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戲劇課輕鬆學—以【小勇的故事】為例 

文：吳青燁 

壹、前言 

    兒童時期為培養健全人格之重要關鍵，因此落實品格教育便為此教育階段

至為重要的項目，尤以現代社會因科技媒體發達，傳達大量資訊的同時也造成

許多社會亂象，如同白紙般的孩童難免受到影響，若沒有家庭及學校教育的把

關，未來難免衍伸為社會問題。 

    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包含了誠實、尊重、仁慈、寬厚、勇氣、自由、正義、

平等等項目，戲劇教學便是將這些抽象名詞落實在孩子的教育並實踐在生活中

的最佳方式。在戲劇課堂中，教師營造出安全想像空間，透過精心規劃的教學

活動，帶領孩子經歷某個事件，將現實生活部分投射在虛擬情境裡，透過【做

中學】，在過程中學習獨立思考、自覺、合作、負責等態度。 

 

貳、設計流程 

 

 

 

 

叁、教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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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身活動

•進入故事情境之前導活動

•目的在為之後的戲劇活動做準備

發展活動

•針對焦點問題發展之戲劇活動

•包含衝突(問題)的發生、困境與角色的投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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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思考與模擬呈現，包含實際操作與戲劇演出等方式

•反思、討論與回饋

延伸活動
•視課程需求安排



肆、教案示例： 

單元名稱 小勇的故事 

單元介紹 

小勇是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他與父母居住在一個離城市

非常遙遠的部落，部落裡的人們靠著打獵及農耕過著群居生

活。小勇的父親阿強是全村最勇敢的獵人，他總是能捕獲許多

獵物，使大家的生活不虞匱乏。好景不常，阿強在一次的獵熊

行動中，被熊咬死了，失去了全部落最好的獵人使得獵物變少，

能分到的食物當然也越來越少，於是村民便把矛頭指向已經沒

有生產力的小勇家-當分配食物時，故意將骨頭分給他們或減

少食物的份量，不僅如此，村民們也開始冷嘲熱諷、欺負小勇，

小勇非常傷心也很不服氣，於他在心裡暗自做了一個決定… 

本單元透過戲劇活動，帶領孩子一同經歷小勇的故事，並

運用集體智慧，嘗試為小勇找出困境的出口，並將其精神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核心概念 勇氣、智慧、同理心 

資料來源 自編 

設 計 者 吳青燁 

教學節數 4-6 節(240 分，含排練及演出) 

教學目 標 

 

一、學習戲劇活動的指令與基本技巧。 

二、能透過戲劇表現解決所面臨的問題。 

三、透過戲劇活動，學習與人溝通、合作並完成戲劇演出。 

活動資源 手鼓 

教學活動 教學提示 

(一)暖身活動 

1.走動與定格(專注練習)：聽到鼓聲開

始走動，鼓聲停即定格，鼓聲的速度會

隨時改變。 

 

 

 

2.放大與縮小：於定格時放大身體與縮

小身體。(感受肢體的型態為發展靜像

的前置活動) 

 

 

1-1 說明鼓聲指令。 

1-2 行走時要有自己的空間，避免與人

碰撞，並提示可改變行進的方向。 

1-3 注意鼓聲的速度。 

1-4 開始時可先以快速度鼓聲讓學生

迅速到自己的位置。 

1-5 觀察學生，並隨時給予提醒。 

 

 

2-1 可以是瞬間的肢體放大與縮小；也

可以是一定時間的放大與縮小，例如：

10 秒放到最大、10 秒縮到最小，再依

序為 5 秒、1 秒。 

 



3.加入情緒的走動與定格：繼續走動，

但加入情緒，(例如：可憐、開心、生氣

等) 

 

 

(二)發展活動 

△小勇是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他與父

母居住在一個離城市非常遙遠的部落，

部落裡的人們靠著打獵及農耕過著群

居生活。 

【建構部落】 

1.與學生討論他們對部落的想像。 

 

 

 

2.蓋房子：透過肢體的想像，分組建造

屬於自己與部落獨一無二的房子，並說

明房子的特色。 

 

 

3.部落裡的生活：延續 1 對部落想像的

討論，教師繼續引導在部落裡大家一起

生活，很多事情總是合力完成。 

(1)呈現部落居民日常生活的畫面。 

(2)看畫面說故事。 

 

