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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 
 

劇情大綱：與詩人阿麥外遇的大學生茶茶，在阿麥的妻子，小恩，懷孕後思考著

結束這段戀情，然而因為一次被強迫陪同的三人野餐，敗露秘密。在繆思與妻子

之間的阿麥，最後面對這段關係做出取捨。 
 
角色 
 
阿麥：男，不得志的詩人 
茶茶：男，大學生 
小恩：女，支持丈夫、因為懷孕休息在家的妻子 
 

 
第一場 

 
時間：某天傍晚 

場景 
舞台左後方為進出大門，左中有一張單人沙發，鄰近一張桌子。舞台中央有一張

床，一對枕頭。周圍有數個小書櫃擺滿書，其中一個位於舞台左前，上頭有台熱

水瓶。舞台右後方為廁所出入口，右前方為陽台。 
 
(茶茶從廁所走出，手中拿著手稿輕聲念著，觀眾不會聽到內容，他揀了沙發坐
下) 
(阿麥從門口進入，向觀眾示意不要出聲，走近茶茶) 
 
阿麥 不要動！這是搶劫！ 
茶茶 (驚嚇，回頭認出阿麥)你要什麼？ 
阿麥 你的心。 
茶茶 我忘了密碼。 
阿麥 是感應式的。(作勢親吻) 
茶茶 (推開他)不要這樣。你怎麼進來的？ 
阿麥 門沒上鎖。你唯一不設防的入口。 
茶茶 好了。 
阿麥 怎麼不唸了？ 
茶茶 我讀了好幾次。 
阿麥 怎麼？不錯吧？ 
茶茶 你跑來就為了問這個？ 
阿麥 (走向書櫃，隨意翻著書本)你今天沒去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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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茶 (頭也不抬)會看到他，想想算了。 
阿麥 (往床上一坐)我以為你沒事了。 
茶茶 看起來是。 
阿麥 過多久了？兩個月？ 
茶茶 (放下手稿)我們的戀情不只兩個月。 
阿麥 放手比相愛要多花三倍力氣。 
茶茶 和時間。 
阿麥 你可以試著忘記。 
茶茶 我不知道，我記得他講了一堆髒話，把我的衣服從衣櫃抱出來往窗外

  扔，我哭的像個小孩──你不要笑，我猜那時候整個公寓的人都醒 
  了。 
阿麥 還有對面公寓。 
茶茶 對，尤其你家陽台正對我家陽台。那時候……還有什麼來著？我甚至

  連他的氣味都有些模糊──對了他鼻子很挺，眼睛會電人。 
阿麥 你在懷念他？ 
茶茶 沒有，我沒有。只是我真的想不起來……你有沒有過類似經驗：一個 
 人離開你的生活後，便面目全非？ 
阿麥 你還愛著他。 
茶茶 我都說沒有了。我是說，其實兩個人都有問題，兩個人都是好人，但 
 好人不一定適合好人。 
阿麥 你說的我不知道也沒興趣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詩陪你走過低潮。 
茶茶 你只在乎你的詩。 
阿麥 什麼意思？ 
茶茶 沒什麼意思，只是覺得你也很可憐。 
阿麥 可憐？ 
茶茶 這一切讓我想笑。 
阿麥 你沒必要拐彎抹角。 
茶茶 你可以當我自言自語。就像你那些曖昧的詩，那些讓你驕傲的詩。 
阿麥 生氣個屁？關我什麼事？ 
茶茶 對阿我算什麼，一個屁吧，一點都不關你的事。(摀住臉)好像昨天才發
 生一樣，他就站在你現在那個地方咆哮，書櫃已經不是那時候的書  
 櫃，窗戶破了全部翻新。 
阿麥 抱歉。 
茶茶 只有我還是那個時候的我，沒有修補的我。畢竟誰在乎一個屁。 
阿麥 嘿，你還有詩阿。 
茶茶 (抬頭看著他)你們都只想到自己。 
阿麥 嘿！ 
茶茶 去他媽的男人！去他媽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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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麥 嘿！嘿！(抱住茶茶) 
茶茶 (掙扎)放開我！ 
阿麥 好了！好了！ 
茶茶 (放棄)好糟。 
阿麥 是我先提起的，我道歉。(吻茶茶的臉頰) 
茶茶 (推開)這就有點超過了。 
阿麥 在你的心上塗抹詩句的膏藥。 
茶茶 (笑)噁心。 
阿麥 讓我的胸膛成為溫暖的火光。(張開雙臂) 
茶茶 (點菸)看來你今天寫作很不順。 
阿麥 (放下手臂)我只有在這裡才能創作。 
茶茶 我越來越覺得真是一場錯誤。 
阿麥 這是城市，沒有達達的馬蹄。 
茶茶 (彈彈菸灰)嘖。 
阿麥 你不懂結婚的恐怖。 
茶茶 或許你可以寫首詩，叫<新手丈夫>。 
阿麥 不如殺了我。 
茶茶 詩人總是大驚小怪。 
阿麥 嘿！嘿！你知道什麼是結婚嗎？一輩子被一個小小的金屬環套住、每

