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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在電影越來越普遍之後，即使

劇場自認意義不可磨滅，也不

得不面對扮演故事，尤其是扮

演「真實故事」的責任已經被

電影接手了。這就像攝影取代

肖像畫或擬真風景畫一樣，因

為它們的功能和存在意義太過

相近；如果目的是追求「客觀

真實」，攝影絕對做得更好。

劇場想要和電影在「扮演寫

實故事」上面一較長短，有

點太過耗費心力，也有點不

切實際，甚至有點自貶身價

（！），被當成是一種份量不

足的擬真替代品。 

可是我們絕對不承認劇場只是

替代品。「扮演寫實故事」也

絕對不是劇場的真正職責。如

果只用寫實來論斷，我們就會

落入透視法的陷阱，我們不想

殺錯人。即使那麼那麼多好演

員、好劇本依舊仰仗心理寫實

在台上耍得虎虎生風，劇場依

�

舊不該畫地自限；畢竟連電影

都可以不拘泥於敘事，尋求影

像和聲音的本質了，劇場更應

如此。 

單純破壞舞台幻覺、挑釁中產

階級品味很快就被發現只是

噱頭，深度不足。更何況，

雖然劇場可以是某種行動藝

術，但是劇場絕對不僅只等同

於行動藝術。劇場在各種可能

性之中尋求生路，發現只有當

下的劇場經驗才是最根本、也

最難以被影像取代的。劇場越

來越和表、導演靠攏，在集體

即興和肢體劇場、意象劇場的

潮流下，劇場越來越像「表演

藝術」，而文本似乎也越來越

輕薄。何況製作一齣戲曠日費

時，在諸多經典環伺之下，光

是扮演古典名劇就足以投注一

生，新的編劇彷彿更難覓立錐

之地。那，身為一個當代劇場

的編劇，究竟能做什麼？我們



是不是還可以繼續追問：如果

劇場不只是電影的替代品，以

敘事來說，劇場的編劇和電影

編劇能不能找到彼此的根本差

異在哪裡？我們不得不先追究

劇場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如果

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根本的核

心，不僅只是當代敘事劇場的

存在價值很尷尬，編劇對於當

代劇場來說，身分更尷尬。 

起初是一個短篇小說，接著是

獨幕劇，然後開始變奏。這個

劇本有過四五個截然不同情調

的版本，評價也很兩極，得獎

之後最好奇的其實是評審們的

感想，也謝謝一路走來支持我

的所有朋友。劇場的可能性還

好多好多，我還得更努力摸索

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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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寫訃文
An Obituary Written by Every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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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色

奶奶

媽媽

爸爸

妹妹

哥哥

姑姑

師公

士兵

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

時　間

第一幕　暑假

第二幕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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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在瀰漫誦經聲的黑暗中，哥哥區燈亮，哥哥讀著記事

本。

哥：時間是一個平凡的夏天傍晚。（客廳燈亮，爸爸從客

廳上。）

爸啊下班回到學校宿舍，發現家裡暗暗的，都沒有開

燈。

他記得阿媽應該在家，晚上兩個人本來要一起吃飯。

他想，或許老人家去附近散步，等一下就回來。

於是，他就先上樓，把公事包放下，解了領帶，準備

換衣服去洗澡。

（爸爸下，上場時手上拿著衣服，身上只剩汗衫內

褲。）

哥：當他經過廚房的時候，發現阿媽坐在搖椅上睡著了。

爸：（驚）喲……媽。

（爸爸輕輕搖奶奶。）

爸：媽，麥睏這啦。

（爸爸輕輕搖奶奶。）

爸：媽？

哥：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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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上，音樂淡出。）

妹：你在幹麼？

哥：寫東西。

妹：那個咧？

哥：哪個？

妹：那個。

爸：（拿出麥克風，麥克風發出尖銳的嗡鳴，爸爸拍打麥

克風，恢復正常。麥克風講話像是校內廣播，有很明

顯的回音）呼—哈囉？喂？喂？現在試音，試音，

大家一起寫訃文，大家一起寫訃文，OK，OK，謝

謝。

（清嗓子）各位家人大家好！

哥／妹：好—

爸：再過兩個禮拜，訃文就要送印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寫

一些關於阿媽的事蹟，一個人負責一個單元。大家一

起同心協力，共襄盛舉！

哥：阿媽的事蹟。

妹：阿媽的事蹟。

哥：（怪聲）ㄟ。

妹：你寫了嗎？

哥：還沒。

妹：那你在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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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寫一些家裡的事情。

妹：媽啊說你每次寫家裡的事情，都把家人寫得很奇怪。

（媽出現。）

媽：自己看到自己說過的話出現在舞台上噢，感覺很奇

怪。

哥：寫下來的本來就不見得是真的啊。

妹：可是你寫的是家裡的事情。

媽：很奇怪—很奇怪—

哥：我又不想寫那麼寫實的東西。

（頓）

　　嗯—爸啊從那邊走過來……你和媽媽坐在這裡……

然後我在—這裡。爸啊一進來就開始說。

爸：（麥克風講話像是校內廣播，有明顯的回音）耶—

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都知道，阿媽過世對我們全家來說是多麼大的打

擊，我們的內心，又是多麼的痛苦！身為一家之主，

我必須擔負最沉重的責任。必須領導大家走出陰霾。

看看阿媽的靈位！看！你們看到什麼？對！我們看到

一個孤單奮鬥的女人，她不是名門望族，也沒受過良

好的教育，但是她相夫教子，耕田煮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是千萬中國婦女，千萬中，千萬「台灣」

傳統婦女的典範之一，我們尊敬她，我們喜歡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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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怎麼能夠……（哭）嗚咿咿咿……

