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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 

 

場景：舞台中央有一張桌子兩張椅子，木式簡潔風格。中上舞台是廚房，出入口

在左邊，廚房隔牆的上半部鏤空當作出餐檯。左舞台是浴室，浴室牆切了

一片，讓觀眾得以窺看，左上舞台是塑膠拉門隔開的淋浴間。右下舞台有

張雙人沙發和一張小桌子，一台電視機在桌子上。舞台右下方是大門出入

口，右上方是臥室房門。 

角色：芝怡 

 宇澤 

小孩 

 

 小孩年齡在每場分別為：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大學，由同一演員

扮演，從小到大由畫面上的突兀、尷尬、好笑逐漸寫實。 

 

第一場 

 

 （小孩在地板上玩熊玩偶，芝怡坐在沙發上，小桌子擺有關東煮，電視正

在播放節目；宇澤打開冰箱，在裡頭翻找） 

 

芝怡 快點，廣告要結束了。 

小孩 今天沒有回家作業。 

宇澤 好像沒什麼飲料了。你想喝什麼嗎？我去買。 

芝怡 不用──冰箱有一瓶罐裝綠茶，拿給我好嗎？ 

 

 （宇澤拿了一瓶綠茶和一罐啤酒） 

 

芝怡 又是啤酒，不是跟你說不要買了。 

宇澤 上次員工旅遊出去玩時買的，就帶回來冰著。 

小孩 我想喝可樂。 

芝怡 什麼員工旅遊？ 

宇澤 我有給妳看照片。 

芝怡 就你和那個酒鬼── 

小孩 熊熊也想喝。 

宇澤 那叫酒伴，而且我也跟妳說過他的名字，叫翰偉。 

芝怡 隨便，真不懂為什麼你們喜歡喝啤酒，又貴熱量又高，沒什麼營養。 

小孩 熊熊說，我們今天不吃晚餐。 

宇澤 就只剩最後一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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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怡 反正你一定還會再去買。 

宇澤 不過一些小錢，又不會怎麼樣。 

芝怡 宇澤，我們剛結婚，這樣好嗎？ 

小孩 不好，我不要吃。 

宇澤 周末偶爾才喝，又不是酗酒。 

芝怡 我們學貸都還沒還完，家裡又剛裝潢好。 

小孩 （對玩偶）你今天好漂亮。 

宇澤 我們只是多買了幾個櫃子和椅子吧？ 

芝怡 還有你不是說機車怪怪的，如果要換機車，那也是一筆錢。 

宇澤 芝怡，我買的是啤酒不是跑車。 

小孩 （玩玩偶）咻咻咻～ 

芝怡 這些錢累積下來很可觀，說不定就是以後小孩的教育基金。 

宇澤 現在周末，可以讓我休息一下嗎？ 

 

 （沉默） 

 

芝怡 對不起，我知道我很誇張。 

小孩 （用玩偶撞地板）崩！ 

宇澤 沒關係。 

芝怡 今天組長又挑我毛病，明明整組業績都不好，為什麼他特別要找我麻煩？ 

 

 （宇澤右手環抱住芝怡） 

 

芝怡 好累。 

小孩 今天有睡午覺。 

宇澤 我也是。 

芝怡 我一直覺得很焦躁，好像有台火車要迎面撞上來，但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小孩 下午學校有點心。 

宇澤 妳沒有時刻表喔？ 

 

 （芝怡看著宇澤） 

 

宇澤 好啦，不開玩笑。 

芝怡 你很白癡。 

小孩 沒有吃很多。 

宇澤 芝怡，不用擔心那麼多。我們現在生活很好。有工作，雖然沒有自己的房

子，但我們也把這裡裝潢成自己的窩，還有一些閒錢可以拿來買些奢侈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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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怡 像是你的啤酒。 

小孩 吃晚餐就有可樂？ 

宇澤 對，啤酒，還有關東煮。每個禮拜找一間餐廳吃飯，偶爾去看首輪電影，

假日騎機車出去玩，花點錢在手機遊戲上── 

芝怡 我怎麼不知道你在手機遊戲花錢？ 

宇澤 這不是重點啦。 

小孩 我還是不要吃。 

芝怡 先放過你。 

宇澤 （咳嗽）重點在，我們不需要那麼小心翼翼。 

 

 （沉默） 

 

芝怡 宇澤，你有想過我們現在的生活是為了什麼嗎？ 

小孩 熊熊知道為什麼。 

芝怡 我們每個月的薪水，拿來付房租、貸款、油錢，每天吃一頓飯，就再少一

點。我們到底在幹嘛？我不想要以後沒有自己的家，只要房東不爽就能直

接趕我們走，我們到底能做到什麼事情？ 

小孩 因為老師說人心情不好會不吃飯。 

宇澤 芝怡。 

 

 （宇澤抓住芝怡肩膀，小孩抓住熊玩偶，兩兩對視） 

 

宇澤 我想轉台。 

芝怡 你這個智障！ 

小孩 我和熊熊說好不吃晚餐。 

宇澤 好、好別打了，這樣笑一下不是很好？最近我們過得很辛苦，剛搬家才有

那麼多花費，可是在一起都能撐過去的。（停頓）不要擔心，好嗎？我知

道妳小時候家裡狀況不好，但是妳現在也平安長大了，身體健康，腦袋清

楚，有一份固定的工作，還和一個帥氣男子結婚了。 

芝怡 最後一個很多餘。 

小孩 爸爸要煮晚餐？ 

宇澤 我好傷心喔。（停頓）我很認真，芝怡。妳記得妳第一次到我家，和爸媽

見面的時候嗎？ 

芝怡 我記得啊，摩特車騎好久，你還差點迷路。拜託你家耶。 

小孩 可是，我和熊熊說好了。 

宇澤 那附近變動很大──那不是重點啦。重點是，那天晚上，妳和我說了妳們

家裡的狀況。 

芝怡 （嘲諷）我說了什麼，三餐不繼？債台高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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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澤 妳說妳相信自己是獨角獸。 

小孩 熊熊明明就會說話！ 

芝怡 （失笑）我不會說這種蠢話。 

宇澤 妳們家在山邊，妳的房間都是壁癌，一個洞一個洞的。 

芝怡 我真的有和你提過我家？ 

小孩 熊熊知道。 

宇澤 妳會躺在房間床上，關上燈，靠著窗外微光去摳牆壁，偶爾粉屑在空氣裡

飄，妳就想像成流星墜落。 

芝怡 不可能。 

小孩 熊熊真的知道，不然你問它。 

宇澤 妳以前覺得「錢」是罵人的詞，因為妳爸媽吵架總是繞著這個字轉。 

 

 （沉默） 

 

芝怡 我還說了什麼？ 

小孩 熊熊說，因為佩佩說世界上才沒有獨角獸。 

宇澤 妳那時候躺在我腿上，看著天花板。 

 

 （芝怡躺在宇澤大腿上，宇澤和芝怡回到過去的時光） 

 