  天早上聞同個人的口臭醒來、你以後不能在家大吼大叫，因為你會有

  個他媽的嬰兒在睡覺！ 
茶茶 嬰兒很可愛。 
阿麥 可愛？或許頭一個月我會這麼覺得，寫些句子形容她肥嘟嘟的臉頰， 
 但你想過你要看著她長大，她逐漸長成你不認識的樣子，但你不能拋 
 棄她，就算那隻小怪獸打擾你寫詩，你還是要乖乖幫她換尿布！ 
茶茶 你是一位丈夫，未來是一位爸爸。(將菸擱下) 
阿麥 同時是一位詩人。 
茶茶 以上你都不是，其實只是個小男孩。 
阿麥 而這裡就是男孩的秘密基地。 
茶茶 我的天。 
阿麥 你知道(將一個枕頭抱入懷中)我很喜歡你選的枕頭套，克萊因藍，就像
  詩一樣迷人。有時候我閉上眼睛(順勢躺下)，感覺連呼吸都變成文字。 
茶茶 我覺得有點舊了，找一天該買個新的── 
阿麥 不不不！沒有顏色可以替代它！(將枕頭拿近茶茶)我甚至可以指出你上
  次睡著流口水的地方，就在這兒── 
茶茶 我早就洗過了── 
阿麥 還有你哭的那次，用這邊擦眼淚── 
茶茶 (奪過枕頭)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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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麥 (拿起另一個枕頭，趨前壓住茶茶)然後，你喜歡我強勢一點。(親吻， 
  引導茶茶至床上) 
 
(沉默) 
 
茶茶 你的詩還沒寫。 
阿麥 安靜也是一首詩。 
茶茶 我們不該這麼做。 
阿麥 我們只是做愛。 
茶茶 (坐起身)你很超過── 
阿麥 (擁抱茶茶)噓。 
 
(一會兒茶茶將阿麥推開，背對阿麥) 
 
茶茶 我想床單也一併買新的，該換了。 
阿麥 因為他嗎？ 
茶茶 誰？ 
阿麥 鼻子很挺，眼睛會電人的傢伙。(頓)我只有聞到我的汗味。 
茶茶 我總是睡得不好，我有時半夜會驚醒，就是突然的念頭，然後我會走 
 到陽台抽菸── 
阿麥 (將茶茶的頭靠在自己胸膛)睡吧。 
茶茶 (掙脫)這裡讓你分心，你該換個地方寫作。 
阿麥 這裡的濕度、溫度、光線、還有影子的長度都那麼恰當── 
茶茶 你可以買台除濕機。 
阿麥 (低下頭)你知道這很困難。 
 
(沉默) 
 
茶茶 一切會過去的，好事跟隨著善意。 
阿麥 (握住茶茶的手)所以我有了這裡！ 
茶茶 (抽回)我只是不想欠你什麼。 
阿麥 你聽過我說很多次，我的詩變化很大。 
茶茶 我是覺得都不錯，不管何時。 
阿麥 在家裡或咖啡廳或便利商店，那些文字都不如這裡所寫的，每一個字

  都閃閃發光。 
茶茶 小恩姊最近還好嗎？上次介紹她做孕婦瑜珈，對浮腫有沒有改善？ 
阿麥 我哪知道，你不自己問她。 
茶茶 嘿！是你跟我抱怨她懷孕後情緒很差，常常喊身體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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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麥 最近的確是比較少聽到。 
茶茶 到底誰是她丈夫啊？ 
阿麥 不過我在家裡還是寫不下去。 
茶茶 我越來越覺得這是一場錯誤。 
阿麥 嘿我哪知道一次就中！ 
茶茶 我不想聽細節。 
阿麥 難道我不想處理問題？問題不就是錢嘛！所以我拚命找地方寫啊，找

  一個高產量的的環境啊！我只能一直寫、一直投、一直寫、一直── 
茶茶 寫詩之外你真是笨的可以。 
阿麥 現在換說我笨了？你這麼聰明那你告訴我啊？問題怎麼解決啊？還是

  你跟她都一樣只會情緒化！ 
茶茶 (逼近)現在是怎樣？我跟她？ 
阿麥 (怯懦)對！你們！讀到詩可以破涕為笑下一秒為了髒襪子跟你吵架！你
  們── 
茶茶 (逼近)歇斯底里嗎？還是不問是非？ 
阿麥 不是我的意思是── 
茶茶 告訴你，所有的刻薄都發生在女人身上。但你知道嗎？女人不會把它

