孩子，在少女的肚子裡。有錢的表哥來到鎮上，少女的父母

想和他做親家。他們趁著少女熟睡的時候，偷走她的孩子。（停頓）我聽

完覺得好悲傷，媽卻要我把它寫到日記裡面。 



 30

 

下舞台燈漸暗。 

大弟與小弟下。 

母親上。 

她走到妹妹身邊，一邊看妹妹寫日記，一邊與妹妹對話。 

妹妹：媽不愛我，她只愛哥哥。 

母親：別胡說，我也愛妳。 

妹妹：為什麼老是要說我有一個哥哥？如果真的有，那哥現在去哪裡了？ 

母親：他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妹妹：今天放學，我看到水池邊的花好漂亮，很想摘回去送給媽。可是我跌倒

了，掉到水池裡面，都是爛泥巴，好臭。 

母親：然後呢？ 

妹妹：有一個不認識的男生，好像是高年級的。他把我從池子裡面拉出來，還

幫我摘了一大把花。 

母親：好像故事書裡面的英雄救美。 

妹妹：我把花拿回家給媽看。媽好高興，只顧著看花，都沒發現我受傷。沒有

人幫我擦藥，傷口就變成了一道疤痕。 

母親：每次看見那道疤痕，我就會心痛。我只能買很多長袖的衣服給妳。 

妹妹：如果那個高年級的男生就是我的哥哥，那該有多好？媽就不會每天想著

哥哥，而忘記我了…… 

 

二哥上。 

他走到妹妹身邊。 

妹妹抬頭看他。 

妹妹：哥！ 

二哥：妳認錯人了，我不是你哥哥，我是那個幫妳摘花的人。 

妹妹：對不起…… 

二哥：沒關係，我可以當你哥哥。 

妹妹：謝謝你，我現在不想要哥哥了。（停頓）那你可以陪我回家嗎？我媽媽在

家裡等我。 

二哥：走吧！一起回家吧！ 

妹妹站起來，二哥牽起妹妹的手，兩人走向右舞台，下。 

 

 

幕落。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