宇澤 妳說── 

芝怡 我們家啊，以前住在山邊，房子像泡在水裡，牆壁都是壁癌，一個洞一個

洞的。你看到不要嚇到喔。 

小孩 佩佩說，如果真的有獨角獸，動物園一定會有。 

宇澤 潮濕的地方很容易這樣。壁癌又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芝怡 我常常在想，為什麼我會出生在這樣的地方。 

宇澤 我們出生的原因都是一樣的吧。 

小孩 佩佩說我被騙了。 

芝怡 不一樣，絕對不一樣。我是意外的產物。 

宇澤 我是兩人相愛的副作用。（看芝怡臉色）好不開玩笑。 

芝怡 （嘆氣）你說中了。 

宇澤 什麼？ 

小孩 老師說有，書裡面都有。 

芝怡 你知道有部動畫，有個女孩被犬神認養的故事。我那時候想，我一定也是

被認養的。 

宇澤 妳想像力很豐富喔。 

芝怡 小時候我都胡思亂想，在關燈的房間裡面，我還看著牆壁剝落的粉屑，告

訴自己那是流星，我是失散的獨角獸。（停頓）笑什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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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 但佩佩說大人最喜歡騙小孩。 

宇澤 很可愛阿。 

芝怡 超可愛的。我還想說某一天，我會長角，我真正的獨角獸爸媽會出現，他

們還會問我，是不是要離開這個家。 

宇澤 妳會拒絕吧？ 

小孩 我不知道。 

芝怡 我一直等著，某天，我會坐在獨角獸的背上，和我爸媽道別。 

小孩 ……真的嗎？馬麻看過獨角獸？ 

芝怡 我討厭我家。 

 

 （沉默） 

 

芝怡 離開家以後，到城市裡念書，我沒有長出角來，只欠了一堆債，不再想著

獨角獸。 

小孩 我要看獨角獸！ 

芝怡 你的房間真的很好，不用擔心，我沒有嫌棄的意思，剛剛只是心情不好，

我沒有想過你們家的狀況是這樣。 

宇澤 怎麼樣？ 

小孩 乖小孩才看得到獨角獸。 

芝怡 我原本以為，你們家狀況很差。 

宇澤 我爸退休了，這是他們一輩子的成果。我爸的退休金光是倆人生活就已經

夠拮据了。我不能再麻煩他們。 

芝怡 已經很好了。我們家什麼都沒有。如果不是要結婚，我還不想回去。 

宇澤 別這麼說。 

芝怡 爸媽每次都在吵架，有幾次半睡半醒間，我還聽見他們說「早知道就不要

生小孩了」。 

小孩 我要當個乖小孩。 

 

 （沉默） 

 

宇澤 你記得大學的時候，有次我生病沒去上課，妳還潛入男生宿舍照顧我嗎？

我上吐下瀉，一清醒就看見妳在書桌，還有一碗買來的粥。妳到底怎麼混

進來的？ 

芝怡 就扮男裝，混在一群朋友裡面，宿舍阿姨又認不出來。 

小孩 熊熊也要吃飯。 

宇澤 我從那時候開始就覺得妳很厲害，什麼都不怕，沒有事情能夠難倒妳。不

用怕，什麼事情都有解決辦法的，不是嗎？（停頓）我們要有自己的家了。 

芝怡 唱歌給我聽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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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澤 我又不會唱歌。 

小孩 爸爸煮飯最好吃了。 

芝怡 最簡單的兒歌就好。有一次我偷聽爸媽吵架，被趕回房間後，我爸沒多久

就到我房間，在我床邊唱歌給我聽。 

宇澤 唱什麼？ 

小孩 可樂！ 

芝怡 搖籃曲。 

宇澤 寶寶睡？ 

芝怡 對。 

宇澤 寶寶睡，乖乖睡，哼哼哼哼哼哼── 

芝怡 你很白癡，歌詞都不會。 

宇澤 不然你告訴我怎麼唱。 

小孩 熊熊也要可樂。 

芝怡 我忘了。（停頓）算了。 

宇澤 不要，我就是要唱給你聽。寶寶睡，乖乖睡，哼哼哼哼哼哼── 

芝怡 你唱歌真的很難聽。 

小孩 不管，媽媽答應過了！ 

 

 （芝怡離開宇澤腿上） 

 

芝怡 我真的跟你說過這些。 

宇澤 那時候妳還睡死了。 

小孩 乖小孩才看得到獨角獸…… 

芝怡 好丟臉，不要說了。 

宇澤 心情有好一點嗎？ 

小孩 可是熊熊也是乖小孩。 

芝怡 嗯。 

宇澤 那我要喝啤酒囉。 

芝怡 你這個人。 

 

 （芝怡拿杯子裝了點綠茶） 

 

小孩 我不要了。 

芝怡 我也要。 

宇澤 誰說啤酒很花錢的。 

 

 （宇澤倒啤酒進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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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怡 好好喝。（停頓）還是不準買啤酒！ 

宇澤 知道了，下次買了會分一半給妳。 

芝怡 你真的很討厭。 

小孩 我吃飽了。 

 

 （芝怡宇澤兩人喝飲料、吃晚餐，看電視說笑；小孩坐在餐桌椅上。） 

 

第二場 

 

 （小孩坐在餐桌椅上寫作業，芝怡在廚房準備晚餐，宇澤從房間走出） 

 

芝怡 醒啦。 

宇澤 怎麼不叫我起床？ 

芝怡 看你睡的那麼熟，就想說讓你多休息一下。 

宇澤 （從背後環抱芝怡）如何？ 

芝怡 什麼如何？ 

小孩 媽，我想出去玩。 

宇澤 我的表現啊。 

芝怡 不懂你在說什麼。 

宇澤 不然可以再來一次。 

小孩 我想出去玩。 

 

 （宇澤從後抱住芝怡，親吻芝怡） 

 

芝怡 幹麻。 

宇澤 沒幹麻啊。 

芝怡 不是說用掉最後一個了？ 

小孩 已經都做完了，作業。 

宇澤 沒關係。 

芝怡 懷孕了怎麼辦？ 

小孩 給妳檢查。 

 

 （小孩把作業推到餐桌另一頭） 

 

芝怡 我們沒有錢。 

 

 （宇澤走回客廳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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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 字醜又不會怎樣！ 

芝怡 別生氣。 

宇澤 我沒有生氣。 

芝怡 好啦，你的表現是不錯。 

小孩 好啦，我改掉就好。 

 

 （宇澤忍不住笑，小孩拿回作業部修改） 

 