媽：來，面紙。

爸：謝謝。（擤鼻涕，用麥克風講話）總而言之，為了表

示我們對她的敬意，為了讓她在天之靈，也不會感

到孤單，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一件事！那就

是—大家一起寫訃文！

哥：怎麼樣？

妹：幹麼強調台灣啊？

哥：現在流行本土化啊。

（妹妹愣在一旁吐舌頭。）

妹：（怪聲）ㄟ。

（燈暗。客廳燈亮。

媽媽正在縫拼布，電視傳出細碎的聲音，交雜著變

換的燈光打在她身上。）

（妹妹上。）

媽：金燒完了嗎？

妹：嗯。

媽：等一下要記得去把奶奶的晚餐收一收。

妹：幹麼不叫哥去收？（坐下）

媽：爸咧？

妹：不知道耶。

媽：沒在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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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哥—

哥：（從外面）啊—

妹：爸啊有沒有在樓上—

哥：（從外面）沒—有—

（妹妹聳聳肩。）

媽：明天我們再來掃一下，房子這麼大，沒有人住容易

壞。

妹：為什麼不叫哥去掃？

媽：我會叫他啊。

（妹妹轉台，哥哥區燈暗。姑姑上。）

媽：前幾天喔，姑姑來找爸啊談奶奶的事，爸啊也不知道

跑哪裡去，結果她就拖著我開始講他們家的事情。

姑：嗨！大嫂，在沒閒喔，啊我哥哥在嗎？

媽：沒有啦，不知道吶，剛剛才回來，結果又好像出去

了。

姑：喔—他本來是跟我說要去找人談花籃的事情，結果

人家都打電話來催了，還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去跟對

方聯絡。（姑姑坐下）

媽：他就是這個性啦。來，喝茶。

姑：免客氣啦，（窣—喝茶發出很大的聲音）

（悄聲）啊—你有沒有聽媽說過安葬的事情？

媽：沒有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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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媽噢，嘛真辛苦啦，好家在嘛是平安過去了，沒像我

爸噢，破病拖那麼久噢，自己嘛痛苦。

媽：是啊。來，喝茶。

姑：免客氣啦，（窣—喝茶發出很大的聲音）

阮家噢，從我小漢的時陣開始，阮爸就最大。阮爸脾

氣多大吶！喔！你攏沒看過，你家是讀冊人。

媽：沒啦……

姑：從我小漢開始噢，喔—我爸就親像是國王吶！啊你

先生喔，就親像王子啦！我記得你家也有在種東西

噢？

媽：有在種絲瓜和花生啦。來，喝茶。

姑：免客氣啦，（窣—喝茶發出很大的聲音）

喔！你知道以前我們家是在種稻種甘蔗，要割草都是

我和我媽在作吶！我國小畢業以後噢，就開始幫我

們家做事，啊你先生常常會蓋說他小時候在放牛，

啊—他國中以後就搬出去了，根本就不知道家裡有

多辛苦啦！

媽：噢……

（妹轉台。）

姑：阮喔，那時陣地擱卡大，就高速公路那邊那片，我和

我媽都要作好多天……

（妹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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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我們要有慈悲心，心中有大愛，雖然知道我媽很傳統

噢，重男輕女啦，但是……

（妹轉台。）

姑：等那麼久啊我哥都還是沒有回來喔—我跟你講我跟

你講我哥噢—就那個個性跟他老爸都一模一樣啦！

啊—你不知道我媽常常在唸喔—那個時候讀書也

不方便他出去唸書輕輕鬆鬆喔—我留在家裡幫忙不

像你還可以唸到大學……（咳嗽）咳咳—（電視傳

出廣告音樂：感冒用斯斯，用斯斯……）

媽：來，喝茶。

姑：謝謝。（喝茶，清嗓子）總之喔，我媽生前就有說，

她不要跟我爸葬在一起啦，我是想要來找我哥商量這

件事情。

媽：不要葬在一起喔。

姑：不要葬在一起。

（燈暗。

哥哥區燈亮，誦經聲進，哥哥讀著記事本。）

哥：時間是一個平凡的夏天傍晚。（客廳燈亮，爸爸從客

廳上。）

爸啊下班回到學校宿舍，發現家裡暗暗的，都沒有開

燈。 

他上樓把公事包放下，解了領帶，準備換衣服去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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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

（爸爸下，上場時手上拿著衣服，身上只剩汗衫內

褲。）

哥：當他經過廚房的時候，發現阿媽坐在搖椅上睡著了。

爸：（驚）喲……媽。

（爸爸輕輕搖奶奶。）

爸：媽，麥睏這啦。

（爸爸輕輕搖奶奶。）

爸：媽？

哥：媽？（爸爸下。）

（妹拿冰棒上。）

妹：你在幹麼？

哥：寫東西。

妹：那個咧？

（哥攤攤手。妹遞冰棒給哥吃。）

妹：你知道嗎？阿媽過世那天，爸啊有先回家，然後才又

說學校有公事，跑回學校去。

哥：嗯？

妹：所以奶奶過世的時候，其實爸啊根本就沒有在她旁

邊。

哥：所以……

妹：（口中邊吃邊說）爸啊…爸啊是事後才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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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妹：姑姑說的。（打了很響的嗝）