  叫做「問題」── 
阿麥 好好我知道我剛剛措辭不對── 
茶茶 女人選擇扛下，因為對她來說充滿希望。那個未來。 
 
(茶茶癱在沙發上，阿麥坐回床，彼此看著對方) 
 
茶茶 廢人。 
阿麥 寫些句子安慰失戀的人。 
茶茶 女人懷孕了就想逃跑。 
阿麥 逃不了。(秀了無名指的戒指) 
茶茶 我說你阿……算了。 
阿麥 廢人越獄了幾次，詩是他挖的地道。 
茶茶 一首也賣不出去的詩。 
阿麥 然後他就挖到這了。 
茶茶 閉嘴。 
阿麥 我去泡茶。(走向熱水瓶) 
茶茶 時間不早，你該回去了。 
阿麥 明天小恩要跟我去野餐。 
茶茶 聽起來很好。 
阿麥 你可以一起來嗎？ 
茶茶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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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麥 (端著茶走回來)在豐饒的陽光下，聆聽你朗誦我的詩。 
茶茶 這一點都不好笑。 
阿麥 當然不好笑，它十分浪漫。 
茶茶 我不去，你好好陪她。 
阿麥 只是吃著三明治，無法餵飽靈魂。 
茶茶 天啊。 
阿麥 貧瘠的日常需要你的聲音才能茂盛。 
茶茶 這個主意非常爛。 
阿麥 拜託啦！小恩又不會介意。 
茶茶 你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嗎？ 
阿麥 你們認識阿。 
茶茶 我剛剛都白講了。 
阿麥 不，你要知道這才是解決問題──不對，應該說互惠：你在的話小恩 
 就不會找我吵架，同時我聽你的朗讀說不定文思泉湧，而你可以獲得 
 免費的午餐，你知道小恩的手藝很好。唔，我覺得很完美。(手機響了) 
茶茶 你手機響了。 
阿麥 喂……喔是妳……是是是妳最辛苦好不好，吃晚餐？……什麼時候回

  家？不用等我啊妳自己先吃……我沒有鬼混！我很認真在寫作啊……

  好了好了我不想吵，我要掛了。 
茶茶 回去。 
阿麥 那你答應我。 
茶茶 你不要強人所難。 
阿麥 那你親我一下。 
茶茶 幹── 
阿麥 反正我也不急著回去，我今天還沒動筆。 
茶茶 回去。 
阿麥 那你答應我。 
茶茶 媽的。 
阿麥 創作者必須每天練筆啊！我感覺到好多詩句長出來了，你看看這邊的

  床、那邊的門，長出好多詩句。 
茶茶 白癡！ 
阿麥 你不懂嗎！(握住茶茶的手，茶茶甩開) 
茶茶 我真是受夠你了！ 
阿麥 你愛著我的詩句，你的欣賞安慰我。 
茶茶 閉嘴。 
阿麥 看著我！ 
茶茶 好你要寫是吧！那我走！(往門口走) 
阿麥 (起身)去哪？(阻擋未果，步回沙發坐下，拿起手稿)媽的。(點菸，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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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追出去。)  



8 
 

 
第二場 

 
時間：第一場的一周後，傍晚 

場景 
與第一場同 

 
茶茶 (大字形躺在床上，手機鈴聲響起，他沒有接)第十五通。 
 
(鈴聲結束，茶茶坐起身看了手機，扔回床邊，此時鈴聲又響起) 
 
茶茶 關機好了。(坐起身撿回手機，同時門鈴響起。茶茶放下手機走向門口，
  隨後小恩跟著他進來。) 
小恩 打你手機也沒接，如果你再沒開門，我可能會叫警察。 
茶茶 切成靜音了，抱歉(笑)。這裡的確亂得像犯罪現場。 
小恩 我不是開玩笑，我擔心死了。(揀了沙發坐下) 
茶茶 妳看起來氣色很好。(順勢坐在小恩旁邊) 
小恩 但你糟透了。我說真的。 
茶茶 妳要盡量不讓情緒受干擾，這是胎教的一環。 
小恩 不說我也知道。 
茶茶 (聳肩)好啦，看到我還活著，就別胡思亂想了。 
小恩 大概吧，畢竟你很久沒來坐坐。 
茶茶 妳還有臉書阿。 
小恩 你知道那不一樣。 
茶茶 老是打擾妳不好。 
小恩 或者邀我來你家坐坐。 
茶茶 這麼亂，不好意思。 
小恩 我現在不就坐得很舒服嗎？(往沙發一靠) 
茶茶 好啦(尷尬一笑)，我把陽台門打開，比較通風。 
小恩 謝啦。 
 
(茶茶走向陽台拉開紗門，回頭坐在床上) 
 
小恩 你的花開了啊。 
茶茶 重新買了種籽，連土都買新的。 
小恩 很好看。 
茶茶 妳也可以試試看，不難。 
小恩 (笑)挺著大肚子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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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茶 喔……那不然我送妳一盆？ 
小恩 不了，我從對面看的到。 
 
