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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糖糖糖糖糖糖糖糖   糖糖為小名。本名唐又寧。劇中一開始為六歲，其後為十四歲少女。 

吳明吳明吳明吳明   二十二歲年輕男子。 

大衛大衛大衛大衛            兒童。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四十二歲婦女。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二十五歲男子。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三十歲熟女。 

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年輕男子。 

檢察官檢察官檢察官檢察官  中年男子。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畫外音（麥克風）    

同學甲同學甲同學甲同學甲        畫外音（麥克風）    

同學乙同學乙同學乙同學乙        畫外音（麥克風）    

    

    

舞臺舞臺舞臺舞臺    

    

上舞臺最後方有兩扇木門。 

 

舞臺上斜置著一張桌，一盞燈，一座獎盃，與一張床。 

 

    

    

    

    

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    

第一景第一景第一景第一景    

    

（黑暗中傳來兒歌聲錄音） 

    

歌聲歌聲歌聲歌聲錄音錄音錄音錄音：：：：大象大象大象大象，，，，大象大象大象大象，，，，你的脖子為什麼這麼長你的脖子為什麼這麼長你的脖子為什麼這麼長你的脖子為什麼這麼長？？？？媽媽說媽媽說媽媽說媽媽說，，，，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你是長頸鹿你是長頸鹿你是長頸鹿你是長頸鹿。。。。    

    

（燈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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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糖和叔叔上場） 

（叔叔手上拿著衛生紙正在幫糖糖擦拭雙手） 

 

叔叔：糖糖。 

糖糖：右！ 

叔叔：妳看妳吃冰淇淋吃成這樣。 

糖糖：冰淇淋好吃！ 

叔叔：馬麻甚麼時候會回來？ 

糖糖：要吃飯的時候。 

叔叔：六點半嗎？ 

糖糖：七點吧？ 

 

（叔叔幫糖糖擦拭完雙手） 

（兩人坐到床上） 

 

叔叔：所以今天早上妳最喜歡哪種動物？ 

糖糖：（糖糖從背包裡拿出猩猩玩偶）猩猩！ 

叔叔：那下次再帶妳去…… 

糖糖：動物園動物園！猩猩和我們長得一樣！ 

叔叔：對啊。 

糖糖：我最喜歡那個小猩猩，眼睛圓圓的，好可愛！ 

叔叔：妳比較可愛捏。 

糖糖：不知道牠喜不喜歡吃爆炸糖。 

叔叔：爆炸糖？ 

糖糖：就是吃下去就會在嘴巴裡爆炸喔！ 

叔叔：真的假的？ 

糖糖：一個住在樓上的葛格給我的喔。我超喜歡的辣。你要不要吃吃看？ 

叔叔：……好。 

糖糖：手伸出來。 

 

（叔叔手伸出） 

（糖糖看了一下叔叔的手背） 

 

糖糖：叔叔你手上有毛耶！ 

叔叔：對啊。 

糖糖：為什麼？ 

叔叔：因為叔叔是大人啊。 

糖糖：可是馬麻手上沒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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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因為馬麻是女生。 

糖糖：可是猩猩不管是男生女生手上都有毛。 

叔叔：那不一樣吧？ 

糖糖：叔叔你是猩猩嗎？ 

叔叔：有可能喔。 

 

（糖糖把叔叔手心翻向上，倒了點爆炸糖粉在叔叔手上，又倒了一點在自己手上） 

 

糖糖：我數一二三，然後就要一起吃掉喔！一，二，三！ 

 

（兩人一起把爆炸糖倒進嘴裡） 

 

叔叔：好像在跳喔。 

糖糖：對啊！（開始跳）跳跳跳跳跳跳到爆炸。 

叔叔：我要喝水。 

糖糖：哈哈哈叔叔你膽小鬼。 

叔叔：我請妳喝妳最喜歡喝的飲料好不好？妳猜是甚麼？ 

糖糖：可樂！ 

叔叔：對，可樂！ 

糖糖：謝謝！ 

 

（糖糖咕嘟咕嘟喝可樂） 

 

叔叔：記不記得今天下午坐小飛象？ 

糖糖：記得！ 

叔叔：喜不喜歡？ 

糖糖：喜歡！ 

叔叔：還想不想再坐一次小飛象？ 

糖糖：想！ 

叔叔：來，坐到我腿上。 

 

（糖糖坐到叔叔腿上。） 

 

叔叔：小飛象要起飛囉。 

 

（叔叔將自己的雙腿往上抬起。） 

 

糖糖：哈哈哈飛高高好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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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糖糖，我們來玩別的遊戲好不好？ 

糖糖：不要，我還想騎小飛象。 

叔叔：好吧。 

糖糖：我可以看見雲喔。 

叔叔：嗯？ 

糖糖：我可以看見雲，白白的，從旁邊飄過去。 

叔叔：還有呢？ 

糖糖：還可以看見我們家，我們家門口前面開滿了爆炸糖花。不知道這樣再飛 

高一點看不看得到把拔。馬麻說把拔在天上。 

叔叔：叔叔累了。（停止動作）我們來唱歌。 

糖糖：唱什麼歌？ 

叔叔：記不記得上次我教妳唱一首秘密的歌？ 

糖糖：秘密的歌？ 

叔叔：就是那首大象歌。 

糖糖：大象歌？ 

叔叔：（開始唱）大象，大象… 

糖糖：（一起唱）大象大象，你的脖子怎麼那麼長？ 

叔叔：然後呢？ 

糖糖：（繼續唱）媽媽說，王八蛋，你是長頸鹿！ 

叔叔：這首歌不能唱給馬麻聽喔！ 

糖糖：知道！ 

叔叔：只有長頸鹿… 

糖糖：和大象可以聽！ 

叔叔：糖糖最喜歡誰？ 

糖糖：長頸鹿！不對，大象！還有小猩猩！ 

叔叔：這麼多？還有嗎？ 

糖糖：爆炸糖！ 

叔叔：還有呢？還喜歡甚麼？ 

糖糖：秘密！ 

叔叔：還有？ 

糖糖：叔叔！ 

叔叔：糖糖好乖，叔叔再告訴妳一個新的秘密好不好？ 

糖糖：好！ 

叔叔：妳不要告訴別人喔。 

糖糖：秘密！我最喜歡秘密！ 

叔叔：叔叔也有養一隻小飛象。 

糖糖：小飛象？真的！在哪裡？ 

叔叔：妳進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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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把自己腿上的被子掀開一角。） 

 

叔叔：來。鑽進來。 

糖糖：好黑喔看不到。 

叔叔：這是棉被隧道喔。再進去一點。看到了嗎？ 

糖糖：好像有耶。 

叔叔：旁邊那兩個是耳朵，中間那個是小飛象的鼻子。 

糖糖：有點像。可是叔叔，好多毛喔，為什麼叔叔的小飛象有點像猩猩？ 

叔叔：因為小飛象長大以後就會長出毛來。 

糖糖：好可怕喔。那我長大以後也會有小飛象嗎？ 

叔叔：不知道耶。我幫妳看一下。 

糖糖：哈哈哈好癢。 

叔叔：我幫妳看一下妳有沒有小飛象。（頭鑽進被子） 

糖糖：有嗎有嗎？ 

 