△小勇的父親阿強是部落裡最強壯的

獵人，每次打獵他總是帶回滿滿的獵

物，供族人分享，因此受到大家的愛戴，

小勇對於自己能擁有這樣的父親，感到

無比的滿足與驕傲。可惜好景不常，在

一次的狩獵中，阿強不幸被一隻兇猛的

熊給咬死了。 

【小勇的困境】 

1.討論： 

△小勇的心情是怎樣呢？ 

△小勇的父親過世了，對部落的生活會

3-1 與學生討論有哪些情緒、生活中有

哪些經驗會產生這些情緒。 

3-2 提示用肢體(表情與動作)呈現不

需要發出聲音。 

3-3 學生呈現，觀察及討論，並適時鼓

勵。 

 

 

 

 

 

 

1-1 可利用圖片或音樂引導學生討論。 

1-2 學生可自由發揮想像(包含食衣住

住行等)，教師毋須限制，亦可將討論

的結果記錄下來。 

 

2-1 提示房子除外型，也需要考慮其功

能。 

2-2 延續暖身活動 2 的練習，提示學生

身體有各種的可能性，可嘗試不同的

組合。 

 

3-1 如果開始時已討論過生活型態，這

裡僅需要給予提示，若尚未討論則需

引導學生在部落裡共同生活，人與人

之間關係緊密。 

3-2 學生對呈現的畫面不清楚，可運

用思路拍啟的技巧，提供線索。 

 

 

 

 

 

 

 

1-1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部落、族人及

小勇所面臨的問題，必要時可透過教

師入戲的技巧，透過酋長的角色，凸

顯食物短缺及小勇無生產力的問題，

製造衝突。 

 



有甚麼影響？ 

△大家對小勇的態度會改變嗎？ 

2.小勇的處境： 

(1)每組一人扮演小勇，其餘扮演族人，

分組以靜像劇面呈現小勇的處境。 

(2)以思路拍啟的方式，讓每個人都說

出自己的想法。 

(3)思路隧道：所有人面對面排成 2 列，

小勇從中間走過，每個人說出小勇內心

的想法。 

 

(三)綜合活動 

△失去父親的小勇，生活起了很大的變

化，族人們不再友善，經常因為食物問

題而欺負他和母親，這天小勇又被欺負

了，他傷心地跑到熟悉的小河邊，望著

水中的倒影，他想念父親，想著父親如

果是他會怎麼做呢？ 

【我可以…】 

1.討論：如果你是小勇，你可以怎麼做

呢？要怎麼面對或解決自己的困難？ 

2.分組將小勇的作法，用即興演出的方

式呈現出來。 

 

 

3.討論與分享。 

4.教師總結。 

 

 

(四)延伸活動： 

1.寫一封信給…。(附錄一) 

學生可任選一角色寫信給另一個角色 

 

2.整理作品及演出。(附錄二) 

 

 

2-1 呈現時學生可能扮演正面及負面

不同的表達，教師應予以接納，不需

預設立場。 

2-2 思路拍啟前可增加討論畫面的活

動，以加深學生的印象。 

2-3 注意擔任小勇角色者是否為自身

處境之投射，如果是則需特別留意其

情緒表現及追蹤未來活動之轉化。 

 

 

 

 

 

 

 

1-1 鼓勵學生表達內心想法及解決方

式。 

 

2-1 即興演出如果不易開始，可以從

【小勇的困境】的靜像劇面開始發

展。 

2-2 學生可運用道具(想像而非寫實製

作知道劇尤佳)及發展臺詞。 

3-2 若學生的作法可議，可以團體討

論、價值澄清等方式，來引導學生改

變思維，切莫以威權命令的方式，以

免失去學生的信任。 

 

1-1 教師毋須限制擔任即針對哪一角

色寫信，讓學生可自由選擇。 

 

2-1 在此單元中，透過編排亦能成為

一個完整的戲劇表演，毋須增加教師

的負擔，參與創作的學生，以自心為

出發，完成事件的旅程，透過演出劃

下句點。觀賞者亦能透過欣賞戲劇，



 

伍、課程照片： 

 

 

暖身活動：肢體探索 進入村莊：蓋房子 

  

村民們的日常生活：一起吃飯 村民們的日常生活：一起玩遊戲 

了解勇氣、智慧、同理心等主題。 

2-2 如不想公開演出，在教室內的展

演活動，亦可讓學生互相觀摩，磨練

其表達能力及自信心。 

評量重點 

    一-1 能瞭解身體移動與空間的關係。 

    一-2 能精確做出人體雕塑的動作。 

    一-3 能從故事內容中發現角色特性。 

    二-1 能對角色感同身受並提出解決困境的策略。 

    二-2 能將故事的內容以戲劇的方式呈現。 

    三-1 能適切的表達自己的想法。 

三-2 能與人討論，共同解決問題。 

    三-3 能與人合作完成表演。 



  