(沉默) 
 
小恩 最近的天氣也都很好。 
茶茶 到下禮拜都是。 
小恩 很適合野餐。 
茶茶 偶爾散散步就夠了，附近就是公園。 
小恩 都是些抽菸的人，那更糟。 
茶茶 或許早上的時候，妳知道很多人都還沒醒。 
小恩 孕婦還是有很多家事要處理。 
茶茶 妳可以到陽台叫我，我可以幫忙。 
小恩 然後順便吃頓飯。 
茶茶 我們可以叫外送。 
小恩 簡單的料理我可以應付。 
茶茶 我吃起來覺得不簡單。 
小恩 下回來我家，我教你。 
茶茶 我想還是先叫外送吧，至少在生產以前。 
小恩 我一直以為你吃壞肚子。 
茶茶 什麼？ 
小恩 上次野餐的那些飯糰。 
茶茶 很好吃，很清爽。 
小恩 不是，我真的擔心死了，第一次野餐就……我再也不想野餐了。 
茶茶 嘿！我都說我沒事了。 
小恩 我回去想了好久，到底哪裡出錯了？你那時候急急忙忙的走掉，我以為

  你是去抽菸。但你沒有回來。 
茶茶 我真的沒事，真的。 
小恩 我真的擔心死了，真的。 
 
(沉默) 
 
茶茶 真的是很好吃的飯糰。 
小恩 還好你喜歡。 
茶茶 所以啦，還是可以去野餐。 
小恩 如果還有好天氣。 
 
(沉默) 



10 
 

 

茶茶 要喝茶嗎？我去泡些洛神。 
小恩 謝謝。 
 
(茶茶起身走向熱水瓶，小恩起身走向書櫃瀏覽) 
 
茶茶 加蜂蜜好嗎？ 
小恩 你的書很多啊。 
茶茶 什麼？ 
小恩 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稅務法規實務、高等會計…… 
茶茶 妳有興趣？ 
小恩 只是想起以前的大學時光，人進社會老的快。(往床上一坐) 
茶茶 茶好了。(坐在沙發) 
小恩 我也曾經滿嘴的商業資訊。 
茶茶 現在滿嘴媽媽經。 
小恩 (苦笑)生下來也不能馬上回去工作，還好之前有存一些。 
茶茶 或許可以開個粉絲頁，接些嬰兒用品的業配。 
小恩 (笑)看來回不去了。 
茶茶 轉換跑道沒什麼不好。 
小恩 我沒什麼膽子冒險，我開始到了失去的年紀。 
茶茶 悲觀對胎教也不好喔。 
小恩 對你的愛情也不好。 
茶茶 嘿！ 
小恩 說真的，那都過去了，不是嗎？ 
茶茶 我不太想講這件事。 
小恩 年輕的失去是一種學習，到我現在，失去就是真的失去了。 
茶茶 真是……妳也才三十多歲而已。 
小恩 鹽也不一定吃的比你多。 
茶茶 所以啊── 
小恩 所以心要開闊些。 
茶茶 哪本心靈雞湯寫的？ 
小恩 我很認真，你的未來不是只有架上那幾本書，或是一個糾纏你的人。 
茶茶 喝茶吧。 
小恩 我現在很聒噪嗎？ 
茶茶 冷了不好喝。 
 
(茶茶倒了一杯，小恩拿起來，隨後又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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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恩 你睡覺會抱著枕頭嗎？ 
茶茶 什麼？ 
小恩 (拿起其中一個枕頭)我覺得這顏色很特別。 
茶茶 有時候在床上看書，我會把它疊在一起。 
小恩 沒什麼味道。你很愛乾淨。 
茶茶 我想換一組新的。 
小恩 兩個枕頭還是太多了，睡覺抱著感覺也卡卡的。 
茶茶 喝茶吧，洛神不適合懷孕後期。 
小恩 單身很珍貴，結婚是各種遷就。 
茶茶 是不是不合妳的口味── 
小恩 告訴我，那天野餐怎麼了？ 
茶茶 什麼？ 
小恩 你是因為寂寞嗎？ 
茶茶 就說妳要喝點洛神，手腳浮腫讓妳神經兮兮。 
小恩 神經兮兮的是你……我只想知道原因。 
茶茶 沒有原因，因為什麼都沒發生。 
小恩 再堅強的人都會寂寞。 
茶茶 如果妳要分享經驗，妳慢慢說，時間還早。 
小恩 (頓)我的一切都到盡頭。 
茶茶 妳不會說這麼詩意的話。 
小恩 你是怕我生氣嗎？的確有兩三天我很生氣又沮喪，但你是我朋友── 
茶茶 所以我願意聽妳說。 
小恩 不！不！我現在很確定，你在閃躲。 
茶茶 閃躲什麼？ 
小恩 你知道。 
 
(茶茶斟一杯茶，一口飲盡) 
 