（頓） 

 

糖糖：到底有沒有？ 

叔叔：現在好像還沒有。 

糖糖：叔叔，好癢喔。 

叔叔：以後這裡也會長出毛妳知道嗎？ 

糖糖：叔叔，太癢了。 

叔叔：糖糖妳再唱剛剛那首歌好不好？大象的歌？ 

糖糖：大象，大象，你的脖子為什麼這麼長？媽媽說王八蛋你是長頸鹿。大象大

象，你的脖子為什麼……叔叔會痛。 

叔叔：叔叔不痛啊。 

糖糖：我會痛！走開啦！ 

叔叔：這樣以後才會長出小飛象喔。 

糖糖：痛！ 

叔叔：好吧，那換糖糖進來叔叔這邊看小飛象好嗎？ 

 

（叔叔拉糖糖鑽進被子） 

 

叔叔：等一下……（頓）天哪妳在幹嘛！ 

 

（敲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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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邊上場邊說）糖糖？你們兩個在房間裡面嗎？ 

 

（叔叔瞬間站起，表情怪異） 

 

媽媽：謝謝你今天帶糖糖出去玩。她好久沒有出去玩了。我太忙。你今天要不要

留下來吃個飯？ 

叔叔：不了，今天…今天下午吃了很多蛋糕啊冰淇淋甚麼的。 

媽媽：今天有沒有乖？ 

叔叔：有啊她…她很乖，我帶她去坐小飛象。我還買了這個給她！ 

 

（叔叔指了一旁的猩猩玩偶） 

 

媽媽：怎麼這麼客氣啊。真的不用嗎？ 

叔叔：啊？ 

媽媽：留下來吃飯？ 

叔叔：不…不用了，下次吧。 

媽媽：好吧那就下次，不好意思每次都麻煩你。 

叔叔：不會。我很喜歡糖糖。糖糖是個…很特別的孩子。 

媽媽：那就謝謝你了！糖糖跟叔叔說謝謝！ 

 

（糖糖瞪著叔叔） 

 

媽媽：說謝謝啊！怎麼這麼沒禮貌？ 

叔叔：那我先…先走囉。Byebye。 
媽媽：Byebye。跟叔叔說 byebye。哎呀妳今天怎麼這麼沒禮貌？（對叔叔）我去

幫你開門。真謝謝你啊。 
 

（媽媽和叔叔離場） 

（糖糖把猩猩玩偶抱起來，望著） 

    

媽媽：（從場外叫）糖糖！來吃飯了 

    

（糖糖默默抱著玩偶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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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    

第二景第二景第二景第二景    

 

（吳明邊上場邊拿出爆炸糖，把糖粉倒入嘴裡） 

 

吳明：啊，在嘴巴裡爆炸感覺真好！ 

 

（吳明一邊吃糖，一邊拿出子彈數著） 

 

吳明：一顆，兩顆，三顆，四顆，五顆子彈，六顆子彈。六顆，嗯，不會失手的。 

 

（吳明再拿出一把改造過的 BB 槍，對著槍說話） 

 

吳明：妳現在是我的唯一了好嗎？妳是我唯一的希望。嘿，我就靠妳了。我現在  

   先來試試看囉，親愛的，看看換了彈簧片以後妳有沒有變得更帶勁？ 

 

（吳明扣下扳機） 

 

吳明：多麼有彈性的聲音！太好了！我就知道妳最棒了！ 

 

（吳明看著鏡子，慢慢把槍管塞進自己口中） 

 

吳明：（把槍拿出）是吧？我就知道沒那麼難！剛剛那只是練習，妳知道我總是

在練習，練習精準練習穩定練習快速反應，我練習那麼久就是為了現在。

讓我們再來一次親愛的。比賽結果證明我是個神槍手，一次就夠了。要快，

不然我媽要回來了。我們要速戰速決對不對？現在幾點……（翻出鬧鐘）

四點、四點五十七。他媽的，他媽的「我媽」要回來了。五點她一定會到

家。她都搭同一班車，她都她媽的準時。 

 

 

（吳明再次把槍管塞進自己口中） 

（過了許久，吳明遲遲未能開槍） 

 

吳明：（喘氣）媽的！吳明！你為什麼不能做到？（指著一旁的獎盃）你不是他

媽的第十七屆青少年十米空氣槍射擊比賽冠軍嗎？我他媽的再給你一次

機會！你這個膽小鬼。 

 

（吳明又再次把槍管塞進自己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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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門聲） 

 

（此段媽媽為畫外音） 

 

媽媽：明明？明明？你在家嗎？明明，我回來囉！明明？ 

 

（吳明把槍管從口中抽出） 

 

吳明：媽！天哪我在忙啦！你再等我一下。 

媽媽：明明，你還好嗎？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吳明把槍口改指向自己的太陽穴） 

 

媽媽：今天天氣真的好熱！我的家教學生會流手汗，弄得鋼琴琴鍵都濕濕的，手

指滑來滑去，麻煩死了。我要建議他爸帶他去開刀，不然這樣去比賽是不

會得獎的啦。他跟你以前一樣，手汗很多耶！（頓）欸你怎麼都不說話啊？ 

吳明：媽你不要管人家這麼多啦！ 

媽媽：我是為他好耶。 

吳明：我是說我！妳不要管我！ 

媽媽：我也是為你好啊，你看你也是開刀以後手握住槍才不會滑來滑去。 

吳明：我是說現在，現在！妳不要那麼囉嗦，先去煮飯好不好？ 

媽媽：你今天幹嘛？這麼兇，又要比賽了壓力太大齁？ 

 

（沉默） 

 

媽媽：明明… 

吳明：幹嘛？ 

 

媽媽：明明你今天生日捏。 

 

（頓） 

 

媽媽：我買了生日蛋糕，要幫你慶生捏。 

吳明：我現在不想吃。 

媽媽：那當然，蛋糕要吃完飯以後才吃。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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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明明…生日快樂！ 

 

（腳步離去的聲音） 

 

（吳明鬆了一口氣，又把槍管塞回口中） 

（吳明閉上眼，扣下扳機，開槍） 

 

吳明：媽的！忘了上膛！ 

    

媽媽：（畫外音）（喊）明明…這冰淇淋蛋糕都融掉了，都沒辦法插蠟燭咧！來幫 

   我處理一下！ 

吳明：冰淇淋…蛋糕…融……… 

媽媽：（喊）明明快來！蛋糕融掉就不好吃啦！    

    

（吳明默默把槍收進桌下抽屜） 

    

（吳明下場） 

    

    

    

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    

    

（大衛上場） 

 

大衛：紅啾啾……紅啾啾在哪裡呢？馬麻會把紅啾啾收在哪裡呢？ 

 