宇澤 在幹麻？ 

芝怡 想說煮一把麵，加些青菜、雞蛋當晚餐。以前我放學回家，大人都還沒回

來的時候，我都會自己煮這些來吃。你要吃嗎？  

小孩 改完了。 

宇澤 今天出去吃好不好，去以前常吃的那家餐廳？ 

芝怡 有什麼要慶祝的嗎？ 

小孩 明天也沒有考試。 

宇澤 沒有要慶祝也能去吃吧？ 

芝怡 只是那家有點貴。去附近的小吃攤就好了吧？ 

小孩 我會在吃飯前回來。 

宇澤 甜點你都吃辣味熔岩蛋糕。 

芝怡 你都點手工蜂蜜香草冰淇淋。 

宇澤 我們還會彼此交換。 

小孩 上一次考試？ 

芝怡 一冷一熱一辣一甜。 

宇澤 都是窗邊那個位置。 

芝怡 黑色外皮的兩面菜單和檸檬水。 

宇澤 前菜的沙拉一直維持很難吃的水平。 

小孩 老師說我的水平不錯。 

芝怡 以前都說是為了等甜點之前的折磨。 

宇澤 我們出去吃好不好？ 

芝怡 可是現在要月底了。 

小孩 我知道要段考了。 

宇澤 沒關係，爸媽要請客。 

芝怡 為什麼？ 

小孩 沒有一百分，錯了幾題。 

宇澤 芝怡，我還完貸款了。我和爸媽說了，他們想替我們慶祝，就約在那間餐

廳。 

芝怡 你還完學生貸款了？ 

宇澤 是啊。你記得嗎？我們大學跨年的時候第一次去那間餐廳吃飯，晚上在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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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頂樓看星星等煙火，我喝到半醉，沒等到煙火就先回到我的房間──

（笑）那也是我們的第一次。 

小孩 可是我很認真了。 

宇澤 之後，妳到浴室洗澡，我在外面等著，跨年夜宿舍沒什麼人，我躺在宿舍

地板上，望著天花板上的白色燈光，聽著水聲，我好像感覺到妳躺在我旁

邊，一起看著同樣的白光。 

小孩 有，錯的我都寫了三遍。 

宇澤 就在那時候，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帶給妳幸福。芝怡，我愛妳。我知道妳

對金錢很沒安全感，但我們有自己的家了，我們還年輕，兩個人一起努力，

把貸款還完，生兩個小孩，養一隻狗，一起變老。 

芝怡 可是我已經把麵和青菜放下去煮了。 

 

 （小孩翻書包，拿出聯絡簿） 

 

宇澤 煮完拿去冰還是能吃。我們好久沒有一起去那間餐廳吃飯了。 

芝怡 可是冰過之後的食物很難吃。 

宇澤 那不然就我們兩人分一分，這樣應該還吃的下晚餐。 

小孩 明天就真的沒考試。 

芝怡 我衣服還沒洗── 

宇澤 回來再洗也來得及吧？ 

小孩 我已經讀很久了！ 

芝怡 明天還要上班，我怕會聊到太晚。 

宇澤 不會啦，爸媽也只是想看看我們現在怎樣。 

芝怡 喔。 

小孩 吃完晚餐之後你又會說太晚出去不好。 

宇澤 妳不舒服嗎？ 

芝怡 沒有。（停頓）我只是想，我好像沒有適合的衣服。 

宇澤 爸媽不會在意那麼多，就吃個飯而已。 

芝怡 恩。 

小孩 白天又說天氣太熱。 

 

 （芝怡繼續煮晚餐） 

 

宇澤 要不然我們吃完晚餐回來，再把妳煮好的麵當消夜？ 

芝怡 宇澤，我想，我還是不要去好了。 

小孩 就算考一百分也不能出去玩。 

宇澤 啊？ 

芝怡 我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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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澤 哪裡不舒服，我跟爸媽講一下，改天再慶祝。 

芝怡 宇澤，我不想去。 

小孩 我想出去玩。 

 

 （沉默，芝怡繼續煮晚餐） 

 

芝怡 我吃麵就好。 

宇澤 為什麼不想？ 

芝怡 就不想。 

小孩 我沒有不想吃晚餐。 

宇澤 我們可以換一家餐廳，或者邀爸媽來家裡，自己煮一些菜。 

芝怡 我只會煮麵。 

宇澤 我們可以買些現成的帶回家。 

芝怡 宇澤，你和爸媽去吃不行嗎？ 

小孩 我只是想出去玩。 

宇澤 爸媽很久沒有看到我們了。 

芝怡 我知道。 

宇澤 問題在哪裡？ 

小孩 那我不想看獨角獸了。 

芝怡 我只是覺得和我無關。 

宇澤 我們是夫妻，怎麼會無關？ 

芝怡 我知道。 

宇澤 就吃個飯而已。 

小孩 我不當乖小孩了。 

芝怡 我知道。是我的問題。我去換個衣服，等等就能出發了。 

宇澤 不想去我打個電話和爸媽說一聲就好。 

芝怡 我都說我要換衣服了。 

宇澤 我不想勉強妳。 

小孩 真的嗎？麥當勞？ 

芝怡 我一點也不勉強，這樣可以嗎？ 

宇澤 我以為妳會很開心。 

小孩 那我不出去了。 

 

 （沉默，芝怡走進房間，傳來她的聲音，正在換衣服，斷斷續續的；宇澤

從冰箱拿出一瓶啤酒喝；小孩收拾桌面，拿出課本。） 

 

芝怡 我和你說過嗎？小學的時候，我最討厭同樂會的時間，每個人都有很多零

食飲料，只有我是一包科學麵，和一瓶用茶包泡出來的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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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 對阿，家裡很好。 

芝怡 泡到後來連顏色都淡淡的，味道很噁心。 

小孩 我喜歡在家裡。 

芝怡 我是全班的開心果，在台上表演、說笑話，用力鼓掌，就這樣度過一節課。 

小孩 我是乖小孩。 

芝怡 每次都像遇上什麼災難，需要用盡全力才能在那個場合活下來。 

小孩 我讀明天老師要上課的地方。 

 

 （芝怡回來，她換上一身洋裝） 

 

芝怡 朋友每次都會分我他們的食物和飲料，巧克力、洋芋片、蛋糕、軟糖，甚

至還有人帶水果和袋裝堅果。 

小孩 （哼著）麥當勞～ 

芝怡 我每次都說不用，我有自己的。其實我根本不喜歡他們分我東西，那讓我

覺得自己很討厭。 

小孩 晚餐吃麥當勞～ 

芝怡 有次我忍不住，偷了朋友帶來的水果硬糖，上面有草莓的圖案，味道很好。 

小孩 我要兒童餐。 

宇澤 後來呢？ 

芝怡 我被朋友發現，他沒怪我，只是希望我可以先問他。 

宇澤 你朋友人真好。 

芝怡 （停頓，笑）是啊。 

小孩 漢堡、薯條、和可樂。 

宇澤 為什麼要和我說這些？ 

芝怡 我後來和那朋友絕交了。 

宇澤 為什麼？ 

芝怡 我覺得他看不起我。 

小孩 我要玩具！ 

宇澤 怎麼會？ 

芝怡 他看我的眼神，和我說話的方式，還有每次有什麼東西就先問我要不要，

都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宇澤 會不會是妳多心了？ 

小孩 明天上數學和國文。 

芝怡 應該是吧。 

宇澤 怎麼突然和我說這些？ 

芝怡 就突然想到。不是說快來不及了？ 

小孩 還有兩個禮拜段考。 

宇澤 芝怡，我是認真的。如果妳不想去，我打電話和爸媽說妳身體不舒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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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體諒的。 