小勇的處境(一) 小勇的處境(二) 

  

解決困境：自殺 解決困境：找獵人學習打獵 

 

陸、教學省思： 

  一、關於設計：本單元透過教育戲劇的模式探討日常生活可能會遭遇的兩個

問題，一則是如何面對困境，一則是當周遭的人遭遇困境，其中又可能

威脅到自己生存時，如此兩難的局面，學生會作何選擇？當然我們可以

直接對學生說明良善美德的重要性，我們要選擇幫助別人、遭遇困境就

要想辦法解決，但如此真能深入學生的內心形成他行為準則的價值？從

很多教育理論角度或者日常生活的例子來看，我們都明白，事實上並沒

有這麼容易-更多時候我們需要經歷、需要嘗試錯誤，我們才能真正地獲

得教訓，也就是獲得真正的學習。但是這樣的代價是否又太高了？因此

如何安全提供學生各類經驗的教學，便成為重要的課題，而戲劇教學正

是最好的方式，這也在此次的教學中得到很好的印證，學生在教學歷程

中弱勢者、強勢者、關係的連結所形成的角色投射幾乎能與現實生活互

相對應，舉例來說，如果涉及展演的選角，強勢者通常爭取主要角色，

但透過教育戲劇的歷程，當完成劇本時，學生反而會趨近於自己性格的

角色，也因此最後他可以透過這齣戲，完成某部分理想的人生，並內化

成一股正面的力量。或許我們沒有辦法預期是否達到如此完美的結果，

但透過集體意識不斷的修正，應能夠【雖不中亦不遠矣】。 

  二、師生角色：在教育戲劇中師生位階更趨於模糊，教師應更尊重學生的想



法，畢竟學生有權選擇自己的人生，但也不是說教師放任學生的想法，

即便是明顯錯誤的，而是我們以策略性的引導，再透過集體意識(討論)提

供不同念面想的選擇，刺激他更多的思考，以便做出更為適切的決定。

以下例子便是具體的印證： 

      在三年級的班級，若干學生提出了自殺的想法，因此在進行解決方 法的

戲劇活動時，他們便分在同一組討論與呈現，開始他們非常開心，覺得

自殺自最簡單的，但因為作業要求要呈現 4 個靜像畫面來呈現解決的歷

程： 

        學生：老師，自殺就死了，沒有了，所以只能用一個畫面。 

        教師：大家同意這樣的說法？ 

        學生：還要拜拜。 

        教師：是啊，他們還有家人和朋友，他們會怎樣呢？開心還是傷心？ 

        會為小勇做些甚麼事？或說些甚麼話呢？ 

        學生：有可能變成鬼。 

        教師：嗯！有可能，那麼鬼的生活是怎樣呢？這些都可以想想。 

      最後的呈現這一組並沒有獲得大家的青睞，連他們自己也覺得無聊，開

始有人說：我覺得去學打獵或做麵包還比較好玩。大家得到一個結論：

自殺麻煩又無聊，還是別選這個比較好。 

          這個例子也強調了老師對於學生想法的接受度的重要性。以三年級

的學生來說，或許他們提出這般想法只是好玩或想得老師的注意(當然我

們也要留意是否是真實的想法，如果是就必須追蹤及設計其他補強的活

動來強化此議題的討論)，簡單的說，他們是想挑戰教師所說：一切想法

都可以被接受是【真的】，教師如果當真發起脾氣來就輸了，未來也很難

再進入孩子的世界，因此，雖然是戲劇課，若要達到接近真實體驗，對

於孩子的挑戰，教師都應有更寬闊的胸襟來接納，最終才能達成目標。 

   