小恩 但我想知道原因，聽你親口說。 
茶茶 我無話可說，時間不早了。 
小恩 你對他也是這樣嗎？ 
茶茶 誰？ 
小恩 (頓)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認識，那時候你說你剛搬到附近……我因為懷
  孕剛離開公司，同事朋友都很忙，有個聊天的對象讓我開心，或許你沒

  有發現，這對我生活很重要。 
茶茶 妳是個親切的人。 
小恩 你的時間很彈性，我們常常聊天……有你在的場合都很放鬆。 
茶茶 我沒有想到妳要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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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恩 所以我並不介意，包括野餐那次。 
茶茶 我很抱歉── 
小恩 不不不！我不是要聽你說這個── 
茶茶 難得妳們夫妻可以一起出遊，我搞砸了。 
小恩 你還是怕我責備嗎？ 
茶茶 妳到底── 
小恩 阿麥跟我是大學認識，他跟現在差不多瘦。 
茶茶 我沒聽妳說過。 
小恩 系上聯誼。一般男生聊的不離吃喝玩樂，但阿麥滿嘴的詩。 
茶茶 應該蠻惹人厭的。 
小恩 他開口第一句就是：「楊牧雖然晦澀，但真的值得反覆讀。」 
茶茶 他是怪人。 
小恩 然後他寫信給我。其實當面交給我不就得了？再怎麼說我們是同一間學

  校，而且誰還寫信呢？(頓)信的內容沒什麼，就是一首首的詩，最後備
 註說我是他的繆思。 
茶茶 妳把信留著？ 
小恩 我回信說到：「我是楊牧的書迷，你不用抄他的句子寄給我。」(頓)後來
  他每個禮拜寄信，每次一到兩首他自己寫的詩。畢業後，我答應跟他在

  一起。 
茶茶 那很好。 
小恩 他說寫作雖然很困難，但想試試看。我一邊工作一邊等待，我相信他有

  才華，有一天他會被看到。(頓)我知道懷孕後我情緒不穩，常常跟他吵
 架，我甚至覺得應該墮胎── 
茶茶 不不不妳不要這樣想── 
小恩 然後你出現了。我知道我們相處時，你常常聽我抱怨兩、三個小時，然

  後安慰我，說一切會沒事。(頓)這對我很重要。 
茶茶 我很感激。 
小恩 但我是他的太太，我不能失去他。(頓)至少，我要知道失去他的原因。 
茶茶 妳想要我怎麼道歉？(站起身)我以為阿麥有告訴妳，或者至少妳們溝通
  好了！我以為妳習慣他就是那個死樣子！那個要死不活的樣子！野餐

  搞砸了，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 
小恩 你們都有問題。 
茶茶 對！只有妳沒問題！ 
小恩 你的問題就是寂寞。 
茶茶 馬的妳可以再噁心一點。 
小恩 他也在你心上塗抹詩句的膏藥嗎？ 
茶茶 (愣住)妳看太多他的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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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茶茶 時間晚了。 
小恩 你還來的及，你有更好的未來。 
茶茶 妳該回去了。 
小恩 在我們還沒徹底決裂之前。 
茶茶 如果妳想喝，我幫妳打包。 
小恩 知道我喜歡你哪一點嗎？你從來不在我面前抽菸，你很體貼，所以我無

  法對你生氣。我幫你找藉口，人都會犯一兩次錯，但不能把錯推在同個

  人身上對不對？例如我跟別人交換戒指，但對方沒有當作一回事，我怪

  他嗎？當然──但是我沒有整天哭著一張臉，我試圖去彌補……我不知

  道結果怎麼樣，但你不能無視錯誤，你總是要有所行動。 
茶茶 大概吧。 
小恩 我借一下洗手間。 
 
(小恩進入洗手間，過一會兒茶茶的手機響起，茶茶連忙挨近床前，小恩從洗手
間探出頭，手裡拿著手機。接著掛斷。沉默。) 
 
小恩 那天我都看到了。 
茶茶 對不起。 
小恩 你不能再躲了。(逼近) 
茶茶 我對不起妳。 
小恩 我只想知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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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時間：與第二場同天，晚上 
場景 

舞台左中有一張椅子，掛著外套。右中舞台通往陽台。 
 
(阿麥半臥，一會兒小恩從舞台左前側進入。) 
 