芝怡 都換好衣服了還說這些。 

宇澤 我不想勉強妳。那不是我的本意。 

小孩 我會當乖小孩。 

芝怡 我沒事，剛剛就是在鬧彆扭而已，不要在意。（停頓）你又買啤酒了。 

宇澤 剩一半妳要不要？ 

芝怡 不用，我喝綠茶就好。我把麵煮好冰起來就可以出門了。你快點喝完吧。 

宇澤 好。 

小孩 最喜歡媽媽了。 

 

 （小孩繼續在餐桌前翻書，芝怡在廚房忙碌，宇澤手拿啤酒，猶豫一下，

仰頭喝完。） 

 

第三場 

 

 （小孩在看電視，芝怡收拾客廳桌面，宇澤從大門進入） 

 

芝怡 回來啦。 

宇澤 嗯。 

小孩 我再看幾分鐘就好。 

芝怡 你朋友走囉？ 

宇澤 剛送他搭捷運。 

芝怡 我還在想說你最近怎麼傳的訊息少好多，原來有約人吃晚餐了。 

宇澤 最近聯絡妳的時候不是在忙叫我晚點打電話給妳，要不然就是要加班，一

個禮拜好幾天晚餐都一個人吃，偶爾約人吃晚餐不過分吧？ 

小孩 冷掉了我還是會吃。 

芝怡 我沒有抱怨的意思喔。（停頓）但我不喜歡你朋友。 

宇澤 你說翰偉？ 

芝怡 管他叫什麼名字。 

宇澤 我跟妳提過，他就是我們公司的開心果啊。他家境也不好，大學半工半讀，

我在公司年紀比他大，待的時間還比他短，都被叫「學長」。他平常很搞

笑，今天可能是害羞吧。 

小孩 我知道煮好了。 

芝怡 我看不出來。 

宇澤 他平常不是這樣的。 

芝怡 我只是拿了一罐啤酒，以為是你買的。而且他那什麼牌子的啤酒，醬油味

超重。 

宇澤 外國的黑麥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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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 味道還不都差不多。 

 

 （芝怡關電視） 

 

小孩 要談什麼？ 

芝怡 很難喝。我都打開喝了一口他才說那是他買的，我要賠錢又不肯，還說什

麼「原來大嫂喜歡拿別人的啤酒喝」。 

宇澤 他的幽默感比較特別。 

芝怡 幽默感？他幽默感是這樣還能當開心果，我都要當萬歲牌董事長了。 

宇澤 （忍不住笑）妳是很幽默啊。翰偉平常比較會開自己的玩笑，今天不知道

怎麼回事。 

小孩 放在桌上的錢？ 

芝怡 他來我們家作客也沒有幫忙收拾，東西吃一吃拍拍屁股就走，我都沒跟他

收清潔費了，他還在那邊計較。 

宇澤 好啦別生氣。 

小孩 （同時）我沒有！ 

芝怡 （同時）我沒有！ 

宇澤 好妳沒有。 

芝怡 （停頓）你們晚餐吃什麼？ 

宇澤 買碗麵和幾盤小菜帶回來吃。 

芝怡 怎麼不先打個電話給我？ 

小孩 為什麼懷疑我？ 

宇澤 我有打，妳沒接到，想說妳在忙，就不吵妳了。 

芝怡 喔。 

 

 （沉默） 

 

小孩 好啦，我也才拿二十元，把零錢放那裡不就是要用嗎？ 

宇澤 芝怡，別生氣喔。 

芝怡 （同時）我沒有！ 

小孩 （同時）我沒有！ 

宇澤 好妳沒有，那能不能維持不要生氣，我想說一件事。 

芝怡 我沒有氣你買啤酒。 

宇澤 不是這件事。我是想，妳剛剛表現也有點超過了。 

芝怡 我？有嗎？ 

小孩 就真的只有拿二十元喔。 

宇澤 有。 

芝怡 我做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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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澤 禮貌上應該先問一下能不能吃，或那飲料是誰的。妳剛剛就直接拿起筷子

夾小菜，還隨手就拿了一瓶啤酒── 

小孩 拿去買可樂。 

芝怡 我不是說我以為是你買的嗎？ 

宇澤 我知道，但還是確認一下比較好。而且妳喝完第一瓶啤酒以後，拿了我買

的啤酒直接在翰偉面前說「這瓶應該不是你買的了吧」。 

芝怡 我有這樣做？ 

小孩 二十元能買什麼東西？ 

宇澤 有。還好翰偉只是大笑說的確不是。 

芝怡 我都沒什麼印象了，那時應該氣急攻心。 

宇澤 妳真的不是萬歲牌的董事長嗎？ 

小孩 我知道會傷身體。 

芝怡 如果是就好了。 

宇澤 哈哈。（停頓）今天因為有棒球比賽，才邀翰偉來家裡吃晚餐。如果妳不

喜歡，我以後都不邀他了。 

小孩 只是一杯可樂！ 

 

 （沉默） 

 

芝怡 我沒有不喜歡，只是有點難適應。平常都是我們一起吃晚餐的。 

宇澤 但妳最近很忙，常常都在加班。 

芝怡 公司要擴充人力，我要訓練新人。 

小孩 我想看電視。 

宇澤 我知道妳忙，但我傳訊息問妳要吃什麼我幫妳買，妳都回答隨便、都可以，

有時候甚至已讀不回，我都在想手機訊號到底有沒有正常傳送到妳那邊。 

芝怡 我沒時間回覆。 

小孩 妳什麼都不準我做。 

宇澤 連按張圖的時間都沒有嗎？ 

芝怡 有時候我只能拿起手機看一兩眼，馬上就要做其他事情了。 

宇澤 妳真的很忙。 

小孩 你跟爸也都會看電視，又要我少看？ 

芝怡 沒辦法，剛升上組長，底下那些組員又菜的跟什麼一樣，業績比不上別組，

還一直想請假。上班又偷逛臉書，打個電話三催四請的，上頭又一直給壓

力，我都快爆炸了。 

宇澤 為什麼我都不知道？ 

芝怡 （停頓）我想等到事情穩定下來，我習慣了再跟你說。 

宇澤 最近身體狀況好嗎？ 

小孩 這是我的身體，我就是想要讓身體不好不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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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怡 不用擔心那麼多啦。 

宇澤 工作壓力有那麼大，一定要妳一個禮拜加班三四天嗎？ 

芝怡 （停頓）其實沒有。 

小孩 妳連讓我和朋友出去玩都不準。 

宇澤 那為什麼── 

芝怡 業績不好我只好讓組員加班到業績達標，不過最近有人去投訴，我只好抓

在七點前下班。 

宇澤 有必要這麼拼嗎？ 

小孩 就算是寒暑假也一樣！ 

芝怡 又不是沒有加班費，而且業績達標還有額外獎金，每一個人都有。 

宇澤 我寧願妳早點回家。 

 