三、關於演出：結合教育戲劇的戲劇作品可以兩個面向來思考-- 

    (一)課堂內小組分享：小組分享筆者界定為【某個人生儀式的完成】，在課

堂中的的起承轉合，透過教育戲劇的技巧，將分段的活動重新檢視一

遍，並獲得滿意的結局。接著小組討論交換彼此意見，思考及分析彼此

策略，提供具體批判及建議，藉由完整的歷程，提供學生再次檢視反思

自己決定的機會，最後進行書寫作業(可視情況決定，本單元以寫信給某

人為書寫主題)，教師可以透過書寫作業更深入了解學生的想法。 

    (二)正式的演出：學校難免某些議題的宣導活動或單純的成果發表會，透過

教育戲劇課程也是一種很好的集體創作歷程，教師如同導演，將片段的

創作組裝成完整的戲劇節目，加入劇場的元素，就是一部獨一無二的作

品了。以本單元為例，最後台詞的發展及是在做【思路拍啟】時學生內

心的想法，將其轉換成台詞，完成劇本便毫不費力的了。對於演出者而



言，作品是他們部份的生命故事，透過演出得以紓解，對觀眾而言，他

們所體會到的則是故事角色所要傳達的理念，對於學校而言，則是一個

很好呈現績效的活動 

柒、教學小提醒 

  一、確實掌握目標 

  二、至少具備初級的戲劇遊戲及教育戲劇技巧 

  三、選擇適當的策略 

  四、符合學生身心發展 

  五、活動設計流暢並能相互呼應 

  六、提供安全的表達空間 -- 放下權威，兼顧外在環境及心理層面 

  七、隨時保持彈性--因時、因地、因人、因事制宜 

 

捌、結語 

    戲劇教學重視實踐的過程，在課堂總是充滿驚喜(奇)，如同一個有機體，不

同條件就會造成不同結果，這也是教師最大的挑戰與趣味，在戲劇活動中嘗試

更多的可能性、與學生共創經驗、協助養成良善處世態度與道德價值表現，也

就是健全的人格、公民文化的基本素養。 

  



【附錄一】 

村民寫給小勇的一封信 

(一) 

你是很努力地想要讓大家知道你不是懦弱的、好欺負的，所以你十分認真

地練習射箭的技巧，最後你還打敗了山豬、熊和殺了你父親的人，得到了村民

的認同，你是一個有勇氣又堅強的人，你的精神令我敬佩！祝福你永遠快樂、

不再受村民們的欺侮，我會一直支持你！ 

(二) 

自從你爸爸阿強被熊給吃掉以後，村民就常常打你，我很想阻止他們，但

我也無能為力，幸好有好心人教你打獵的技術，你也非常努力的學習。我好敬

佩你，我想學習你不放棄的精神。我想你爸爸一定會以你為榮。祝福你平安。 

(三) 

小勇，你從前雖然常被別人欺負，但你很勇敢，願意從穀底爬出來，成為

一位勇敢的勇士。小勇，你也非常有智慧，是位很聰明的人，希望你能跟你的

族人好好的生活，也希望你能成為跟你爸爸一樣厲害的勇士，相信你能跟你的

村民和平相處，在村子裡幸福地成長。 

(四) 

小勇，起初你被我們這些村民欺負，沒想到你不但沒有想報仇，反而還證

明了自己的實力，甚至還把你獵到的食物分給我們，簡直是菩薩心腸，雖然如

此，但你是否內心深處還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如果有的話，希望我能幫上你的

忙。 

(五) 

小勇，你讓我感到吃驚，因為你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有如此大的改變，希望你能

偷偷告訴我你是如何成功的，我感到很對不起，因為我以前對你很凶，常常欺

負你。真心希望你能原諒我，並和我做好朋友，也順便教我一些打獵技巧，好

讓我 

獵人寫給村民們的一封信 

 

很高興你們和小勇和好了，這也讓你們知道，人的潛力是無限的，不要看

他弱小就欺負他，說不定以後他會幫助你呢！希望你們以後打獵回來都是滿載

而歸。 

村民寫給小勇父親的一封信 

自從你死了之後，你的孩子小勇成天被村民欺負，但他勇敢地要幫你報

仇，繼續完成任務，他曾經很沮喪，但是他就會立刻想起你，於是他就會放棄

這個念頭，往正面的想法去想，這都是因為你給他力量，支持他繼續努力。 

你應該要以你兒子為榮，雖然他遇到挫折，卻從來不會放棄，希望你在天國能

繼續保護他，讓他可以為村民們付出，讓村民過得很幸福。祝福你在天國有許

多的朋友，陪您度過快樂的每一天。 



 

【附錄二】 

【小勇的故事】學生創作劇本 

 

(音樂 1 暖場樂下，全體出場以房子畫面定格做為準備，主持人開始說話暖場樂

收) 