（大衛在桌上及床上找尋） 

（大衛望向一扇門） 

 

大衛：馬麻會把紅啾啾收在衣櫃裡嗎？可是馬麻說，不能打開衣櫃，裡面會有可

怕的東西。（走來走去）可是我想要帥帥的，我想要紅啾啾，馬麻說我戴

紅啾啾很可愛……我…… 

 

（大衛繞回門前把門打開，看見門板後貼的一整面鏡子） 

 

大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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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 

 

大衛：你是誰？你怎麼會進來這裡？ 

 

（大衛邊注視鏡子邊慢慢轉圈） 

 

大衛：你為什麼要和我做一樣的動作？ 

 

（大衛對著鏡子跳了一段舞） 

 

大衛：你怎麼也會？這只有我會大家都說我好棒為什麼你也會？哼，愛學人，一

點自己的創意也沒有。 

 

（大衛忿忿地戴上置於床上的一頂帽子） 

 

（大衛以某種不敢置信的表情望著鏡子） 

 

大衛：天哪！為什麼！？我問你，嘿，我在問你啊！為、什、麼？為、什、麼、 

   你、的、帽、子、和、我、的、一、模、一、樣？你回答我？你啞巴啊？ 

      這是馬麻去年送我的生日禮物，她特別為我訂做的。你看，帽子上面有 

      我的名字，David，代表是我大衛專屬的。馬麻都把帽子收好，要我出門 

   表演的時候才能戴。你幹嘛要複製一頂一樣的帽子？你怎麼看到這頂帽子     

      的？一定是偷看我表演，偷學我跳舞還偷做一樣的帽子。太過份了。你 

   到底是誰？ 

 

（頓） 

 

大衛：我知道了！我有一樣東西你一定沒有！你給我等著！ 

 

（大衛捧著一座獎盃邊走回鏡子前） 

 

大衛：看！有沒有很亮很大一個？今年的非凡之星獎盃……等一下（頓）為什 

   麼……為什麼你也有？難道他們騙我？他們說今年得獎的就是我，他們都 

   說，大衛是明日之星……馬麻也說我好棒…… 

 

（急促敲門聲） 

（此段媽媽為畫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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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大衛？大衛？你在裡面嗎？ 

大衛：馬麻？ 

 

（大衛做出欲開門的動作，但發現開不了門） 

 

大衛：馬麻為什麼要把我鎖在裡面？ 

媽媽：馬麻不小心鎖起來的。 

大衛：那馬麻用鑰匙把門打開？ 

媽媽：馬麻不小心把鑰匙弄丟了。 

大衛：那怎麼辦？ 

媽媽：我現在出去找人來開門。 

 

（頓） 

 

媽媽：大衛，大衛小乖，你還好嗎？ 

大衛：還好，只是有點熱。 

媽媽：對，今天太陽很大。你有沒有身體不舒服？ 

大衛：沒有。 

媽媽：那就好，應該還沒有發作。 

大衛：可是馬麻，妳房間裡面有一個和我一模一樣的人。 

媽媽：甚麼？ 

大衛：他會和我跳一樣的舞，有一頂和妳送的生日禮物一模一樣的帽子。 

媽媽：啊？ 

大衛：而且他也有明日之星的獎盃。 

媽媽：應該是你生病了。馬麻去找醫生開藥給你吃。 

大衛：我不要吃藥！ 

媽媽：你要吃藥，要乖乖吃藥… 

大衛：我說了，我不要吃藥！ 

媽媽：要乖乖吃藥才可以跟馬麻在一起。 

大衛：為什麼我要吃藥才可以跟妳在一起？ 

 

（沉默） 

 

大衛：馬麻我很棒對不對？ 

媽媽：對… 

大衛：我又拿到明日之星了。我現在手上拿著那個獎盃。 

媽媽：對，你很棒。大衛最棒了。 

大衛：馬麻如果我沒拿到明日之星妳還會幫我過生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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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會啊，生日最重要。我會買生日蛋糕回來。我等下就會帶生日蛋糕回來，

還有藥… 

大衛：馬麻，如果我沒拿到明日之星，你還會愛我嗎？ 

媽媽：你這甚麼問題？ 

大衛：我問妳啊，妳還會愛我嗎？ 

媽媽：我該出門了大衛。 

 

（沉默） 

 

 

媽媽：大衛，你等一下，馬麻馬上就回來。先不要出來。你乖乖待在馬麻房間。 

 

（沉默） 

 

媽媽：大衛，我先走了。大衛，生日快樂。 

 

 

（燈光轉換） 

（媽媽上場） 

    

大衛：馬麻，我們到底要幹嘛？ 
媽媽：大衛乖，等下就知道啦。 
大衛：這是什麼？ 
媽媽：這是紅啾啾。 
大衛：紅啾啾？ 
媽媽：就是紅色的領結，這樣大衛看起來才會有精神喔。 
大衛：領結。 
媽媽：對啊。（幫大衛別上領結）好了，看起來好棒！ 
大衛：好棒！ 
 
（媽媽關燈，然後領大衛到桌前） 
 
大衛：馬麻，暗暗的好可怕！ 
媽媽：一定要暗暗的阿！你忍耐一下。 
大衛：馬麻，這是什麼？ 
媽媽：這是冰淇淋蛋糕！所有的小孩子都喜歡吃這個唷！ 
大衛：那我一定也喜歡吃！ 
媽媽：（唱）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大衛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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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生日？ 
媽媽：對啊，今天是你的生日。 
大衛：生日是甚麼？ 
媽媽：生日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你在五年前的今天出生喔。 
大衛：真的嗎？ 
媽媽：生日很特別，就是你來到這世界上的那一天。 
大衛：特別？ 
媽媽：對啊，生日是特別的一天，讓我遇到你。你是一個很特別的小孩。 
大衛：我是特別的。 
媽媽：對啊，你在馬麻心目中永遠是特別的唯一的喔。來，你現在要先許個願望，

然後把蠟燭吹熄。 
大衛：願望？ 
媽媽：就是你想要甚麼？ 
大衛：馬麻。 
媽媽：好那你許個和馬麻有關的願望。 
大衛：我想要每年都過生日，那我就每年都可以許願。我想要跟馬麻… 
媽媽：等一下。心裡面想就好，不要說出來，這樣願望才會變成真的。 
 
（大衛閉眼安靜許願） 

 
媽媽：好，來，吹熄蠟燭！ 
 
（大衛吹熄蠟燭） 

 
 

（黑暗中，傳來叫床聲） 

（舞台上射出一條微亮的光道，看似是一扇門後透出的光） 

 