哥：所以說……他下班以後根本不在，是讓奶奶一個人在

家。

妹：而且阿媽還打電話問說要不要回家吃飯，說她要煮。

哥：爸啊不會買回去喔！

妹：就是說啊！

哥：那個死老頭！

妹：大騙子！

哥：沒屁眼！

妹：大混蛋！

哥：還叫我們寫訃文！

（頓）

妹：我每次只要想像奶奶一個人，孤單地躺在椅子上面，

然後靜靜睡著，就覺得很難過。

（頓）

哥：我跟你說一個笑話。

（妹妹點頭。）

哥：我現在寫到，爸啊一直要我們寫訃文，但是大家都不

理他。

妹：（笑）本來常常就都沒人理他。

哥：阿媽過世了，爸啊很難過，工作又不順，家人又無



22 2007台灣文學獎劇本創作類得獎作品集

情！他晚上一個人，很落魄，又很孤單。

他走到正廳燒香，對著奶奶的靈位祈禱：

媽，我是英俊仔……媽，只剩你會和我講話啊吶。

這個時候，有人拍拍他的肩膀，爸啊回頭一看，竟然

是奶奶，他大叫：媽啊！然後奶奶就對他說：（甜美

地）英俊仔。

妹：（笑）這樣太白痴了吧。

（燈暗。客廳燈亮。）

（媽媽正在縫拼布，電視傳出細碎的聲音，交雜著變

換的燈光打在她身上。）

（哥哥走進客廳。）

哥：時間是一個平凡的夏天傍晚，爸啊正在學校處理公

文。（爸爸區燈亮）

傍晚六點左右，他接到阿媽打來的電話。

這個時候，阿媽正在學校宿舍，考慮晚上到底要做幾

樣菜。

阿媽或許在想，煎一尾紅新娘，再熱過中午沒吃完的

敏豆，可能再炒個空心菜或豆芽，要不要煮湯呢？中

午還有剩一點蛤仔，但是不夠兩個人喝。

阿媽決定打個電話給爸啊，問他到底要不要回家吃

飯。

然後，爸啊接起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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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喂？媽。喔，我會回去呷飯，嗯，免麻煩啦，簡單就

好，喔，喔喔—好，好，再見。

哥：再見。

媽：你在幹麼？

（爸爸下。）

哥：沒事。

你還沒睡啊？

媽：看！（秀手上的拼布）

哥：喔，好漂亮。

媽：我縫這個眼睛都快要看不見了。

哥：幹麼不把燈開亮一點。（開燈）

媽：這個快要弄好了，再來拿去車一下，這塊和這塊這

樣，你看，作起來就是你的袋子。

哥：喔—（坐在媽媽旁，笑）你這樣怎麼看電視。

媽：I’ll listen。

（哥打開桌上的餅乾盒找東西吃。）

媽：要吃東西廚房裡面還有晚上的菜，熱一下就可以吃

了。

（哥哥不動。）

媽：幫忙處理一下啦—不然每次都剩一點點還要收，很

麻煩吶。

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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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下，上來的時候拿了一碗飯。）

哥：每天都吃素食真的是讓人很沒胃口。（吃飯）

媽：先前喔，我在學這個，奶奶就會說：喔—沒彩錢，

隨人去買那布那麼貴，縫那小個，我在菜市仔隨便

五十塊都可以買一個，還更好用。

哥：她就是這樣。（笑）

媽：他們家的人喔，都不講生活品質，只要可以用就可以

了，你看姑姑也是。

哥：嗯。（吃飯）我記得阿媽還嫌你：（台）種那麼多花

要做啥？還很費水吶！ 

媽：不是說我故意要和她不親，我嫁過來以後，我也很希

望能夠像對我爸媽一樣來對爺爺奶奶；可是他們也沒

有把我當自己的女兒啊。

你知道嗎，那時候我和爸啊要買自己的房子，爺爺奶

奶也不借我們錢吶！所以你們小時候喔，我才會拼命

幫學生補習來繳貸款，我沒有欠他們。

我也不想欠他們。

哥：嗯。

媽：（嘲）你要知道，她這棟鄉下老家就是要蓋給你和爸

啊的—

哥：拜託，誰會回來住啊！

媽：奶奶喔，她不想要起爭執，所以財產分一分，就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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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錢都拿來蓋這棟樓仔厝。可是這裡光線不好，

買東西又不方便，想要出去走一走外面又是大馬路。

她喔，就是希望你們以後可以回來這裡工作，住在這

邊。

哥：拜—託—

媽：他說喔反正妹妹以後當老師，你回來可以開補習

班—

哥：拜—託—

媽：以後你們都不在家裡，鄉下這邊又沒有人了，看這房

子不知道要怎麼辦。房子沒人住很容易壞，這麼大間

要掃噢，也很麻煩。

（沉默，只有電視細微的談笑聲。）

媽：爸啊要你寫的東西寫了沒？

哥：唉—

媽：你還是要幫一下爸啊，現在爺爺奶奶都走了，又沒有

人在花蓮陪他，他就只有自己一個人在那邊工作了

吶。

哥：嗯。

你要不要喝飲料？

媽：有什麼飲料？

哥：綠茶和養樂多。拜拜剩了一大堆。

媽：那我要養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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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我去拿。

（哥哥下，燈暗。）

（爸爸區燈亮，正在靈前燒香。正廳裡煙霧瀰漫，燭

台閃閃發光。）

爸：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喃喃自語）……希望恁

可以保庇阮媽在天頂平安，保庇阮叨大家身體健康，

事事順利。

（爸爸拜拜，在中央的香爐插一支香，走到左邊拜拜

爺爺的牌位，插一支香，又走到右邊拜奶奶的牌

位。）

爸：媽，我是英俊仔。

（沉默）

媽，只剩你會和我講話啊吶。

我常在想，有的時陣攏還會想到接你來花蓮的時陣，

你看起來多歡喜咧。那個時陣，我才感覺，你真正是

老啊，應該要多歇睏啊，沒想到……

我不是故意賣接你來住，但是沒閒啊真正是沒法度好

好啊給你照顧，真正是很不孝耶，但是我嘛不知樣你

哪會來沒多久就……唉！你平常時最健康，哪會來沒

幾日仔就過去啊，你自己嘛講花蓮空氣好，人很爽快

耶啊，騙人底不懂……

媽，阿貞喔對你不好，真正是很歹謝啦，她查某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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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識款，讀書讀到背上去，喔—講到她就魯死。啊