主持人：很久很久以前…  在地球的某個地方，有一個叫做淩雲村的小村莊 

那裡的居民感情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聲音漸強)， 

到底有多好呢？先讓我們來看一段 VCR 

(音樂 2 下背景) (定格畫面) 

淩雲村的村民感情真的非常的好，他們會一起蓋房子、一起打獵、一起洗衣

服、一起吃飯、一起玩遊戲、 

還有…一起【洗澡】 

(音樂 2CUT 暫停) 

全體：什麼？洗澡？太過分了吧！你們自己來演！ 

主持人：(尷尬) 好了好了！不要洗澡，讓我們回到打獵好了。 

(回到打獵的畫面)(音樂 2 繼續背景) 

(阿強走出、其餘村民分三區坐下，阿強打獵、分配食物、村民歡樂狀) 

淩雲村有一個非常好的傳統，村民們會一起打獵、一起分享食物，而且，因為

村裡有一個非常厲害的獵人叫阿強，他總是能夠獵到滿滿的獵物，所以食物，

一向就不是他們擔心的問題。 

好景不常(音樂 2CUT)，有一天阿強在打獵時不小心被熊給吃了！！！(音樂 3 熊

音效下，三隻熊出現攻擊阿強、定格)留下了兒子小勇孤獨一人！從此這個村莊

的一切就變了！ 

(音樂 4 背景) 

失去了最強的獵人，村民們的食物不再像以前那麼充裕，於是他們便把這氣，

出在沒有辦法提供食物和勞力的小勇身上，他們開始欺負小勇… 

(欺負小勇 3 個定格畫面) 

(第一組) 

小勇：不要打我。 

村民 A：你這個沒有用的傢伙。 

村民 B：弱炮。 

村民 C：沒用的人。 

村民 D：你看起來很不順眼！！ 

村民 E：我討厭你。 

主持人：有時候他們還會這樣 

小勇：救命啊！ 

村民 A：嘿嘿！抓到你的腳勒！ 



村民 B：沒有用該死的傢伙。 

村民 C：你真的很煩耶！ 

主持人：甚至他們還會 

小勇：誰來救救我啊！ 

村民 A：每天討飯吃，煩死了！ 

村民 B：看我熏死你。 

村民 C：你好蠢。 

村民 D：你有病嗎？ 

 

每天每天(小勇起身，悲傷的走向舞臺兩側) 

村民們的冷嘲熱諷和有意無意的肢體衝突不斷的在村莊上演著。(村民接著小勇

起身，走向舞臺兩側) 

終於，小勇再也承受不住了，於是他… 

(音樂 4CUT) 

(小勇沖出、生氣) 

小勇：我一定要報仇雪恨。(說完昏死過去，阿強友人出現) 

阿強友人：小勇，你沒事吧！ 

小勇：(醒來)這是哪裡？你是誰？ 

阿強友人：我是你爸爸的老朋友，看你成天這樣被欺負，我看我來教你打獵的

技術，以後你就不會被他們欺負了。 

小勇：真的嗎？謝謝你。 

阿強友人：好，我要教你三項重要的訓練，完成訓練，你就會成為一個真正的

獵人了。 

小勇：好，我們趕快開始吧！ 

(音樂 5 背景) 

阿強友人：第一項是重量訓練，來，把這兩顆石頭，像這樣(示範)，下 50 下。 

小勇：好，(做抬石頭狀)1,2,3…50。 

阿強友人：第二項是拳術，來，先蹲馬步然後岀拳，像這樣(示範)，也是做 50

下。 

小勇：沒問題，(蹲馬步出拳)1,2,3…50。 

阿強友人：很好，最後一項是讓我當你的對手，實際練習。來吧！ 

(對打動作，最後小勇獲勝) 

小勇：我成功了，我已經不是以前的小勇了！！ 

阿強友人：看來差不多了，現在你可以去打獵了！ 

(山豬出現，小勇追逐並獵到山豬) 

阿強友人：小勇你成功了。 

小勇：對啊！我獵到一頭好大的山豬喔！ 

(村民走出，看到小勇和山豬) 



村民 A：ㄟ，小勇，你獵到一頭好大的山豬，好厲害！ 

村民 B：看來我看錯你了！ 

村民 A：你下次可以教我打獵嗎？ 

小勇：好啊！我看大家也都餓了吧！我們霸山豬拖回去烤了吧！ 

村民全：好啊好啊！ 

(抬著山豬回家了，音樂 5 漸強後漸收) 