 （沉默，芝怡哭泣） 

 

小孩 ……媽，不要哭好不好，都幾歲了。 

宇澤 對不起。 

芝怡 我也很想早點回來。 

宇澤 提早下班不行嗎？ 

 

 （沉默） 

 

芝怡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小孩 我只是想有一點空閒時間。 

芝怡 上次和爸媽吃完飯以後，我好像變成了你的負擔。 

小孩 就一直讀書、考試。 

芝怡 爸媽問我還有多少要還，皺眉要我們加油，說我們年輕人很辛苦，吃飯到

一半刻意找理由離席付帳。 

小孩 我覺得很累。 

芝怡 我身上的負債好像成為某種枷鎖，把我困在公司裡面。 

小孩 每次都只有學校跟回家。 

芝怡 你傳給我的訊息我都看了，有時候不想回應。 

小孩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 

芝怡 看你提到附近那間便當店出了什麼新菜色，哪家拉麵店價格又上漲了，哪

裡的飯館搬遷或關門大吉，我就覺得很生氣。 

小孩 可是我也很累阿。 

芝怡 我知道不是你的問題，所以我更努力工作，升到組長，然後把債都還完就

沒事了。 

小孩 我也沒多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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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怡 我每次和你說話都好想把這些說出來，但又覺得為什麼要講，講了你會懂

嗎？ 

小孩 我當然知道妳是為了我好。 

芝怡 我看到你喝啤酒，在外面選要什麼晚餐，我只能吃公司訂的便當，和一群

難搞的同事相處一整天。 

小孩 用功念書以後才有好工作。 

芝怡 我今天好累，又看到你和你朋友在家裡喝啤酒吃晚餐── 

小孩 我當然知道阿！ 

宇澤 對不起。 

芝怡 是我的問題。 

小孩 偶爾放鬆一下會怎樣嗎？ 

宇澤 我可以幫忙。 

芝怡 我們不是談過了嗎？ 

小孩 我只是想有一點自己的時間。 

宇澤 但是看妳這樣，我很難過。 

芝怡 缺的自己負責，如果有盈餘再商量要怎麼用。 

宇澤 我想用在妳身上。 

 

 （沉默） 

 

小孩 別再用獨角獸那套了好嗎？ 

芝怡 你這白癡。 

宇澤 我答應過要帶給妳幸福。 

芝怡 我現在很幸福。 

 

 （他們相擁） 

 

芝怡 但我還是要靠自己還錢。 

小孩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宇澤 蛤？ 

芝怡 這是我自己的問題，我不想麻煩別人。 

小孩 我等一下就出去吃飯。 

宇澤 我們是夫妻不是「別人」。 

芝怡 讓我任性一次吧。 

 

 （沉默） 

 

宇澤 記得有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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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怡 我知道。 

宇澤 不要太逞強了。 

芝怡 你覺得呢？ 

小孩 妳還要我怎樣？ 

宇澤 媽的妳一定會逞強。 

芝怡 知道就好。 

 

 （沉默） 

 

小孩 （嘲諷）我不夠乖嗎？ 

宇澤 我是說真的，妳不是一個人，撐不下去了話還有我在。錢嘛，慢慢還就好，

身體還是要照顧好，我們以後還要養兩個小孩── 

芝怡 一個。 

宇澤 兩個。 

芝怡 一個都不確定能不能養活了── 

宇澤 不要說的像養寵物一樣！這以後還能討論，反正身體要照顧好，不要給自

己太多壓力，拜託妳好好吃飯── 

小孩 我知道妳是為了我好。 

芝怡 公司的便當我都有吃完。 

宇澤 好棒喔，芝怡是乖小孩。 

芝怡 好說，好說。 

小孩 可以讓我看電視了嗎？ 

 

 （兩人笑，小孩打開電視） 

 

芝怡 你那位朋友── 

宇澤 翰偉。 

芝怡 你有翰偉的電話嗎？我想去道個歉。 

宇澤 他不會在意啦，我再幫你轉述就好。 

芝怡 親自道歉還是比較好。 

宇澤 也好，你們說不定聊得來。 

 

 （沉默） 

 

宇澤 嘿。 

芝怡 幹麻？ 

宇澤 我知道那首搖籃曲怎麼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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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機傳來音樂聲） 

 

芝怡 怎麼唱？ 

宇澤 寶寶睡，快快睡，外面天黑又風吹── 

 寶寶睡啊，寶寶睡，我來唱首催眠曲── 

 

 （相擁的兩人輕輕搖擺，像在跳一隻慢舞） 

 

小孩 媽的煩死了。 

 

 （小孩關上電視） 

 

第四場 

 

 （廚房多了些白瓷餐具和鋼製刀叉，廚房外桌椅上有兩道菜，宇澤坐在一

邊的椅子上吃飯，小孩坐在對面，也在吃飯） 

 

宇澤 回來了嗎？妳今天要我煮晚餐給妳吃的時候，我嚇了一跳。我沒有煮過

菜，最多就煎顆蛋，外面買方便快速，自己煮也不見得比較便宜。這次是

我第一次煮飯，不要笑我。 

小孩 今天晚餐很好吃。 

宇澤 我買了空心菜和吳郭魚，空心菜就水煮過加醬油和油蔥，吳郭魚用油煎加

胡椒和鹽巴，我知道不好吃，不過至少都有熟（笑）。妳在公司一定很忙

很累，餓了吧？趕快吃吧，再晚一點菜涼了就不好吃了。（他看著時鐘）

回來了嗎？妳今天告訴我要我煮晚餐── 

 

 （芝怡打開門，手上提著塑膠袋） 

 

宇澤 回來了嗎？ 

芝怡 回來了。看我帶了什麼？ 

小孩 我知道和平常一樣。 

宇澤 妳今天要我煮晚餐給妳吃的時候，我嚇了一跳。 

芝怡 是啤酒喔。 

宇澤 我沒有煮過菜，最多就煎顆蛋── 

芝怡 今天好累，幸好有達到目標，不然開會又要被罵了。 

小孩 我知道就只有麵加蛋加青菜，但還是很好吃。 

宇澤 外面買方便快速，自己煮也不見得比較便宜── 

芝怡 加班的工資終於匯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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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澤 我買了空心菜和吳郭魚。 

小孩 不會，這樣剛好。 

芝怡 而且今天公司便當還不錯，不再是豆芽菜和荷包蛋了。 

宇澤 空心菜用油煎加胡椒和鹽巴。 

小孩 我知道是妳做的，爸做的會更── 

芝怡 下午茶有紅茶和蛋糕。 

宇澤 吳郭魚就水煮過加醬油和油蔥。 

芝怡 我覺得很滿足。 

 

 （芝怡打開電視） 

 