小恩 你居然在家。 
阿麥 有什麼問題嗎？ 
小恩 就算有我也不想問。 
阿麥 我快餓死了。 
小恩 我不餓。 
阿麥 冰箱裡什麼也沒有。 
小恩 我把插頭拔了，當然什麼也沒有。 
阿麥 我以為妳會準備些泡麵。 
小恩 孕婦不吃那種東西。 
阿麥 嘿！妳以為這裡只有妳一個人住嗎？ 
小恩 差不多，所以我很意外你在家。 
阿麥 媽的。 
小恩 沒事的話早點睡了。 
阿麥 我有事要告訴妳。 
小恩 很重要嗎？我有點累。 
阿麥 妳就擅長破壞氣氛。 
小恩 彼此彼此。 
阿麥 我打妳手機也沒接。 
小恩 我這不就回來了？ 
阿麥 妳懷孕就不要到處跑。 
小恩 那你知不知道，在屋裡抽完菸記得開窗，尤其家裡有個孕婦。 
阿麥 嘿！我等妳等了好久。 
小恩 那我還真是抱歉。 
阿麥 我有好事要告訴妳。 
小恩 對我來說是好事嗎？ 
阿麥 我幹── 
小恩 收回你的髒話，(摸摸肚子)胎教。 
阿麥 去你的。 
小恩 (對著肚子講話)北鼻乖喔，爸爸就愛罵髒話。 
阿麥 (瞪著她，起身走近，貼著小恩的肚子)北鼻乖喔，媽媽就是尖酸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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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恩 (回瞪)拿開你的手。(走到椅子坐下，披上外套) 
阿麥 不要遺傳到媽媽的壞脾氣喔。 
小恩 (深呼吸)今天好累。 
阿麥 我今天接到編輯的電話。 
小恩 (聳肩)然後？ 
阿麥 她說她看完了稿子，決定要幫我出版！──出版耶！過幾天定稿會寄

  來！ 
小恩 嗯哼，那還真是了不起。 
阿麥 大概會有兩三場巡迴講座，還有一個電台節目在喬。 
小恩 講那些讓你驕傲的詩。 
阿麥 我……換個方式說，如果首刷賣完了，至少會有幾萬塊，搞不好有些雜

  誌會來邀稿，賣得好，編輯會跟我簽下一本書，會先付預定金。 
小恩 如果賣完。 
阿麥 (深呼吸)妳想吃什麼？我們太久沒好好吃一頓，我們可以買點香檳，我
  記得妳更喜歡紅酒，但香檳還是比較適合不是嗎？──喔現在懷孕這先

  不要，不過餐廳隨便挑，我記得妳喜歡肋眼牛排── 
小恩 我好累，我們可以明天再仔細談。 
阿麥 (來回踱步)妳到底懂不懂我意思？蛤？妳就是一臉冷漠！跟妳講話我才
  累！ 
小恩 我都聽到了。(頓)你會拿到版稅，我們可以慶祝。 
阿麥 妳一點感覺都沒有？ 
小恩 我很高興啊。 
阿麥 是因為我沒有讓屋子通風嗎？(走向陽台拉開門，手四處搧風)剛剛空氣
  不好，妳有點昏沉，我重頭講一次── 
小恩 我就只是累。(身體癱軟下來) 
阿麥 (把門關上)我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或著妳想要什麼？妳可以買些妳想
  很久的東西──除濕機呢？雖然有點奢侈但那不是問題── 
小恩 問題就是，你能不能安靜。 
阿麥 (走向她把外套扯掉)妳要高興啊！媽的看起來要死的樣子！我才不相信
  妳累，(拉小恩手臂)起來啊！還是我們跳一支舞來慶祝── 
 
(小恩打阿麥一把掌) 
(沉默) 
 
小恩 對不起。 
阿麥 我做什麼都是屎，對不對？ 
小恩 我只是累了。(頓)外套給我。 
阿麥 我也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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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恩 那是我自己買的。你還沒向我道歉。 
阿麥 (撿起外套)妳的品味真差。(丟向小恩，外套掉在地上) 
小恩 比起你的詩，還算可以。 
阿麥 妳什麼意思── 
小恩 請問你買過什麼？沒有！連香菸的錢都從我皮夾拿── 
阿麥 那叫生產成本！精神性的消耗！ 
小恩 你要跟我談成本？好啊那一根菸換幾個字？一個字換幾元？ 
阿麥 我運氣不好── 
小恩 運氣不好？一個女人為你在外面白天正職晚上兼差，懷孕後她不得不在

  家安胎，薪水減半之外還丟了兼差工作。是誰的運氣不好？── 
阿麥 現在怪到我身上？我早說妳兼差的工作不好，那個老闆看起來就── 
小恩 就怎樣？不然你有錢買菸？ 
阿麥 所以我不是告訴妳好消息嗎？我的作品要出版── 
小恩 對！很好！大作家！如果稿費這麼多，先幫我付繳費單── 
阿麥 什麼？ 
小恩 上個月的電費。 
 
(沉默) 
 