（大衛與糖糖站在光前，向著光的方向） 

 
大衛：為甚麼？ 
糖糖：我知道你很驚訝。 
大衛：對，我嚇到了。 
糖糖：你不知道那是甚麼。 
大衛：其實我知道那是甚麼。我只是不知道為甚麼？ 
糖糖：所以。 
大衛：一個男人壓在她身上。 
糖糖：從背後。 
大衛：抓住她的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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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糖：打她的屁股。 
大衛：搖晃她。 
糖糖：幹她。 
大衛：她很快樂。 
糖糖：雖然她看起來很痛苦。 
大衛：可是她很爽。 
糖糖：那種爽… 
大衛：我不能給她。 
糖糖：是一種絕望。 
大衛：對，那種爽我不能給她。 
糖糖：我懂。你終於知道甚麼是絕望。 
大衛：從現在開始。 
糖糖：我小時候早就知道了。 
大衛：你是說？ 
糖糖：另一個男人。 
大衛：誰？ 
糖糖：小飛象。（開始唱）大象大象，你的脖子為什麼這麼長？ 
大衛：（接著唱）媽媽說王八蛋…… 
糖糖：你是長頸鹿！哈哈哈！ 
大衛：所以那個男人後來為什麼沒有來了？ 
糖糖：你猜？因為（附在大衛耳朵旁邊說話） 
大衛：甚麼！爆炸糖？妳餵他的小飛象吃…… 
糖糖：爆炸糖！哈哈！ 
大衛：哈哈哈哈哈！ 
 
（頓） 

 

糖糖：媽呀她叫得好大聲。 
大衛：她需要發洩。 
糖糖：所有動物都需要發洩。 
大衛：她可以大叫來發洩她的憂鬱。 
糖糖：還有焦慮。 
大衛：憤怒。 
糖糖：發洩是好的。發洩完她就不會失眠了。 
大衛：以前她失眠的時候，都會抱著我。 
糖糖：她會抱著我們，然後說好乖好乖。 
大衛：我只有你了。她都這麼說。 
糖糖：是嗎？只有你夠嗎？只有我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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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當然還需要贊安諾，一種抗焦慮用藥。 
糖糖：贊安諾。吃下去就會又讚又平安。 
大衛：她說她要陪我一起吃贊安諾。 
糖糖：我沒有吃過，我不想陪她一起吃。她吃了也沒有變好。還是一樣焦慮。她

老是說：糖糖！妳要乖！要聽馬麻的話。馬麻只有妳了，馬麻不能陪妳一

輩子。她好焦慮哈哈。不讚也不平安。 
大衛：我都把贊安諾當成一種承諾。 
糖糖：讓你又讚又平安的一種承諾。 
大衛：第一次吃的時候是配生日蛋糕吃的。她說，來，生日蛋糕，馬麻一塊，你

一塊。贊安諾，你半顆，我也半顆。 
糖糖：一人吃一半，感情不會散。 
大衛：我每年都許同個願望。 
糖糖：你的願望是？ 
大衛：我想要跟馬麻一輩子在一起。我永遠會是特別的唯一的，她的。 
 
（頓） 

 
糖糖：你今年過生日還會許願嗎？ 
大衛：會。 
糖糖：可是你已經知道，願望不一定會成真。 
大衛：就是不會成真，才叫做願望。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場場場場    

第一景第一景第一景第一景    

    

（燈光轉換） 

 
大衛：馬麻，這樣可以嗎？ 
媽媽：你的紅啾啾呢？ 
大衛：在這裡。（大衛指指脖子） 
媽媽：你超帥的。 
大衛：剛剛那個叔叔看著我一直笑。 
媽媽：那是因為他喜歡你。 
大衛：那些阿姨們也看著我一直笑。 
媽媽：那是因為她們喜歡你啊。你是最棒的！ 
大衛：嗯。 
媽媽：最棒的小孩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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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我。 
媽媽：你是誰？ 
大衛：大衛。 
媽媽：對啊，大衛是最特別的小朋友喔。 
大衛：馬麻，你是不是很緊張？ 
媽媽：沒有啊。 
大衛：你要不要吃贊安諾，我這邊還有半顆。 
媽媽：天啊你怎麼把那種東西帶來…… 
大衛：要吃嗎？ 
媽媽：拿給我。我先幫你收起來。 
大衛：為什麼不吃？ 
媽媽：等下馬麻再吃。你好乖對不對？等下加油喔，馬麻只有你了。 
大衛：好癢。 
媽媽：甚麼？ 
大衛：馬麻你頭髮弄得人家好癢。 
媽媽：馬麻愛你。好愛你好愛你。你不會離開馬麻對不對？ 
大衛：馬麻我快不能呼吸了…… 
 
（工作人員上場） 

 
工作人員：準備好了嗎？ 
媽媽：差不多了！ 

工作人員：快點，還有三十秒。 

媽媽：大衛的頭髮…… 

工作人員：甚麼頭髮？（頓）喔妳說那些毛？用帽子遮住不就好了嘛？ 

 
（工作人員幫大衛隨便戴上一頂帽子） 

 
工作人員：好，準備開始。 

 
（主持人上場） 

 
主持人：接下來這個表演非常的特別，是由一位非常特別的來賓帶來的。讓我們   

    掌聲歡迎，大──衛！ 

媽媽：大家好！妳好。 

主持人：大衛今天要為我們帶來甚麼演出呢？ 

媽媽：他要跳一段舞。 

主持人：他會跳舞？不會吧？真的嗎？ 

媽媽：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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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哇賽，真的讓我們好期待喔。準備好了嗎各位觀眾朋友，大衛要帶給我

們一段熱舞。OK ，音樂預備。GO！ 

 
（音樂進。大衛隨著音樂跳了一段熱舞。） 

（掌聲響起） 

 
主持人：好棒喔！天哪真是讓人大開眼界的演出！大衛一聽到音樂就會跳舞嗎？ 

媽媽：對，他很愛跳舞。 

主持人：哇賽，大衛真的好有天份。 

媽媽：對啊，他超聰明。 

主持人：那馬麻我想問一下，照顧大衛會不會很困難？ 

媽媽：不會啊，我跟大學的醫院合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請教那些醫生。 

主持人：這樣啊。好棒喔。那妳平常都餵大衛吃甚麼呢？ 

媽媽：甚麼都吃。和我們平常吃的一樣就行了。 

主持人：甚麼都吃？真的？和我們吃的都一樣？ 

媽媽：對啊。 

主持人：馬麻真的好疼大衛喔。可樂這種飲料也可以喝嗎？ 

媽媽：應該可以吧。 

 
（工作人員端出一個托盤，托盤上有可樂和爆米花） 

 
主持人：我們製作單位有特別準備可樂和爆米花，要請大衛吃。大衛，你吃這個

好嗎？ 

 
（大衛走到托盤前，開始喝可樂，吃爆米花） 

（掌聲響起） 

 
主持人：這真的是太棒了！大衛好可愛喔。 

媽媽：他很可愛很聰明。他還會吃牛排。 

主持人：對！我有在報名表上看到，他會表演吃牛排耶。 

媽媽：對啊。 

主持人：馬麻真的對大衛很好齁？ 

 

（工作人員端出一盤牛排） 

 
媽媽：（幫大衛圍上圍兜兜）大衛，還記得馬麻怎麼教你的嗎？ 

 