小孩 不，沒有。 

宇澤 這裡面是什麼？ 

芝怡 啤酒。 

宇澤 我不喝這牌的。 

小孩 味道很好。 

芝怡 上次看你和翰偉有買。 

宇澤 那是翰偉喝的。 

芝怡 有差那麼多嗎？  

小孩 媽，妳和爸的手藝沒差那麼多。 

宇澤 有醬油味。 

芝怡 習慣了就好。 

宇澤 你還說很難喝。 

小孩 可能妳廚藝有進步吧。 

芝怡 不會阿。（她打開一罐）你要喝嗎？ 

宇澤 怎麼會買啤酒，你不是很反對我買嗎？ 

芝怡 如果人生只為了工作還錢，那又為什麼要活下去？ 

小孩 我有些事情想說。 

宇澤 這是誰跟你說的？ 

芝怡 沒有誰，就最近的感想。 

宇澤 你還有要吃晚餐嗎？ 

小孩 我沒很餓。 

芝怡 我有點飽。 

宇澤 是妳要我做晚餐的。 

芝怡 我那時候會餓，而且沒想過會在公司待那麼晚，就先吃了。 

宇澤 那這些怎麼辦？ 

小孩 我吃就是了。 

芝怡 冰起來明天再吃也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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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澤 可以，當然可以。 

 

 （宇澤收拾桌面，拿起魚和菜猶豫了一會兒，最後拿著放到客廳桌上，坐

到芝怡旁邊。） 

 

芝怡 幹嘛？ 

宇澤 我還沒吃完。 

小孩 我真的吃飽了。 

芝怡 看起來好難吃喔。 

宇澤 是真的很難吃。 

 

  （兩人看電視） 

 

宇澤 我回家的時候，家裡好像打掃過了。 

芝怡 喔，你出門以後我有稍微收拾一下。 

小孩 媽，我大學想搬出去住。 

宇澤 是嗎？ 

 

 （沉默） 

 

宇澤 我打電話給你的時候，妳在哪？ 

芝怡 當然在公司，不然能在哪。為什麼問這個？ 

小孩 妳要我通勤？ 

宇澤 不知道有沒有打擾到妳工作。 

芝怡 剛好在午休時間，不會啦。 

宇澤 今天也不知道為什麼，早上開會時就身體不舒服，又頭痛又流鼻涕的。但

一請假出公司就好了。 

小孩 從家裡騎車到學校都要一個小時！ 

宇澤 打電話給妳的時候，就想著不是很久沒一起吃晚餐，沒想到妳會要我煮。 

芝怡 一時心血來潮囉。 

宇澤 去買菜時還下雨，好大的雨，像在迷宮裡面走，怎麼都走不到目的地，量

販店招牌出現的時候我都要哭了。 

小孩 我知道家裡情況不好。 

宇澤 有一區放著快要過期折價的食物，今天晚餐就是從那裡買的。我知道妳喜

歡即期品，妳會說，「反正吃起來沒差，早點煮完就好。」 

芝怡 我並沒有喜歡特價品。 

宇澤 但妳會選特價的東西。 

小孩 我可以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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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怡 那又沒什麼錯！ 

宇澤 妳幹嘛生氣？ 

小孩 為什麼不行？ 

芝怡 我沒有。 

宇澤 是嗎？（笑）我只是想說，這是我第一次買即期品煮東西吃，原來味道真

的沒什麼差，也有可能是我廚藝太爛了，怎麼煮都不好吃。 

芝怡 你到底想說什麼？ 

小孩 我想搬去學校宿舍。 

宇澤 妳還是會加班嗎？ 

芝怡 如果公司要求。 

宇澤 如果公司沒有要求呢？ 

 

  （沉默） 

 

小孩 我沒有討厭家裡。 

宇澤 我知道，妳會為了業績自主加班，接下來，妳可能會越來越晚回家。 

小孩 我沒有這樣說！ 

宇澤 沒關係，這些我都理解，妳要多晚回家都可以，（笑）為了工作還錢嘛。 

小孩 我晚回家是因為待在學校圖書館念書！妳明明也知道！ 

宇澤 可是，能不能回來一起吃晚餐？這樣就好，其它的我都可以不管，只要我

們能在一起吃頓飯。 

小孩 對妳來說什麼都是藉口！ 

芝怡 我不餓。 

宇澤 不用吃很多，陪我吃就好。 

 

 （芝怡拿碗筷） 

 

宇澤 自己煮好像比較省錢，也比較健康，以後妳想吃什麼告訴我，我再來煮。 

 

 （宇澤夾菜給芝怡） 

 

小孩 我都已經幾歲了？ 

宇澤 現在可能還有進步空間，我會上網找食譜，不要再出去吃了好不好？ 

小孩 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宇澤 早點回來，我們可以一起吃飯，我們好久沒有一起吃飯了──像今天，今

天就還不錯，很難得對不對？ 

 

 （芝怡將口中的食物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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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 不要又用哭這招好不好？ 

芝怡 嗯。 

宇澤 就這樣決定了？ 

 

 （宇澤夾菜給芝怡。） 

 

小孩 妳又知道我不會回家？ 

芝怡 好。 

宇澤 也許我們可以邀翰偉來吃晚餐。 

芝怡 你說什麼？ 

小孩 我只是想搬出去住，比較方便。 

宇澤 當然是我廚藝變好之後。 

芝怡 不好吧。 

宇澤 他會願意來的。 

芝怡 人家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小孩 那我不回家的原因是什麼妳知道嗎？ 

宇澤 如果妳邀他，他會來的。 

 

 （芝怡吃飯，吞下） 

 

芝怡 他很忙。 

宇澤 是嗎？我和他同公司都還不清楚。 

芝怡 他很忙。 

小孩 妳要聽嗎？妳想聽嗎？ 

宇澤 那算了。 

 

 （他們吃飯） 

 

宇澤 翰偉這次在員工旅遊時模仿猩猩模仿的超好笑的。 

小孩 生活費我可以自己想辦法，我說了我可以打工。 

宇澤 我做給妳看。 

 

 （宇澤模仿猩猩） 

 

小孩 妳要怎麼做隨便妳。 

 

 （芝怡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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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澤 對不起，我知道我模仿他模仿的很爛。 

 

 （宇澤和小孩收拾桌面，將未吃完的食物丟到垃圾桶，洗碗） 

 

宇澤 早點睡吧，明天還要上班。 

小孩 這是我最後一次當妳的乖小孩了。 

 

第五場 

 

 （小孩用手機聊天。廚房多了更多雜七雜八的事物，外面餐桌上鋪了桌

布、燭台和點亮的蠟燭，桌子兩端各有高腳杯裝紅酒，白瓷餐盤裝牛排、

青豆、馬鈴薯泥、紅蘿蔔。宇澤坐在椅子上，餐巾布鋪在膝蓋上。） 

 

小孩 老師，最近比較忙喔？ 

 