阿文和圓圓嘛轉來啊，他們攏很大漢啊吶！但是也都

頭殼憨憨，人又懶惰，看到人也不會叫，媽，你都不

知樣喔，唉，你也看不到啊，啊，你應該可以在天頂

看，喔，應該很清楚，比我擱卡清楚……

媽，我擱想要帶你去爬山，帶你去很多所在行行耶

吶，媽……

（佛經音樂漸漸響起，奶奶在煙霧中緩緩現身，爸爸

感覺有人拍他，回頭一看，竟然是奶奶。）

爸：（驚）媽啊！

奶：（甜美地）英俊仔。

奶：（模仿爸）媽，我擱想要帶你去爬山，帶你去很多所

在行行耶吶，媽……（噗哧）

爸：媽，你……

（奶奶準備下。）

爸：媽，你要去哪啦！

奶：來去行行耶。

爸：我攏已經叫人幫你寫訃文啊吶！ 

奶：哼，啊你不是講：（模仿爸）媽，我還想要帶你去爬

山，帶你去很多所在行行耶吶。

爸：我不是……我啊知……啊—你趕緊轉去啦！

奶：轉去哪？（指舞台指示手上端出的骨灰罈）那個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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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

（奶奶接過舞台指示拿出的滑板車，爸爸想拉住奶

奶，奶奶輕飄飄瞬間滑出舞台。）

爸：媽，你要去哪啦！媽！

（爸追下，燈暗。

客廳燈亮。哥哥躺在沙發上。妹妹上。）

妹：爸啊發瘋了。

哥：啊？

妹：爸啊發瘋了啦！

哥：（噗哧）他不是本來就發瘋了。

（爸爸區燈亮，爸爸跑過舞台。）

爸：媽，你要去哪啦！媽！ 

妹：爸啊發瘋了。

哥：真的嗎？

妹：怎麼辦？

哥：（拿出小熊）必須要用這個打他的頭，他才會清醒過

來。哈！

妹：厄啊！

你真的不寫喔？

哥：不知道。

妹：等一下11點的時候，要記得去路口幫奶奶買素食。

哥：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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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他是怎麼瘋的？

妹：嗯？

哥：爸啊。

妹：喔！他拿他的訃文給媽媽看，說要媽媽幫他校對，結

果你知道他寫什麼嗎？

（哥哥搖頭。）

妹：我的母親很重視教育。

哥：（用小熊應）嗯。

妹：所以我從小就成績優異。

哥：（用小熊應）啊？

妹：我中學考上省立一中。

哥：（用小熊應）呃。

妹：之後就讀師範大學。

哥：（用小熊應）嗯。

妹：通過國家考試之後，在市政府就職，又考取公費出國

進修……

哥：等一下等一下。

（爸爸跑過舞台。）

爸：媽，你要去哪啦！媽！

你們要記得寫訃文喔！ 

妹：我還沒唸完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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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還有啊！

妹：我曾經擔任數學老師。

哥：（用小熊應）補習賺錢。

妹：當過政府督學。

哥：（用小熊應）吃上官司。

妹：國中校長。

哥：（用小熊應）被搞下台。

妹：大學講師。

哥：（用小熊應）擠不進去！

妹：還代表國家參加多項國際資優學術會議，在大學開設

相關課程……

哥：他這是—要去哪裡應徵嗎？

妹：這是他的訃文。

哥：哪一國訃文會寫成這個樣子啊？

妹：他大概太苦悶了，需要抒發自己的情緒。

哥：抒發情緒？

妹：寫作啊，透過寫作來發洩。

哥：他大概是勞賽（拉肚子）吧！ 

妹：唉。

（媽媽打掃上。）

媽：你們不要老是挑爸啊的毛病，他都這個年紀了，失敗

還能重新站起來，真的很了不起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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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他太愛面子了啦。

（爸爸跑過舞台。）

爸：你們要記得寫訃文喔！ 

妹：寫得好像是在對來賓炫燿一樣。

媽：你們也知道他當主管當久了就是愛面子，而且公祭也

會有很多人來。

哥：重點應該是懷念奶奶才對吧？（收小熊）一大堆莫名

其妙的人來幹麼？他們根本就不認識奶奶，奶奶也沒

看過他們啦。

媽：不要亂講話。爸啊他從小就一個人生活習慣了，他比

較不會表達啦。

你等一下要記得去幫奶奶買素食喔，中午要拜拜。

哥：知道啦。

妹：媽，你休息一下啦。

媽：喔！等我把這邊都先掃完。

妹：樓上我剛剛和哥哥都掃過了。

媽：記得要拖地。

哥：怎麼啦？

妹：今天下午姑姑會來。

媽：奶奶就是把錢都貼在牆壁上啦，這棟房子噢，就是要

留給你們家的—

妹：喔！不要再說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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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我比較喜歡以前的平房。

妹：我也是，奶奶幹麼拆掉重蓋啊，而且又不好看。

媽：她就是希望我們全家能回來住—（爸爸上）

爸：嘿！你們訃文寫好沒有？

妹：還—沒—

爸：怎麼還沒！

哥：不是還有兩個禮拜？

爸：什麼兩個禮拜！我明天就要送印了吶！

（媽媽掃過來。）

媽：啊—你麥底這沒時沒陣啦！

爸：啥米沒時沒陣！

媽：人在沒閒，你兩手空空擱站那擋路。

（爸爸閃開。）

爸：你們要趕快寫喔。

（兄妹不動。）

爸：趕快去寫啊！

（哥哥拿起報紙，妹妹打開電視。）

爸：呃—寫好的，我發一千塊！

妹：（拿出訃文）我已經寫好了！

媽：（拿出訃文）我也寫好了！

爸：（愣住，趕緊搶下訃文）好，好，我明天再給你們。

哥哥咧？寫好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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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伸懶腰）沒有寫，寫不出來—。

爸：奶奶對你們很好吶。

哥：喔。

爸：她還會特地煮碗粿包粽子給你們吃。

哥：嗯。

爸：小時候你們都是奶奶帶大的。

哥：喔！

爸：想到了喔？

哥：我記得她會用衣架打我。

爸：啊？

哥：啊，他還會把我的漫畫偷藏起來。

妹：對對對。她還把我的娃娃也藏起來。

爸：呃。

哥：而且她還老是不准我打電動。

爸：夠了夠了夠了。

哥：那我去幫奶奶買午餐了，媽，錢咧？

媽：In my bag，big one。

哥：喔。（哥哥下）

爸：（悄聲）喂，媽不見了。

媽：啊？

爸：（悄聲）媽不見了啦。

媽：不是在神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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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不是啦，媽不在了，她說她要去「行行耶」。