（大衛規規矩矩坐在牛排前，左手拿刀右手持叉，開始切牛排，送到嘴巴裡） 

（掌聲再度響起，伴隨著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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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哇賽！這實在太驚人了！如果我們的小孩都能這麼有規矩就好了。 

媽媽：（笑）對啊。 

主持人：那他平常都玩甚麼玩具呢？我們製作單位也很貼心地準備一個小禮物要

送給我們大衛喔。 

媽媽：真的嗎？真不好意思。 

 

（工作人員拿出一把會逼逼作響並發亮的玩具槍） 

 
主持人：不知道我們大衛看到這個禮物會有甚麼反應呢？ 

媽媽：我也不知道。大衛，你看這是阿姨給你的禮物。大衛，大衛！先不要吃了！

先過來。放下！大衛！ 

 
（大衛放下刀叉，有禮貌地走到媽媽身邊） 

（大衛拿起玩具槍，研究了一番） 

 
媽媽：大衛，你要玩嗎？玩這個？ 

 
（大衛拿起玩具槍開始用力狂敲桌子） 

 
媽媽：大衛，不行這樣喔。 

主持人：這個…他是不是有暴力傾向啊？ 

媽媽：沒有沒有，他平常最乖了。 

主持人：大衛，不是這樣玩喔。要按這裡，這個「按鈕」。像這樣…… 

 
（主持人按下按鈕。玩具槍發出逼逼逼的聲音） 

（大衛嚇得倒退） 

 
主持人：不要害怕，要像這樣，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主持人踩著高跟鞋拿著玩具槍對準前方） 

 

（大衛又好奇地往前，接過玩具槍，拿起玩具槍對觀眾掃射） 

 
 
主持人：真的太棒了！大衛好聰明學甚麼都好快！ 

 
（掌聲響起，伴隨著口哨聲） 

 
主持人：讓我們謝謝大衛！（鼓掌）今天的節目到此結束，歡迎收看我們下一集 

    的，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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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聲響起） 

 
工作人員：拍好了，收工收工。肚子好餓，要不要吃宵夜？ 

主持人：等一下再說。 

媽媽：謝謝你們給這個機會。 

工作人員：喔對，這邊是上節目的費用。 

媽媽：謝謝！ 

工作人員：是不多啦！不過夠讓你帶大衛去吃牛排哈哈哈！ 

主持人：大衛，你好棒喔！好聰明好帥喔！小帥哥，長大以後請阿姨去餐廳吃牛 

排好嗎？ 

 
（大衛自顧自地玩玩具槍） 

 
媽媽：謝謝你們！ 

主持人：不用客氣。製作人說只要請得到大衛上節目，收視率就會飆高。 

媽媽：那上次你們提到拍廣告那件事，就順便…麻煩你們了。 

主持人：會的會的，那是個公益廣告妳知道吧？政府就是有錢沒處花，那些經費

通通拿去拍甚麼公益廣告。那種廣告就要找這種小可愛大明星，大家

才會注意到那些白癡廣告。 

工作人員：哈哈！ 

媽媽：嗳，是。 

主持人：我先走囉！幫你們牽到線，下次記得免費上節目啊？ 

媽媽：嗯，會的會的。謝謝！真的很謝謝！ 

工作人員：不客氣啦，小意思。 

媽媽：大衛，跟阿姨叔叔掰掰！掰掰！ 

 
（大衛揮手） 

（主持人和工作人員離場） 

 

（媽媽走幾步路，腿一軟，險些倒下） 

 

大衛：馬麻？馬麻！ 

媽媽：大衛，水。 

大衛：只有這個，可樂。馬麻！妳不要死掉！ 

媽媽：不會，不會死掉。怎麼捨得離開大衛呢？馬麻只有大衛了。 

 

（大衛抱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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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大衛，你那個，藥呢？ 

大衛：在這裡。 

 

（媽媽配可樂吞下藥） 

 

大衛：馬麻妳不要死掉！ 

媽媽：噓，小聲點，不要被別人聽到。告訴你一個秘密，馬麻只要吃藥，就不會

死掉。大衛也是喔，要乖乖吃藥，乖乖去醫院看醫生，聽醫生的話，乖乖

打針，就不會死掉。 

大衛：我不要死掉！ 

媽媽：噓，傻瓜。 

大衛：我不要離開馬嘛！ 

媽媽：馬麻好一點了，我們趕快回家。 

大衛：（哭著點頭）好。 

媽媽：你再唱那一首歌給馬麻聽好不好？ 

大衛：（唱）大象大象，你的脖子為什麼這麼長？媽媽說，王八蛋你是長頸鹿。 

媽媽：你是不是最帥最可愛？ 

大衛：對！ 

媽媽：你最愛誰？ 

大衛：馬麻！ 

媽媽：你是誰？ 

大衛：大衛！ 

媽媽：大衛最愛馬麻，馬麻也最愛大衛。 

大衛：（跳）大衛最愛馬麻！  

 

（媽媽牽著蹦蹦跳跳的大衛下場）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場場場場    

第二景第二景第二景第二景    

    

（教室嬉鬧人聲音效進） 

（糖糖一人坐在桌前） 

 

 

（以下：同學甲、同學乙、老師，均為畫外音，在場外透過麥克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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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甲：（誇張地）大衛激動地抱住母親。他聽著母親說話，感受母親的呼吸。

母親說話的聲音經由胸腔一次又一次的起伏震動和著放大的心跳聲一

齊傳入大衛的耳朵裡，和平常離開母親一段距離所聽到的聲音不同。

那成為全世界唯一有意義的聲音，大衛想，他一輩子都不要失去這個

聲音。只要緊緊地擁抱，聲音就會持續，只有他聽得見，那專屬於他

大衛的，愛的語言。 

 
同學乙：（更誇張）（娃娃音）大衛最愛馬麻，馬麻也最愛大衛。 

 
糖糖：還我。把我的本子還給我。 

同學甲：幹好噁心喔，大衛是誰啊？  

同學乙：妳男朋友嗎？ 

同學甲：右上角屬名：爆炸糖。 

同學乙：爆炸糖？屬名？ 

同學甲：笨蛋，就筆名啦。欸，妳怎麼取這種爛筆名啊？感覺一定不會得獎。 

同學乙：對啊！唐又寧，妳以為平常在校刊上登妳兩三篇文章妳就了不起喔？ 

同學甲：自以為是。 

糖糖：我沒有要投稿比賽。 

同學甲：白癡。 

糖糖：我也沒有要投校刊。 

同學乙：爆炸糖？裝可愛。 

同學甲：欸欸老師回來了。小聲點。 

 
老師：我剛剛拿到了這次的模擬考考卷。你們班是怎麼回事？平均分數這麼低？

國文這種科目背一背就可以拿分。你們還有人把作文寫成小說那是怎樣？

蛤？（頓）唐又寧？  

 
（糖糖舉手） 

 
老師：唐又寧，我想請問妳一下，這次的作文題目是甚麼？ 

糖糖：孝順為齊家之本。 

老師：喔，妳還知道這次題目是這個。那妳這裡面寫甚麼？一下大衛過生日，一

下大衛上節目。妳知道這種作文不能有任何「角色」吧？妳應該要寫的是

論說文不是寫小說！高中都還沒上，大學還差得遠，妳現在就想當小說家？

妳到底想不想唸書？妳媽知道妳這種情形嗎？ 

同學甲：老師她媽不知道。 

同學乙：老師上次我們看到她媽和一個男的進賓館！ 

同學甲：就火車站後面粉紅色招牌那一家。 

同學乙：他們抱在一起很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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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甲：那個男的手放在她媽屁股上！ 