 （宇澤整理服裝，又起身將桌布邊角拉直，擦了擦餐盤，調整燭台燈光，

最後坐回座位，重新披上餐巾布。一小段時間後，他又起身，同時門開了，

芝怡進來。） 

 

宇澤 下班了？ 

小孩 我換了新號碼，來不及跟你說。 

芝怡 嗯。 

宇澤 吃飯吧。 

 

 （芝怡坐到宇澤對面的座位，不知該拿餐巾布如何，宇澤示範給她看，將

桌巾攤開，然後重新折好，放在膝蓋上。芝怡試圖照做，但看起來笨拙、

不知所措） 

 

小孩 是阿，我們好久沒聯絡了。 

宇澤 今天是三分熟牛排，配馬鈴薯泥、奶油煎紅蘿蔔和青豆。 

芝怡 可以在客廳吃嗎？ 

 

 （芝怡把盤子和高腳杯拿到客廳桌上，打開電視） 

 

宇澤 可以。 

芝怡 哪裡來的高腳杯？ 

宇澤 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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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怡 我想用馬克杯就好。可以嗎？ 

小孩 沒有，就是想問老師最近過的好不好。 

 

 （芝怡把高腳杯的紅酒倒到馬克杯中，小孩坐在餐桌上） 

 

宇澤 可以。 

 

 （芝怡用刀叉將牛排切塊，用餐具玩著食物） 

 

宇澤 如果想吃甜點，冰箱有布丁。 

芝怡 我在公司有吃便當。 

小孩 師母還在準備晚餐嗎？ 

宇澤 現在食物都好貴，牛排即使是即期品也都要四五十。 

芝怡 我不餓。 

宇澤 沒關係，吃一點點也行，陪我吃就好。 

小孩 我記得第一次去老師家吃晚餐的時候。 

芝怡 你這樣每天準備會不會很麻煩？ 

宇澤 除了假日難得能和妳一起吃飯，而且有時候我們也都要忙自己的事情，這

段時間很難得，怎麼會麻煩。 

小孩 老師，您的兩個小孩還好嗎？ 

芝怡 這樣每個月能省多少錢，不多了話不如在外面吃。 

宇澤 今天這樣一餐八十左右，和便當差不多，平常會更便宜。 

芝怡 但還要花時間精神去做。 

宇澤 沒關係。 

小孩 他們抓著我大腿叫我姐姐的樣子真可愛。 

 

 （宇澤吃完，坐到芝怡旁邊） 

 

宇澤 妳還不吃嗎？ 

芝怡 （停頓）我不想吃。 

小孩 他們還耍彆扭要我餵呢。 

宇澤 不然冰起來，晚點可以吃。 

芝怡 我不想吃。 

小孩 難道老師不想聽到我的聲音嗎？ 

宇澤 或者當宵夜。 

芝怡 我不想吃。 

 

 （宇澤將盤子拿起，在廚房呆了一陣子，還是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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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 可是不久之前都是你打電話給我的，也是同樣的時間阿。 

宇澤 要不然，妳吃一點就好，一口也可以，就告訴我，好不好吃，這樣就好。 

 

 （芝怡插起一塊牛排放入口中，在宇澤說話時吞下） 

 

宇澤 如果不喜歡，那就別吃了，不合胃口那就倒掉吧。 

小孩 我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宇澤 我以後不會再做晚餐，我們可以在外面吃飯，各自公司解決，我不會堅持

買食材，不會在廚房裡耗好幾分鐘，搞得全身大汗，就只是為了幾道菜。 

小孩 想告訴老師，我最近比較缺錢。 

宇澤 那些廚房用品，都可以丟了，反正以後也用不到了。 

小孩 還記得我們幹過的事情嗎？ 

 

 （芝怡摀住嘴巴，衝向浴室，關上門，抱著馬桶乾嘔；宇澤跟上，他站在

門外，小孩打開門走進浴室。） 

 

小孩 聯絡記錄我都還留著。 

宇澤 怎麼了？ 

小孩 在浴室的時候── 

宇澤 不舒服嗎？ 

小孩 我沒有說那是我的第一次，你嚇到了嗎？ 

芝怡 沒有。 

 

 （小孩開始呻吟） 

 

小孩 嗯，阿，老師，不要，停── 

宇澤 我可以進去嗎？ 

小孩 不行── 

芝怡 門沒鎖。 

小孩 我們是師生關係── 

宇澤 妳可以開門嗎？ 

 

 （小孩打開雙腿） 

 

芝怡 門沒鎖你能自己開。 

小孩 不要停。 

宇澤 拜託妳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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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 你後悔嗎？ 

芝怡 你自己開。 

小孩 我沒有。 

 

 （宇澤轉動門把，打不開） 

 

芝怡 我真的沒有辦法…… 

小孩 老師，還是我去你們家把事情說清楚？ 

 

 （宇澤開始撞門） 

 

小孩 我只怕會對小孩造成影響。 

宇澤 開門！ 

小孩 他們那麼可愛。 

芝怡 不要鬧了。 

小孩 我沒有鬧阿。 

宇澤 開門！ 

小孩 老師你人這麼好，就幫我度過這次難關嘛。 

芝怡 你在想什麼？ 

宇澤 開門！ 

 

 （門被撞開） 

 

芝怡 你以為你會看見什麼？我不會和你做一樣的事。 

小孩 你不會的，老師，你有那麼多東西，我要怎麼逼死你？ 

 

 （沉默，小孩走出浴室） 

 

宇澤 門把好像壞了。 

芝怡 現在整個門都壞了。 

宇澤 妳沒事吧。 

小孩 怎麼可能不再見面？ 

芝怡 我沒事。 

宇澤 剩下的── 

小孩 我還有上老師的課呢。 

芝怡 我不要了。我都不要了。 

宇澤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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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澤去客廳拿了剩下的食物，走到廚房，最後走到浴室外面，靠著牆壁

邊吃邊說話） 

 

宇澤 今天翰偉帶他女朋友來公司，還在讀大學，要來附近的銀行補辦存摺，卻

忘了帶印章，翰偉趁午休騎摩特車幫她拿了。 

小孩 我要打工，也不確定能不能每堂課都到。 

宇澤 才二十歲，什麼都不懂，根本就是被翰偉騙了。 

小孩 還有考試也不知道能不能過。 

宇澤 翰偉還被全公司的人虧，什麼時候要結婚阿，怎麼吃這麼好阿？ 

小孩 老師願意幫忙嗎？ 

宇澤 他女朋友滿臉不知所措，就緊緊抓著翰偉的手，有夠黏。 

小孩 老師也許能在休息室替我加課── 

宇澤 翰偉也就只是抓頭傻笑，告訴他女朋友那間銀行要怎麼去。 

小孩 也能去老師家裡。 

宇澤 要準備什麼，記得不要再把東西弄丟。 

小孩 什麼地方都可以。 

宇澤 等他女朋友走了，還來跟我們抱怨。 

小孩 ──喔，不管怎樣都給我過阿。 

宇澤 還說他女朋友沒有他就不知道該怎麼生活下去。 

小孩 只要我別去打擾你們。 

宇澤 他很快樂。 

 