媽：（溫和地）我知道你很難過，但是我現在很累，下午

你妹要來，我外面還有衣服還沒曬，等我忙完我在聽

你說喔。

（爸爸愣在原地。）

媽：你不是急著拿訃文？

爸：那……我去一下印刷廠啊。（爸爸下）

媽：（對外面）你中午要早點回來啊！下午還要念經咧！

爸：（應聲）喔！

妹：他到底在幹麼啊！

（燈暗。

哥哥區燈亮，音樂進，哥哥讀著記事本。）

哥：時間是一個平凡的夏天傍晚，爸啊正在學校處理公

文。（爸爸區燈亮）

這個時候，奶奶正在校長宿舍，考慮晚上到底要做幾

樣菜。

奶奶決定打個電話給爸啊，問他到底要不要回家吃

飯。

然後，爸啊接起電話。

爸：喂？媽。喔，我會回去呷飯，嗯，免麻煩啦，簡單就

好，喔，喔喔—好，好，再見。

哥：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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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上。）

妹：你在幹麼？

哥：寫東西。

妹：寫到哪裡了？

（兩人走到客廳，妹靠在沙發後，爸爸下。）

哥：寫到奶奶出現了，我有點卡住。最近家裡好像變得有

點奇怪。

妹：是你變得很奇怪。

哥：（嚇人）嘎—好奇怪！你看我奇不奇怪！

妹：（驚）呃！ 

哥：我不想寫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那些都已經過去了。我

想要寫另外一些事情，有的有發生，有的沒發生，但

是很有感覺。

妹：像是奶奶出現說：（甜美地）英俊啊！（兩人笑）

哥：我覺得阿媽很強悍，像是以前他都會跟我說：

阿文啊，你哪在路裡遇到車安耐咻—過去給你驚

到噢，你就要給他嚷：么壽咧！安耐你才不會驚到

啊—

妹：對啊，他遇到討厭的人就會先罵么壽喔！然後就接阿

彌陀佛。

哥：么壽喔！阿彌陀佛喔。

（妹妹笑彎了腰，觀眾看不見，奶奶坐了起來，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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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扮和妹妹一模一樣，像是時下的年輕人，譬如穿

上T恤牛仔褲。重要的是讓觀眾自然感受到充滿活

力的新鮮感，避免誇張古怪的裝扮。）

奶：么壽喔！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哥：我寫得很爛。

奶：未啦。

哥：又不像，又沒感覺。

奶：未啦，就像ㄟ吶。

哥：（驚）喲！你怎麼變成阿媽！

（妹妹起身。）

妹：我在這裡啊。

哥：你們兩個……為什麼連衣服都一樣？

奶：妹仔講穿這樣咖少年啊，ㄅ一ㄤˋ不ㄅ一ㄤˋ？

妹：媽媽今天又在發神經。

哥：怎麼了？（哥哥看奶奶）

奶：阿媽講話咖未應？

哥：就，就ㄅ一ㄤˋ！

妹：（對哥哥）ㄅ一ㄤˋ齁。

阿媽，哥他最近還在寫阮家的劇本吶！

哥：沒啦……

奶：寫啥？

妹：寫劇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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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沒啦……

奶：那是啥咧？

妹：就是寫阮家的故事在台上演啊，寫得很趣味吶！

哥：沒啦……

奶：喔！寫故事喔？啊那有啥麼路用？

哥：沒啦……

妹：阿媽，這是……藝術啦，不是要賺錢耶啦。

奶：哼—啊是誰來演咧？

妹：請那……舞台劇演員啦。

奶：那攏誰咧？

哥：沒啦……

奶：（笑）哼—寫阮家的故事也沒錢，是寫這要作啥？

妹：就好玩啊，大家歡喜啊。

哥：（自嘲）呵呵呵，很歡喜，很歡喜……

（沉默）

奶：（看觀眾）喔—那那麼多人坐在那是要作啥？

哥：他們就是來看你耶呀。

奶：（羞）啊—人也老啊不美啦，沒啥好看耶啦……

（小聲）（看觀眾）啊他們咁有付錢？

妹：沒吶，要不過等下外面有賣節目單，希望他們大家可

以踴躍捧場啦。

奶：喔，安耐怎麼不多來幾個？只要坐在這就可以拿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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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多看一下也沒啥要緊。

哥：阿媽，你咁嘴乾？我去給你倒茶啊。（下）

奶：（小聲）啊你哥咁有給我寫得好？

妹：有啦，哥給你寫得很古椎吶！

奶：（羞）哼—老大人啊有啥米古椎咧！

哥：阿媽呷茶……

（使眼色）啊你說媽媽幹嘛發神經？

妹：今天不是念經姑姑要來，你知道媽媽很討厭被人家在

背後批評，所以不是在打掃嗎？

哥：她太在意奶奶和姑姑了。（哥哥看奶奶）

妹：他弄不完很急，就會一直發脾氣。

哥：我也會幫忙啊。（哥哥看奶奶）

妹：你都躲在樓上睡覺咧。

奶：妹仔，等仔咱出去行行耶。

妹：好。

哥：我後來有幫忙掃……

奶：你老母喔……

妹：阿媽，阮媽她就是愛面子，愛讓你歡喜！

奶：哼—咁安耐？

妹：就是安耐—

總之，媽媽不想讓姑姑又有說閒話的藉口，所以今天

打掃就一直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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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唉。