老師：你們安靜一點。唐又寧，老師知道妳媽平常沒時間管妳，她一個人要養大   

   妳很辛苦，妳就好好唸書考試不要再當甚麼文藝少女小說家！知道嗎？ 

 
（糖糖咬緊牙關） 

 
老師：我問妳知道嗎？ 

糖糖：知道。 

同學甲：老師唐又寧她還有寫續集喔！ 

同學乙：老師，大衛是她男朋友啦！ 

老師：真的嗎？ 

同學甲：欸你幹嘛亂說。 

同學乙：老師她那個小說是她寫給男朋友的情書啦！ 

老師：唐又寧這是真的嗎？妳真的不好好唸書跑去交男朋友嗎？男朋友叫大衛？ 

同學乙：對啊！ 

糖糖：他不是我男朋友。 

老師：妳不要說謊。做人要誠實。 

糖糖：我沒有男朋友。 

老師：那大衛是誰？ 

糖糖：我朋友。 

老師：真的？ 

同學乙：哈哈哈。 

糖糖：大衛是我唯一的朋友。 

同學甲：老師，那是她幻想出來的啦！沒有這個人啦！ 

老師：唐又寧，老師會先找妳媽來學校談一下。 

糖糖：不要跟她講！ 

同學乙：老師她媽是肖ㄟ捏！ 

老師：不要講話！唐又寧，老師會找妳媽聊一聊，但是下課以後老師會先帶妳去

輔導室。 

同學乙：我就跟你說她媽起肖她也跟著起肖。 

老師：唐又寧，去走廊上罰站。 

 
（糖糖下場） 

（竊笑聲） 

 
老師：安靜！現在翻開課本第一百零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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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場場場場    

第一景第一景第一景第一景    

 
（吳明和檢察官上場） 

 
檢查官：要不要喝杯水？ 

吳明：不用。 

檢察官：口不渴嗎？ 

吳明：那你口不渴嗎？ 

 
（沉默） 

 
（吳明面向觀眾，在桌前坐下；檢察官背對觀眾，在桌子另一側坐下） 

 
檢察官：吳明，你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想要殺人的？ 

吳明：小時候。 

檢察官：具體時間？ 

吳明：不到十歲吧。 

檢察官：可以再具體一點嗎？ 

吳明：上小學三年級的第一百零五天第三堂課，老師要我們寫我的志願。 

檢察官：你寫甚麼？殺人嗎？ 

吳明：我寫：「我要成為射擊比賽的冠軍」。 

檢察官：所以不是殺人。 

吳明：對。但我腦袋裡想的是殺人。 

檢察官：不是比賽冠軍嗎？ 

吳明：對，射擊比賽冠軍，不過不是在空氣槍的靶場內。對我來說，學校就是比

賽的場所，老師就是裁判，教室就是靶場。大家都想要贏別人。我只是在

幫大家解決那種，可能會輸的困擾。 

檢察官：所以你跑去學校殺小孩？ 

吳明：對，直接讓大家出局。Game over。免得大家因為競爭殘害別人。我是個

和平主義者。 

檢察官：可是作為一個國立大學生物系畢業的高材生，你這樣不會是非不分嗎？ 

吳明：我沒有是非不分，這只是適者生存。我唸書成績很好，我懂得把我在生物

學中學到的知識應用到生活中。這不是很好嗎？  

檢察官：所以你殺人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吳明：對。 

檢察官：那你這次殺人的理由是？ 

吳明：因為冰淇淋蛋糕融化了。 

檢察官：你說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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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我說哈哈，因為冰淇淋蛋糕融了！ 

檢查官：吳明，你不要裝瘋賣傻，你這招裝精神病是沒用的我告訴你！ 

吳明：誰裝精神病？我腦袋清楚得很。 

檢察官：那你說，你的殺人原因？ 

吳明：我從來不覺得人應該要活著。人活得這麼痛苦，還把自相殘殺當樂趣，根

本不配活著。 

檢察官：可是你不也是在自相殘殺嗎？ 

吳明：我是在拯救他們。 

檢察官：而且你殺的是無辜的小孩子？ 

吳明：我說了，我是在拯救他們。 

檢察官：所以你殺了他們，你從來沒有後悔過？ 

吳明：我從來都沒有後悔過。那些小孩都該死。精確來說，我們都該死。你們都 

   該死！ 

檢察官：所以你最後為什麼沒殺那個小女生？ 

吳明：我為什麼沒殺那個小女生？ 

檢察官：對。為什麼她是例外？那幾間教室裡只有她沒有受傷也沒有死。 

吳明：我認識她。 

檢察官：你怎麼認識她的？ 

 
（燈光轉換） 

（吳明站起） 

（糖糖進場，站在吳明旁。兩人同樣面向觀眾） 

 
糖糖：葛格，你住幾樓？ 

吳明：二十七樓。 

 
（糖糖做出按電梯按鍵的手勢） 

 
吳明：謝謝。 

 
（電梯音效聲：電梯門關上。電梯上樓。） 

（電梯叮咚聲） 

 
糖糖：葛格，二十七樓很高耶。 

吳明：對啊。 

糖糖：我住七樓。 

吳明：七樓很好。 

糖糖：哪裡好？ 

吳明：七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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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糖：葛格掰掰。 

吳明：掰掰。 

 
（吳明下場） 

 
（糖糖再次做出手勢，如同幫忙按住電梯按鍵） 

（吳明上場，跑到糖糖身旁。兩人同樣面對觀眾。） 

 
糖糖：葛格，二十七樓對不對？ 

吳明：（喘）對。謝謝。 

糖糖：不客氣。 

 

（電梯音效聲：電梯門關上。電梯上樓。） 

（電梯叮咚聲） 

 
糖糖：葛格，二十七樓看得到海嗎？ 

吳明：可以喔。不過只看得到一點點。 

糖糖：看到海好棒。我也想從房間看到海。我的房間沒有海。 

 
（頓） 

 
糖糖：我家到了，掰掰。 

吳明：掰掰。 

 

（糖糖下場。） 

（吳明轉身，背對觀眾。抬頭看著上方，如同等待電梯時看著牆壁上方顯示數字） 

（糖糖上場，站在吳明身旁） 

（兩人同樣背對觀眾） 

 