阿麥 我等等出門。 
小恩 去哪？ 
阿麥 總之不是這裡，四處繞繞。 
小恩 別去打擾茶茶，他應該睡了。 
阿麥 (愣)我又沒提到他。 
小恩 只是提醒你一下。 
阿麥 你剛剛在他那裡？ 
小恩 沒什麼，想說野餐之後，就一直沒碰面。 
阿麥 你們說了什麼？ 
小恩 饒了我吧。 
阿麥 他還好嗎？他也一直避著我── 
小恩 (瞪著阿麥)你知道原因。 
阿麥 什麼跟什麼？ 
小恩 你去超商買酒，別喝太多。 
阿麥 他怎麼了？ 
小恩 我們的朋友很好，你要出去就快，我真的要睡了。 
阿麥 他什麼時候在？ 
小恩 這一兩天應該還在，但之後我不確定。 
阿麥 你這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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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恩 他應該再找房子了。 
阿麥 搬去哪？他為什麼要搬家？ 
小恩 這還要問我？ 
阿麥 你跟他說了什麼？ 
小恩 如果不是你，我還想請他當寶寶的乾爹。 
阿麥 你他媽的說了什麼！── 
小恩 我都看到了。(頓)野餐那時候。 
阿麥 (愣)看到什麼？ 
小恩 (深呼吸)你知道嗎？我最討厭懷疑別人，因為這也否定了自己，我討厭
  說謊，尤其是拆穿的時候，就像同時打了自己一巴掌。你對別人無法釋

  懷，對自己的蠢也無法釋懷。 
阿麥 (頓)手腳浮腫讓妳疑神疑鬼。 
小恩 (苦笑)我們這一回就不演戲吧。我愛你──我知道這三個字聽起來很廉
  價，你可以寫一百個句子替代它，但你不可以分給一百個人。 
阿麥 妳現在也是個詩人了。 
小恩 (面有慍色)你就沒辦法像個正常的丈夫，對不對？ 
阿麥 你他媽的滾去睡覺！我去找他！ 
小恩 幹嘛？ 
阿麥 問我老婆他媽的講了什麼讓他搬家！ 
小恩 我叫他清醒！你的胸膛才不是火光！ 
阿麥 (愣)他一定覺得妳有病。 
小恩 我不知道你們進展到哪裡，但一切都結束了── 
阿麥 妳……我認輸，我想不到任何髒話來罵妳。 
小恩 你可以摘一句你的詩。 
阿麥 我操── 
小恩 他搬走了，我們互不相欠。 
阿麥 幹！ 
小恩 麥先生！(頓)你看看自己的無名指！ 
阿麥 (左掌抬起)我居然眼瞎到跟一個厲鬼結婚。 
小恩 閉嘴！(深呼吸)我想清楚了，你給我滾，現在就滾，我希望你喝得大醉，
  最好被一台車撞死……明天報紙頭版就是你身上的一堆蒼蠅。 
阿麥 那我建議妳等等打開瓦斯，至少不會生下跟妳一樣惡毒的小孩。(轉身
  離場) 
 
(小恩摀著臉，燈暗，一會兒畫外音起。) 
 
阿麥 (敲門聲)茶茶！我知道你在裡面！快點開門！(拽門把)你他媽的給我開
  門！你為什麼要搬？你不可以搬！(敲門)你不可以因為那個女的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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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話就搬家！你開門啊你！(踹門)你出來啊！你出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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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時間：第三場後幾天，早上 
場景 

只留第一場的沙發，四處推疊封好的紙箱。 
 
(阿麥拿著定稿由左後舞台跑進，茶茶正在將紙箱上膠帶，聞聲轉過頭看著阿麥。) 
 
阿麥 你什麼時候要走？ 
茶茶 是你。 
阿麥 你在做什麼？ 
茶茶 你怎麼會來？ 
阿麥 有沒有水之類的，我好渴。 
茶茶 我應該鎖門的。 
阿麥 (往沙發一坐)不該是這樣子。 
茶茶 我還沒打包完。 
阿麥 你要搬去哪裡？學校怎麼辦？休學嗎？ 
茶茶 過幾天我要換一組手機號碼。 
阿麥 你知道這幾天我過得很差。 
茶茶 我不知道。 
阿麥 我要看看你。 
茶茶 那你看到了。 
阿麥 (愣)我要看你……你好嗎？ 
茶茶 正在打包。 
 
(沉默) 
 