妹：你也多陪陪她啦，不要老是躲在樓上打電腦。

阿媽，咱出去散步喔！

奶：喔，好。啊坐在那邊的人咧？

妹：他們有別項可看啦，來，阿媽我扶你。

奶：三八，免扶啦。阿文，咱來行行耶啊！要好好顧厝

喔！

（妹妹和奶奶下。）

哥：么壽喔！阿彌陀佛。

（頓）

么壽喔！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燈暗。大悲咒響起，妹妹區燈亮。

妹妹合掌對著奶奶的靈位祈禱，下。煙霧瀰漫之

間，奶奶出現。

媽媽正在縫拼布，電視傳出細碎的聲音，交雜著變

換的燈光打在她身上。

哥哥區燈亮。他開始點火，燒金紙。）

（客廳區妹妹上。）

媽：金燒完了嗎？

妹：哥還在燒，等一下再去收。

幹麼不開亮一點？

媽：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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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開燈。在媽媽身邊坐下。奶奶跟著坐下。）

媽：奶奶以前來住我們家，常常在家都沒有開燈。有時候

我下班回家，還會被嚇到。

奶：哼，沒人在厝幹啥開燈？

媽：有的時候，我不知道，我真的是有點怕，我回到家，

發現黑暗中好像有人坐在沙發上，然後動了一下。

奶：（取笑）三八哩囉，也不是看到鬼啊！

（奶奶在旁指指點點，唸來唸去，媽媽視而不見。）

妹：阿媽，來吃蓮霧。

奶：阿貞，呷蓮霧喔。很甜吶！

媽：（得意）看我會選麼？

（爸爸區燈亮，他在看大家的訃文，塗塗改改。）

爸：這個是……阿貞寫的，（拿起訃文讀）媽很有生活智

慧。

奶：沒啦。

爸：（逐字讀）她常常會廢物利用，把衣架折彎作成簡單

的掛勾來用，雖然不好看，但是她總是能夠想到新點

子。

奶：活著就是要振動，要自己想辦法—

媽：媽，我想要叫你起來，但是擱稍微驚驚，我不知道我

在怕什麼。

奶：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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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對妹）你知道嗎，我甚至不敢碰到她。我不知道，

家人為什麼會這樣，就算是你們，長大以後，我也很

少抱抱你們了。

奶：這舊厝喔拆掉重起就是要留給恁耶。

爸：這個是……圓圓的，（逐字讀，越來越懷疑）我對奶

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她會空手殺蟑螂？

（大悲咒音量漸強，哥哥跟著擺著頭，一邊燒金

紙。）

哥：佛教音樂聽久了，還真的會搖吶。

（奶奶走到哥哥旁，看了一會，也開始跟著搖頭晃

腦，擺手擺腳。）

奶：對對，就是要多振動咧，活動活動，活咧就是要振

動。

（哥哥望著奶奶笑了，開始學奶奶的動作跟著動。）

媽：等一下去把供桌上的東西收一收。

妹：（不耐）哥不是在燒金，幹麻不叫他收！

媽：你們都去台北唸書，爸啊又在花蓮工作，只有我留在

家裡，以後噢，鄉下這邊沒人住容易壞，一樣也是我

要回來掃吶。奶奶過世喔，爸爸在花蓮又不能每個禮

拜回來，都是我自己要回來掃地拜拜吶！才叫你收一

下桌子，對我發什麼脾氣！

奶：阿文啊，像這樣，一，二，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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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拿起圖左看右看）啊阿文這張圖……阿媽怎麼是歪

的？

媽：你們以為我喜歡留在這裡喔！自己奶奶生前不能多陪

他就算了，現在收個桌子還不甘不願！是你奶奶不是

我奶奶吶！怎麼好像變成都我的事？是你們和她有血

緣關係，你們姓陳的事情！不是我吶！裝那什麼表情

給我看！

（妹妹抽衛生紙想安慰媽媽，媽媽推開下）

爸：我，們，永，遠……我們大家永遠都懷念她。

（大悲咒漸漸變成舞曲大悲咒，音量越來越大。）

哥：喔！阿媽！你嘛真好跳吶！

奶：刷勿知，咱和妹仔散步的時陣看人跳跳耶，就學起來

啊。

哥：阿媽，你不知道，那些師父來拜的時陣在那唸，我攏

有一種感覺。

奶：啥米感覺？

哥：就是我感覺好像阮家的人會跳起來，師父嘛會跳起

來，大家作伙唸唸耶就開始跳‧跳‧跳‧跳‧跳‧

跳‧跳‧跳……

（全家人都開始搖頭晃腦，跳了起來。）

奶：就是要多動一下，就是要振動。

哥：喔！阿媽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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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

你還會擺 pose 吶！ 

（燈暗，音樂淡出。

客廳燈亮，家人各自坐在不同的椅子上。）

爸：各位親戚、各位朋友，今天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妹：不要今天。

哥：這又不是演講稿。

爸：喔。（拿筆修正）各位親戚、各位朋友，今天，沒有

今天，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妹：高興用在這裡感覺很奇怪。

媽：（逗）爸啊，你的國文程度很爛吶。

哥：都是教改害的。

妹：他又沒有上到課。

哥：學生程度變差，校長也會受影響。

爸：哼—我們學校的學生都還去參加全國的國語文競賽

咧，哪有變差！

媽：趕快改啦。

爸：（拿筆修正）各位親戚、各位朋友，今……我很……

有這個機會……

哥：在說什麼啊？

妹：他在思考。

（媽媽打開電視，妹妹拿出報紙，哥哥下。）



�� 2007台灣文學獎劇本創作類得獎作品集

爸：喂喂—你們幹嘛啊！我才剛開始唸。

哥：我去喝水。

妹：已經開始很久了。

媽：你要不要先改好再唸？

爸：我已經改好了啊！

（沉默）

爸：各位親戚，各位朋友，今天我……

妹：沒有今天。

爸：各位親戚，各位朋友，我……我……唉，阿貞，你在

學校都是模範教師，幫我看一下嘛—

（沉默）

爸：圓圓，你是未來的國文老師吶—妳最會改作文了，

幫爸啊改一下嘛，改一下嘛—

（沉默）

爸：（對外）阿文！阿文！你最有才華最會寫東西了，來

幫爸啊看一下咧！

妹和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對電視大笑）

（奶奶上。）

爸：媽！

奶：國語我聽沒啦。

爸：這訃文是要寫給你耶吶！

奶：啊我也勿識字看沒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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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