糖糖：哈囉！ 

吳明：哈囉。 

糖糖：葛格，你昨天有看海嗎？ 

吳明：沒有。 

糖糖：為什麼？ 

吳明：昨天回家的時候天黑了。外面黑黑的。 

糖糖：黑黑的看不到海。 

吳明：對。 

糖糖：好可惜。 

吳明：沒甚麼好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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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糖：真的很可惜啊。 

吳明：告訴妳一個祕密好不好？ 

糖糖：好啊，我最喜歡秘密了。 

吳明：我有懼高症。 

糖糖：真的嗎？ 

吳明：對啊，我怕高。所以白天我都不看窗外。我不想看到海。 

糖糖：好可惜。葛格，我也有秘密耶。 

吳明：甚麼秘密？ 

糖糖：我家只有馬麻喔。 

吳明：甚麼意思？ 

糖糖：我沒有把拔。 

吳明：那有甚麼關係，我也沒有把拔。 

糖糖：怎麼可能？我們班上同學都有把拔。他們說我很奇怪。他們不跟我玩。 

吳明：我也是啊，所以妳不奇怪。那不是妳的問題。 

糖糖：喔。 

吳明：（小聲）我希望我也沒有馬麻。 

糖糖：蛤？ 

吳明：沒甚麼。 

 
（兩人向前走三五步，如同進入電梯） 

（兩人轉身，面對觀眾） 

 

（糖糖作出按下按鈕的動作） 

 
糖糖：所以我們現在是好朋友喔！ 

吳明：啊？ 

糖糖：我知道你的秘密。 

吳明：我也知道妳的秘密。可是妳叫什麼名字？ 

糖糖：糖糖。耶，糖糖現在有葛格了，葛格掰掰。 

吳明：等一下。糖糖，這個給妳。 

糖糖：這是甚麼？ 

吳明：我最喜歡吃的，爆炸糖。 

糖糖：爆炸糖？ 

吳明：會在嘴巴裡爆炸喔。 

糖糖：好好玩。為什麼？ 

吳明：為什麼甚麼？ 

糖糖：為什麼給我這個？ 

吳明：因為妳是勇敢的小朋友。 

糖糖：謝謝葛格。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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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掰。 

 
（糖糖下場） 

 
檢察官：所以你為什麼不殺她？ 

吳明：我不殺我有講過話我知道名字的人。 

檢察官：那你媽呢？ 

吳明：她精神太緊繃了，我幫她放鬆。 

檢察官：你殺了她。 

吳明：她活著死了沒差別。她早死了。 

檢察官：你這樣跟野獸有甚麼差別？ 

吳明：人本來就跟野獸沒有太大差別。 

檢察官：我想沒甚麼好說的了。我們先休息，等一下再依程序進行下一步。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場場場場    

第二景第二景第二景第二景    

 
（電視新聞報導聲進） 

 
電視：世界上無奇不有，我們節目無怪不談。歡迎收看今晚的節目，讓我們一探

究竟！大家還記得變態殺人魔吳明嗎？七年前，剛剛才從國立大學生物系

畢業的高材生吳明竟然持槍闖進一所小學，開槍殺了一年級的二十六個小

孩，然後回家，殺了他的親生母親！根據那些幸運活下來的小孩說，他們

親眼看到闖入學校的吳明青筋暴露面目兇殘，只要看到在跑的小孩，他就

開槍，根本是把小孩當作活靶！但是，到現在，我們都不清楚他當初的作

案動機。吳明即將在下個月一號被槍決。在將兇手正法尋求正義的同時，

我們邀請到了專家學者，來談談他們眼中的殺人犯，吳明！（掌聲響起） 

 

（燈光轉換）  

（吳明上場） 

 
糖糖：葛格！你怎麼會在這裡？ 

吳明：天哪。是糖糖！妳怎麼會在這裡？ 

糖糖：我在這裡上小學，我一年級！ 

 
（場外傳來槍響） 

（大聲急促的腳步聲以及尖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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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糖：葛格，剛剛我聽到好多小朋友在尖叫。 

吳明：我也聽到了。 

糖糖：老師叫我們快跑，不然就躲起來。 

吳明：妳躲在這間教室？ 

糖糖：是啊，我很聰明吧？ 

吳明：妳很聰明，跟葛格一樣聰明！ 

糖糖：好棒！ 

吳明：妳都不怕嗎？ 

糖糖：葛格在，我不怕啊。 

吳明：糖糖，妳過來一下。 

糖糖：喔，好。 

 
（吳明牽起糖糖的手走到門邊，把門打開一條縫） 

 
吳明：妳看外面。妳看到走廊後面那幾個小朋友了嗎？ 

糖糖：看到了。 

吳明：他們是妳同學嗎？ 

糖糖：對啊。不過他們不想跟我躲在一起。他們說要去找老師。 

吳明：妳上次跟我說過，有同學會欺負妳。 

糖糖：他們沒有欺負我，他們只是不跟我玩。妳有看到那個綁兩根辮子的女生嗎？ 

吳明：那個長比較高的？ 

糖糖：對，她會跟其它人說我沒有把拔，叫其他人不要跟我玩。還有那個穿白色

衣服的男生，他會把吃剩的香蕉皮丟到我的便當盒裡。 

吳明：好，我知道了。妳先躲在這邊，躲在桌子底下。 

糖糖：喔，好。 

吳明：老師等下應該會來。妳不要怕喔。 

糖糖：我不會怕。 

吳明：來，我這邊剩下的爆炸糖全部給妳。幫我一個忙好不好？ 

糖糖：好。 

吳明：來，拉這裡。 

 
（吳明指示糖糖拉套筒將槍上膛） 

 
糖糖：好重喔拉不動。 

 
（吳明自己拉套筒將槍上膛） 

 
吳明：那妳幫我把這個小東西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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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讓糖糖按下槍的擊錘） 

 
吳明：就是這樣。糖糖，要記得上膛喔！ 

糖糖：上糖？那是什麼？ 

吳明：糖糖，妳知道嗎？妳是全世界最勇敢的小朋友。 

糖糖：我是嗎？ 

吳明：妳是。妳要記得，妳很勇敢。沒有人可以欺負妳。 

糖糖：好。 

吳明：等下不管聽到甚麼聲音，都不要從桌子底下出來。 

糖糖：好。葛格，那我甚麼時候可以去你家看海？ 

吳明：（微笑）有機會的話。我先走了。掰掰。 

糖糖：掰掰。 

 
（吳明下場） 

（燈漸暗） 

 

糖糖：我是全世界最勇敢的小朋友。沒有人可以欺負我。 

 
（數聲槍響）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場場場場    

第一景第一景第一景第一景    

    

（黑暗中，傳來少女糖糖的聲音） 

    