 （手機掛斷聲，小孩看著手機） 

 

宇澤 第一次做晚餐那天，天氣很好，誰知道下午會變成那樣。中午早早離開公

司，想找妳吃午餐。到了妳公司那，就看見妳和翰偉，妳坐在摩特車後面。 

小孩 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 

宇澤 我們常去的那家餐廳，味道還一樣嗎？ 

芝怡 變貴了，也變難吃了。 

宇澤 我打電話給妳的時候，你們在幹嘛？ 

小孩 我喜歡你阿。 

芝怡 還能幹嘛？ 

 

 （宇澤捲起袖子，看著手腕的疤） 

 

宇澤 割腕真的很痛。 

小孩 為什麼不接我電話？ 

宇澤 我躺在地板看著浴缸裡流的血的時候，還在想妳會不會來，要工作耶，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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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嗎？ 

小孩 為什麼不理我？ 

宇澤 我只有寄訊息給妳，其他人都不知道。 

芝怡 不要再說了。 

宇澤 你還是來了。 

小孩 我有做錯什麼嗎？ 

芝怡 你根本就只是說說而已，連去醫院都不用，壓著幾分鐘就好，你跟我說你

想死？ 

宇澤 我── 

 

 （小孩摔手機，沉默，後小孩笑） 

 

小孩 （對觀眾）我又看見你們了。 

芝怡 你都只是說說而已。 

小孩 笑阿！ 

芝怡 你說要給我幸福，你說你愛我，可是你在乎我要什麼嗎？ 

小孩 你們不是很喜歡看嗎？笑阿！ 

芝怡 你只是把你覺得對我好的，把你想要的東西丟到我身上，我受不了…… 

小孩 我現在過得怎樣和你們有什麼關係？ 

宇澤 他做了什麼我做不到的？我可以比他更好。 

芝怡 你真的想知道？你現在開始問我了？ 

小孩 我和老師怎樣又關你們什麼事？ 

宇澤 我在乎你阿。不然我做的這些晚餐是為了什麼？為什麼我要假裝什麼都不

知道，像個傻子一樣等你回來！ 

小孩 你們只是想找一個樂子。 

芝怡 然後逼我吃下這些東西，要我陪你吃晚餐，提醒我你早就知道，提醒我你

在受苦？夠了吧！不用把自己說的好像一個聖人。 

宇澤 要不然我能怎麼做！ 

小孩 罵我啊！ 

芝怡 罵我，和我吵架，和我離婚。 

宇澤 那就是你要的嗎？ 

小孩 嘲笑我不懂人生，嘲笑我有失敗的家，失敗的感情。 

芝怡 我原本以為我可以忍受這一切。 

宇澤 為什麼？ 

芝怡 （同時）我懷孕了。 

小孩 （同時）我懷孕了。 

宇澤 誰的？ 

芝怡 （看著宇澤）我們每一次都非‧常‧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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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澤 （怒吼）好阿！我們離婚。 

小孩 笑阿！為什麼不笑？在那邊看著很有趣嗎？  

芝怡 （笑）好阿。 

宇澤 我原諒妳，我原諒妳，我們可以重來── 

小孩 我為什麼要拿錢？為什麼要打電話給他？我明明就知道結果會怎麼樣的。 

芝怡 你有想過我要不要重來嗎？ 

宇澤 難道妳要去翰偉那？妳知道他不會接受妳，妳不過是一盤點心，他有一個

更年輕、可愛的女友，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妳覺得他會選擇妳嗎？ 

小孩 但我還是期待，我打過好幾通電話，換了新號碼。 

芝怡 我不在乎！ 

宇澤 那小孩呢？妳要怎麼辦？ 

小孩 （質疑）我要怎麼辦？ 

芝怡 我能夠一個人生活。 

宇澤 妳不是一個人。 

芝怡 我能夠一個人養大他。 

宇澤 住在一間有壁癌的房子裡？ 

小孩 我要這個小孩。 

 

 （沉默） 

 

宇澤 妳還有貸款沒還完。 

芝怡 我求求你…… 

宇澤 我在這裡等。 

小孩 我要這個小孩。 

宇澤 小孩出生後，我們會買小熊玩偶給她玩。 

芝怡 說不定她會喜歡玩偶勝過我們。 

宇澤 妳會把獨角獸的故事告訴她。 

芝怡 她根本不會相信。 

小孩 我要告訴她獨角獸的故事。 

宇澤 偶爾獎勵她吃麥當勞。 

芝怡 她還會因為嘴饞偷拿錢。 

宇澤 你不會逞罰她，你會包容她做的一切，因為你愛她。 

 

 （芝怡從浴室走出） 

 

宇澤 沒事了。 

小孩 你們知道獨角獸嗎？ 

宇澤 妳會怎麼跟孩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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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 以前，在森林裡，有著僅存最後一隻的獨角獸。 

芝怡 說什麼？ 

宇澤 獨角獸的故事。 

小孩 有一個人，他愛上了獨角獸。 

芝怡 這世界根本就沒有獨角獸！ 

小孩 他在森林裡居住，在小木屋裡生火。 

宇澤 妳是我的獨角獸。 

小孩 好幾年過去了，他終於看到那隻獨角獸。 

芝怡 世界上只有，（停頓）只有長頸鹿。 

宇澤 別讓孩子聽到妳說這種話，會有不好的影響。我們會很幸福的。 

芝怡 我們會很幸福。 

宇澤 曾經有一匹馬，他愛上一隻獨角獸。 

小孩 他好高興。 

宇澤 但獨角獸離開了。 

芝怡 我們會有個幸福美滿的家。 

小孩 他拿起獵槍，嘣！ 

宇澤 他只好伸長脖子，變成了長頸鹿。 

芝怡 我們有個幸福美滿的家。 

小孩 他把獨角獸的四隻長腿拿來當桌腳。 

宇澤 他非常非常努力，在某顆發亮的星星上，總算又碰到了那隻獨角獸。 

芝怡 我們幸福美滿的家。 

小孩 銀白色的尖角掛在牆上。 

宇澤 長頸鹿環繞住獨角獸生活的空間。 

小孩 毛皮桌布、頭蓋骨碗。 

宇澤 他們終於在一起了。 

芝怡 我們幸福美滿。 

小孩 他花了一個月吃下獨角獸所有的肉，眼睛、內臟、舌頭、生殖器。 

宇澤 長頸鹿很愛很愛那隻獨角獸。很愛很愛。 

小孩 我餓了。 

 

 （小孩槌自己肚子。芝怡尖叫往前欲碰小孩，被宇澤環抱住肚子，且不停

縮緊。小孩和芝怡下體流出果凍狀紅色物體，小孩將物體放到盤子上，拿

起刀叉吃食。） 

 

小孩 晚安。我祝你們永遠幸福、快樂。 

 

全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