奶：我要來去行行耶啊！（慢慢下場）

媽：欸，你改好了嗎？

爸：媽，你要去哪啦！媽！

媽！這訃文是要寫給你耶吶！媽！

媽！賣一個人出去啦！媽！

奶：這舊厝拆掉重起，就是愛恁留在這—

爸：媽！我不要留在這啦！

妹：爸！不要站在電視前面啦！

奶：來走啊喔！

媽：媽，你順行啊！

爸：媽！我陪你去行行耶啦！媽！

奶：來走啊喔！（準備離開）

妹：阿媽再見！

爸：媽！我擱想要洗身軀咧！媽！

奶：（聲音從外面傳來）來走啊喔！

哥：阿媽再見！

爸：（對奶奶離去的方向）媽！我擱想要呷飯咧！媽！

（燈暗。

哥哥區燈亮，哥哥讀著記事本，妹妹站在一旁。）

妹：你在幹麼？

哥：寫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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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爸啊把訃聞拿去印了。

哥：（怪聲）ㄟ。

最近我常常會想到奶奶回到老家那天的事情。

妹：你說，奶奶用救護車送回來那天？

哥：嗯。我記得大家都在客廳裡面等。（客廳燈亮）我們

下午就回來打掃，晚上了，我和你坐在這裡，媽媽坐

在那裡，姑姑之後也來了，（姑姑上）我們都不知道

要說什麼，也不能開電視，什麼事情都不能作，只能

坐在那裡。

姑：情形是安怎哪？

媽：不知道啊，上個禮拜媽腳指頭一直會痛，說是骨頭的

問題去開刀，前幾天回家也好好的，那時候你哥打電

話回來，（哽咽）我本來也想問候一下媽，結果也沒

說到話，誰知道今天就突然……

姑：應該不是開刀的關係啦。

媽：應該不是，那只是小手術，開完也好好的，只是暫時

在醫院修養，媽覺得自己好好的也沒什麼不舒服，就

提早回家了。你哥說她傍晚還打電話去學校問說要煮

什麼菜咧，還好好的，回家就看她睡在椅子上……過

去了。

姑：三八！才剛開完刀，不多歇睏煮什麼菜！

媽：就是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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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唉，這樣也算是很安詳啦。

媽：是很安詳，也很好啦，不是生病什麼的。

姑：很好啦。

（救護車的紅燈閃爍，打在大家身上。）

媽：轉來啊！

（大家匆忙走到門邊張望庭院，院落區燈亮。）

（爸爸上，面色凝重，媽媽和他小聲交談一下哭了。

庭院傳來刻意壓低的吵雜聲，大家站在門邊看，擔

架和葬儀社的師父等等不出現在場上。）

姑：有叫人沒？

爸：都連絡了，馬上就到，師父會先簡單處理。欸，你身

上有沒有錢？

媽：How much？

爸：（手勢）要包紅包給司機。

媽：去幫我拿包包來。

妹：好。

（妹妹下。）

媽：你們開了多久？

爸：大概四個小時。

（妹妹上，媽媽拿錢給爸爸。）

爸：（對外）那個不要這樣放，來來……（爸爸下）

媽：我來幫忙啦。（媽媽姑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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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從外面）阿文來幫忙。

（哥哥和爸爸把椅子搬到院裡。大家陸續上下場搬了

桌子，腳踏車，窗戶，有栓的大木門，龍柱，磚

瓦……最後大家合力從幕後推出一個超級大佛像到

院裡，因為佛像太大，所以我們只看得到他的巨大

左手。

媽媽和姑姑交待一下，姑姑下。）

媽：看到奶奶沒？

妹：嗯。

媽：來燒香。

（媽媽和妹妹下。

姑姑從客廳深處提水上，經過院落又下。

媽媽和哥哥上。）

媽：（台）等仔來捻香啊。

哥：我去一下廁所。

（哥哥下。爸爸手上拿著一把點燃的香上，妹妹、姑

姑上，爸爸把香分給大家，哥哥隨後上。大家拜

拜，妹妹和哥哥把香交給爸爸，爸爸、媽媽、姑姑

下，妹妹和哥哥走到哥哥區。）

妹：你寫得怎麼樣了？

哥：快寫完了。

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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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我現在把奶奶回來以後的戲都刪掉了，爸啊遇到奶

奶，就像是做了一個夢。（奶奶上）但是奶奶一直在

大家旁邊看大家回想她以前的故事，她完成她的心

願，就升天了。（奶奶看看天空，看看自己的手自己

的腳，一臉疑惑的表情）

妹：我很喜歡這個結局。

哥：我也是。（媽媽上）

媽：你看到奶奶沒？

哥：嗯。（爸爸上）

爸：你們兩個來看，阿媽好像還在笑吶。

媽：對啊，阿媽在笑吶！

（四人下的同時奶奶走到客廳，看看混亂的庭院，看

看屋外離去的眾人。）

奶：么壽喔！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奶奶兀自站在寂靜的客廳中，彷彿陷入回憶的沉思。

沉默片刻。

庭院裡響起引磬的鈴聲。

一位師公敲磬走了進來。）

師：子孫有友孝沒？

奶：（罵）么壽喔！

（師公看了一下奶奶，搔搔頭，往庭院中看看，對奶

奶視而不見，在客廳裡邊念邊繞起來。全家人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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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搖頭晃腦跟著師公回應。）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有喔有喔！

師：家庭幸福沒？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有喔有喔！

師：代代有出狀元沒？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有喔有喔！

奶：么壽喔！阿彌陀佛。啊你來這是在作啥？（想把師公

趕走）

師：（用引磬敲奶奶頭，奶奶露出誇張的表情昏倒在地）

子孫有友孝沒？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有喔有喔！

師：家庭幸福沒？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有喔有喔！

師：代代有出狀元沒？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有喔有喔！

（家人漸漸離開，巨大的電鑽聲響起，奶奶跳起來，

好像被驚醒過來，張望眾人離去的方向。）

奶：么壽喔！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邊罵一邊追下。）

（伴隨再度出現的電鑽巨響，屋頂粉塵飄落，客廳裡

堆積如山的雜物也倒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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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