糖糖：哈囉，住在二十七樓的葛格。葛格，你知道嗎？我下個月要上國三了。這

是我第一次寫小說。我寫了一個關於大衛，關於我，或是關於你的故事。

這故事和我們都有關係。我們是同一片土壤，長出了同一顆樹。很對不起

我一直想不到結局怎麼寫。我現在寫完了，可是你也去旅行了。或許你會

遇到我把拔，請記得跟他說，我已經長大了。不用掛念我。我把我的小說

送給你，很高興認識你，二十七樓的葛格。 

 

（燈漸亮） 

（大衛一人在場上，看著手上一張照片） 

 

大衛：這是甚麼？為什麼你可以站在馬麻的旁邊？原來你們早就認識了？（抬頭

看鏡子）你說，你是不是早就認識我馬麻？你是不是想取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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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 

 

大衛：等等等等一下……為什麼你有和我手上一模一樣的照片？這是我從馬麻 

   衣櫃抽屜最底下一個盒子找到的耶。就是這個盒子… 

 

（大衛抬頭，怔怔地望著鏡子） 

（大衛慢慢地走向鏡子前，撫摸鏡中的自己） 

 

大衛：原來我長這樣？為什麼我長得跟馬麻不一樣？為什麼我長得跟他們都不一 

     樣？ 

 

（敲門聲） 

（場外傳出媽媽的聲音） 

 

媽媽：大衛，你還好嗎？ 

大衛：馬麻？馬麻回來了。 

媽媽：我回來了。我有帶藥給你吃。 

大衛：馬麻，妳告訴我，為什麼我長得和大家不一樣？ 

警察：（場外出聲）小姐，妳先把門打開好了，我們先安撫牠。 

大衛：馬麻，他是誰？ 

媽媽：他是警察。 

大衛：為什麼警察會來？ 

媽媽：你剛剛在餐廳揍了叔叔不是嗎？叔叔被送醫院了。警察說要過來看一下情

況。 

大衛：叔叔壞壞，叔叔很大聲對妳講話。我很生氣。 

媽媽：生氣也不能打人啊。 

大衛：而且叔叔說我是隻臭星星，我不是星星，我是大衛！ 

媽媽：而且你打到叔叔都躺在加護病房了！ 

大衛：加護病房是甚麼？ 

 

（媽媽拿鑰匙把門打開） 

 

警察：天哪！我沒想到牠這麼大一隻。 

媽媽：來，大衛，你先吃藥。 

大衛：我不要！ 

媽媽：大衛乖，你先吃藥。 

大衛：我不要吃藥！妳先告訴我，我為什麼長得和大家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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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馬麻不是叫你不要把那個衣櫃打開嗎？不要看到這個（摸鏡子）。這是世 

   界上最可怕的東西。 

大衛：妳為什麼不讓我知道我和別人長得不一樣？ 

警察：這隻猩猩看起來好像很激動。 

大衛：我不是星星，我是大衛！星星是在天上發亮的！我在地上！ 

警察：妳看牠，一直大吼。我要 call 我同事來支援。 

媽媽：等一下，我跟他溝通一下。 

警察：溝通？怎麼溝通？ 

媽媽：我聽得懂他在說什麼。（對大衛）大衛，你冷靜一點。大衛，我去找醫生

來好不好？他會幫你打針，然後你就可以睡一覺了。 

大衛：我不要！醫生都給我吃好苦的藥！ 

警察：牠真的好激動，和我帶小孩去動物園裡看到的猩猩都不一樣。 

媽媽：大衛不一樣，他是大學附屬醫院裡，被醫生培養出來的特殊品種。他不是 

一般猩猩。 

警察：真的嗎？ 

媽媽：真的。我從他三個月大就把他抱回家了。 

大衛：馬麻，妳說甚麼？ 

媽媽：來，大衛，這個藥會幫助你安靜下來，就像我吃藥以後也會變平靜。 

大衛：我不吃！ 

媽媽：你不吃你就沒有辦法安靜，就沒有辦法和馬麻在一起。 

大衛：我不管！ 

媽媽：就算沒辦法和馬麻在一起也沒關係嗎？ 

大衛：因為妳是騙子！妳一直在騙我！我以為我是妳生的。我以為我是妳的小孩。

妳說我是妳最寶貝的小孩，妳都是騙我的！ 

 

（大衛打碎鏡子，然後撲到警察身上） 

 

警察：（一面掙扎，一面對著警用對講機喊話）我……我這裡有一隻超級暴力不

受控制的大猩猩……天哪不要！我需要…需要支援……對，是猩猩，馬的

你們甚麼時候才會到？ 

 

（警察趁隙拔槍） 

（槍聲響起） 

 

大衛：馬麻…… 

 

（大衛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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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大衛！大衛！天哪你做了甚麼？大衛… 

 

（大衛掙扎） 

 

大衛：馬麻，整個世界每天都有這麼多小孩出生，為什麼我不是妳的小孩呢？ 

媽媽：大衛…… 

大衛：馬麻，對不起。我不應該打開衣櫃的。 

媽媽：不需要對不起。 

大衛：馬麻，我是不是真的是星星？從天上下來的？ 

媽媽：對，你是天上的星星，最閃最亮的那一顆。馬麻向天上許願，你就來到馬

麻身邊。 

大衛：馬麻，藥在哪？ 

媽媽：這裡。可是大衛你不需要吃藥了。知道嗎你不用再吃藥了。 

大衛：馬麻，妳要吃藥。妳要記得吃這個，贊……贊安諾，會讓妳平靜又快樂。 

 

（大衛靜止不動） 

 

媽媽：大衛…大衛！不要！醫生就要來了！大衛！ 

 

（媽媽尖叫） 

 

（燈瞬間暗）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場場場場    

第二景第二景第二景第二景    

 

（微光再度亮起） 

（可以看見僅有媽媽一個人躺在舞台上，承上一景繼續尖叫） 

 

 

（醫院產房儀器逼逼音效聲進） 

 

（以下醫生聲音為畫外音） 

 

醫生：太太，妳再用力一點。她快出來了。我快看到她了。 

媽媽：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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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來，一，二，三，再推！ 

媽媽：為甚麼……痛成這樣…… 

醫生：來，應該是最後一次了，我們忍耐一下。來，一，二，三，推！ 

 

（媽媽尖叫） 

（嬰兒哭泣聲） 

 

醫生：這是一個非常健康的寶寶！來，看一下妳女兒。 

 

 

（媽媽做出懷抱嬰兒狀，但觀眾可看見媽媽懷裡一無所有） 

 

 

媽媽：我女兒，我好不容易生下來的小寶貝。 

醫生：有名字了嗎？ 

媽媽：唐又寧，又是新的一天的又，寧靜的寧。 

醫生：又寧。 

媽媽：不過我要叫她糖糖。哈囉，糖糖。我是妳媽媽。 

 

（頓） 

 

媽媽：不要哭，糖糖。歡迎來到這個世界。 

 

（媽媽微笑低頭看著懷中） 

 

（燈漸暗） 

 

（空間中嬰兒哭泣聲持續） 

 

（燈全暗）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