主持人：這一組的小勇，用他的努力證明了他的實力。別以為這樣故事就結束

了，我們還有下一個結局，現在就讓我們繼續看下一組吧！ 

(音樂 6 背景) 

小勇：為什麼他們要一直打我、欺負我！我不想再回去了，找個地方躲起來好

了！(東找西找，需設定一些場景，例如石頭、河流、草叢等，最後發現山洞)

ㄟ！這邊有一個山洞耶！可以躲這裡。但是如果被他們找到的話，我一定會被

打得更慘的…不行，我來想個辦法。有了，做個陷阱。(挖洞)好了，這下我安心

了。(走進山洞裡) 

村民 A：小勇你在哪哩，給我出來！(村民集體尋找，呼喊小勇) 

村民 A：(對觀眾說)說，是你們把他藏起來了嘛！(繼續找) 

小勇：我在這裡！ 

(村民望向小勇，跑過去，摔進陷阱) 

村民：啊---(看著小勇) 

村民 B 小勇救命，救我們起來！ 

村民 C：求求你，救救我們！ 

小勇：好啊！但是你們要保證從今以後不再打我 

村民：好，我們答應！ 

(小勇救出村民，一個接一個，要用點力氣) 

村民 B：小勇我們以後不會再欺負妳了！ 

村民 A：(日文)謝謝你，對不起。 

村民 C：你怎麼那麼聰明想到這個點子啊！ 

小勇：這說來話長，我們邊走邊說好了！ 

(一群人走出) 

(音樂 6 淡出) 

主持人：小勇用他的機智換取了承諾。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三個結局喔！ 

小勇：為什麼大家都欺負我，是我哪裡做錯了嗎？我一定要證明我的能力給他

們看，並且把殺了我爸的那只熊給殺了！(向左走)  

(音樂 7 背景) 

獵人：(從右跳出)我是全森林裡最強的獵人喔！ 

小勇：(回頭)ㄟ！你是全森林裡最強的獵人？那可以教我幾招嗎？ 

獵人：好啊！我的射箭技術一流，不然我來教你幾招射箭的功夫。 

(獵人傳授射箭的動作) 



獵人：我已經把所有的技巧都傳授給你了，但你一定要再好好的練習喔！ 

小勇：謝謝你，我一定會好好練習的，再見。 

獵人：再見。 

(小勇繼續練習，最後小勇射到 3 項獵物：天空的小鳥、地上的兔子和水裡的

魚)  

(音樂 7 淡出) 

小勇：看來我的技術已經夠好了，可以上山去獵熊了！ 

(音樂 8 熊音效下)(熊出現) 

小勇：(小勇將熊獵殺)村民們，快來啊！ 

(音樂 9 背景) 

獵人：小勇，你居然能把這只這麼強的熊給殺了？！真不愧是我徒弟啊！ 

村民們：(異口同聲)是啊是啊！小勇真是太厲害了！(拍手歡呼、七嘴八舌) 

村長：好了！我們大家把熊抬回去分了吧！ 

(分完肉，走回左舞臺，小勇跟大家走出，在舞臺中間時，殺小強的村民 D 從左

出叫住小勇) 

(音樂 9CUT 暫停) 

村民 D：你不要給我抬得意，當初你爸就是得意才會被我用計幹掉的 

小勇：原來你才是殺我爸爸的真正兇手！ 

村民 D：是啊！怎樣！現在既然你已經知道了，我當然也不能放過你。吃我這

一拳 

小勇：我可不是以前的小勇了！ 

(音樂 9 背景) 

(兩人打起來，村民 D 最後被壓制在地) 

小勇：大家快來啊！他才是殺死我爸爸的真正兇手 

村民 A：原來是你，真過份 

村長：既然是他殺死你爸爸，那們我們一定要好好懲罰他，村民們，你們覺得

呢？ 

村民 B：哼！我看我們把他關起來吧！ 

村民們：(異口同聲)好，我們把他關起來，關起來、關起來… 

村長：那就這麼決定了，村民們，我們把他押去關起來吧！ 

(大家把村民 D 押至左舞臺) 

主持人：哇！沒想到故事竟然也可以這樣發展。這就是我們的淩雲村傳奇。這

個故事有三個結局，每一個結局，都是我們絞盡腦汁才想出來的，希望大家會

喜歡。當然，能有今天完美的演出，都要歸功於我們這些辛苦的演員，請演員

出場 

(音樂 10 下漸強) 

(演員出場謝幕)(主持人謝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