阿麥 換你問候我。 
茶茶 這是什麼無聊遊戲。 
阿麥 像個朋友，問我好不好。 
茶茶 看你的臉也知道，白的像鬼。 
阿麥 對……然後你要接著問原因。 
茶茶 我沒心情陪你玩。 
阿麥 (起身，來回踱步)這不是遊戲！我是很認真的……像個朋友一樣寒暄。
 我們應該要這樣。 
茶茶 不這樣又如何？ 
阿麥 會……很寂寞。 
茶茶 如果剛剛是一首詩，非常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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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麥 那我呢？ 
茶茶 什麼？ 
阿麥 我爛嗎？ 
茶茶 你配不上小恩。 
阿麥 (脫下戒指，擱在紙箱上)害我寫作時卡卡的。 
茶茶 我要走了，希望我們都因此能好好的。 
阿麥 你知道出版的事嗎？ 
茶茶 我知道，那天你在門口鬼叫有說到。 
阿麥 原來你醒著。 
茶茶 我醒了，現在也是。你也該醒了。 
阿麥 你知道那些詩都跟你有關。 
茶茶 我很榮幸，但無以回報。 
阿麥 沒有一首是關於小恩，或是肚子的胎兒。 
茶茶 可以做你下一本書的主題。 
阿麥 你知道一個詩人寫不出東西，他就是死了。 
茶茶 你會是個好爸爸好丈夫，至少有個開始。 
阿麥 記得我們第一次認識嗎？那時候我以為你是個小偷。 
茶茶 我稿子還你了嘛。 
阿麥 我想說誰要偷我的稿子，沒想到是對面鄰居。但一個窮詩人的稿子能換

  多少錢？ 
茶茶 我只是借來看……我道過歉了。 
阿麥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我的詩安慰一個陌生人，當他走不出失戀。 
茶茶 我道過謝了。 
阿麥 詩是我的一切，而我的詩被認真地讀著。 
茶茶 你值得。(頓)我是說詩。 
阿麥 我開始為那個讀者寫，我寫關於他的家，他的單人沙發，他的書架他泡

  的茶，甚至他的廁所。 
茶茶 不要說了。 
阿麥 然後我寫完每一個物品，我寫他，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他輕聲念著我的

  詩，他夏天打赤膊的汗水，他閱讀時習慣半臥。 
茶茶 夠了。 
阿麥 我的編輯說你寫了300多首不考慮刪減嗎？我說總共是三百六十五首，
  一天一首，沒有哪一天可以刪除。 
茶茶 滾！ 
阿麥 我獻給他，我想告訴他這是第一本書，也是開始── 
茶茶 你給我閉嘴！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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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麥 我要離婚了。 
茶茶 什麼？ 
阿麥 小恩換了一個鎖，她沒給我鑰匙。 
茶茶 你知道該怎麼做。 
阿麥 我來了，但你準備走了。 
茶茶 你的戒指，戴回去。 
阿麥 那你就不會走了嗎？ 
茶茶 (頓)再過一會兒，搬家公司就來。 
 
(沉默) 
(阿麥走向一個紙箱，割開並把東西往外扔) 
 
茶茶 (向前阻止)你在幹什麼？ 
阿麥 你帶的東西太多，(一隻腳伸進去)，我沒位子。 
茶茶 白癡！你給我閃開！ 
阿麥 (繼續把東西往外扔)這些詩集的作者不是我，不用留著。 
茶茶 幹！(拉住阿麥的手臂往外扯，阿麥跌在地上) 
阿麥 也對，我不是傢俱，我可以走路過去。 
茶茶 (揪住阿麥的領子，拉他起來)你過來！你從陽台這邊望過去，看到什麼！ 
阿麥 你種的花不見了，送人了？ 
茶茶 你看到對面那戶人家了沒！ 
阿麥 我不認識。 
茶茶 (鬆手)你再說一次。 
阿麥 我看到一個懷孕的女人，我不認識。 
 
(茶茶獨自走回沙發坐下，點菸) 
 
阿麥 下禮拜第一場巡迴發表。 
茶茶 祝福你。 
阿麥 我們一起上台。 
茶茶 別想。 
阿麥 然後你可以念一段── 
茶茶  念什麼？念說我是這個詩人的繆思嗎？告訴大家我們在沙發上做愛嗎？
  說我很不要臉的跟他們夫妻去野餐？ 
阿麥 不是── 
茶茶 你怎樣才要放過我？(把菸擱下，強吻阿麥)這樣嗎？夠了嗎？還是我們
  現在打一砲？(將上衣扯掉，逼近阿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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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麥 不是！不是！(將茶茶按回沙發)別鬧了！ 
 
(沉默) 
 
阿麥 我要的很簡單。 
茶茶 他媽的。 
阿麥 我們是如此了解彼此，不是嗎？ 
茶茶 噁心。 
阿麥 我想好了，這筆版稅我們去打一雙對戒，我答應你。 
茶茶 然後呢？從此就幸福快樂？ 
阿麥 或許吧，但這是個好的開始不是嗎？(握著茶茶的手)再去野餐？ 
 
(茶茶抽回手，將阿麥的定稿搶來) 
 
阿麥 你讀讀，我幾乎沒什麼改。 
 
(茶茶將定稿撕毀) 
 
阿麥 你幹什麼？ 
茶茶 這就是我朗讀的聲音。喜歡嗎？ 
阿麥 你── 
茶茶 我怎樣？ 
阿麥 幹！(跟茶茶搶奪定稿，茶茶跌進紙箱堆) 
 
(沉默) 
 
阿麥 不該是這樣子。我們不該是這樣子。 
 
(燈暗)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