兩幕之間，水滴聲一滴一滴持續滴著。幕起前，巨大

的蟬聲響起。燈亮。

客廳維持第一幕結束的樣子，可是顯得像是室外，陽

光從部分崩塌的屋頂灑落，地上依序放置了幾個鍋

子，妹妹穿著清秀的洋裝，跪在客廳中面對著最末端

的鍋子靜靜合掌祈禱。媽媽上，手上帶著相機，顯得

自信又謹慎，她拍了一兩張照片，發現妹妹，遠遠對

著妹妹調整焦距。妹妹聽見聲音，抬起頭來發現媽

媽。

媽：不好意思吵到你，我可以拍一張你的照片嗎？

（妹妹看著媽媽，又低下頭繼續祈禱。媽媽想拍，又

放下相機。）

媽：你在做什麼？（媽媽走近，留意到地上排列的鍋子，

小心翼翼不想打擾妹妹，靜靜走到旁邊。）

媽：我可以跟你一起拜嗎？

（妹妹點頭，媽媽才剛合掌妹妹又突然跑掉。）

媽：啊……？

（妹妹上，又拿了一個鍋子，放在媽媽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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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喔……要對著這個？

（妹妹點頭，回到自己的位置，開始祈禱。）

妹：（捧起鍋子對鍋內說話）大家一起寫訃文，大家一起

寫訃文。（媽媽愣住）

妹：（捧起鍋子對鍋內說話）大家一起寫訃文，大家一起

寫訃文。（妹妹看媽媽）

媽：（不太好意思地模仿）大家一起……

妹：大家一起寫訃文……

媽：大家一起寫訃文……

妹：大家一起寫訃文。

媽：大家一起寫訃文。

妹：（用不同的語調）大家一起寫訃文。

媽：（用不同的語調）大家一起寫訃文。

妹：（用不同的語調）大家一起寫訃文。

媽：（用不同的語調）大家一起寫訃文。

（兩人玩在一起，越來越HIGH，笑倒在地，有點恍

惚，呈現出迷幻的氣氛）

妹：（起身）好了。

（媽媽愣住）

妹：（伸手）給我錢。

媽：啊？

妹：（伸手）給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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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會意，掏出鈔票。）

媽：你住這邊？

妹：沒有。……嗯，以前住這裡。

媽：我以前也住這裡耶！以前我先生老家在這邊，我們全

家都會回來這邊玩。

妹：好巧喔！以前我們全家也都會回來這邊玩耶！

媽：那你的家人呢？

妹：發生戰爭以後就不見了。

　　那你的家人呢？

媽：發生戰爭以後也不見了。（對鍋內發出怪聲）啊—

（沉默）

妹：好巧喔！

媽：好巧喔！

（沉默）

媽：對了，我可以拍一張你的照片嗎？我突然覺得，你看

起來好眼熟喔，我們以前沒有見過嗎？來—喀喳！ 

（媽媽按下快門，妹妹突然像無機的人偶崩塌垮下）

媽：你怎麼了！醒醒啊—醒醒啊—（探探呼吸，不知

節制地打臉）

不要死啊！（隨便丟下）不要死—（再拍幾張）不

要死—（倉皇跑走）不要死—

（妹妹倒在台上，爸爸上，牽著看不見的小孩，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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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說話。）

爸：阿文，你看你看！那邊就是地球耶！你看好大—小

心喔—這邊到處都燒焦了，很危險，不要亂跑，對

對，從那邊走過來—喔—好棒—你幹什麼啦！

叫你不要跳還跳！哭！男生哭什麼哭！你看！那邊就

是地球！不要哭了—你看—你看—叫你看不會

看喔！你看—

（士兵穿著太空服，帶著槍，悄悄上，端詳室內，舉

槍對著爸爸，咳嗽想要引起注意。）

爸：你看—地球很大對不對？（士兵咳嗽）好大喔—

什麼？嗯—月亮怎樣？（士兵咳嗽）誰跟你說月亮

比較大！你有毛病喔！跟你說地球比較大！你不會看

喔！（士兵咳嗽）天上那麼大！地球有沒有比較大？

啊？（士兵咳嗽咳到跪倒在地）有沒有比較大！啊？

大不大！啊？大不大！

妹：你感冒啊！你感冒啊！

（爸爸回過神，看到倒下的士兵，走近）

爸：你身體不好喔？（自然而然把槍接過來，士兵要搶卻

虛弱無力）你這個喔就是缺乏運動，才咳幾聲就虛

成這樣，就是胸口的氣堵住，來啦，幫你喬一下，坐

好，叫你坐好不會坐喔！坐！這邊怎麼坐？笨蛋！坐

那邊啦！阿文，不要亂跑啊—你敢跑就給我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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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妹妹起身，跑走。爸爸開始幫士兵按摩，調整脊

椎，抬手。）

兵：喔—！啊！喔喔—咳咳！

爸：會痛喔？會痛喔？會痛才有效—啊—你來這

是……？

兵：來……來這附近散步啦。喔！啊！來……這巡邏啦。

最近很亂啊。

爸：是啊，很亂啊。

兵：對啊，就是驚又亂起來，上面就叫阮來行行耶。四處

看看耶，為民服務……喔！喔！很痛耶啦！喔！

爸：為你服務，我也是為你服務—

兵：喔！喔！再小，小力一點！喔！（爸爸拍幾下結束按

摩，士兵攤倒）

爸：（對外）阿文！來走了啊！（對士兵笑了笑） 

兵：喂！等一下！（慌忙起身，爸爸舉起槍，士兵舉起

手）那個……不能黑白玩哪！

爸：（放下槍，模仿）那個……不能黑白玩哪！

兵：（慢慢走進）你……失禮啦，啊那……還我啦喔？你

也沒需要……

（爸爸舉起槍，士兵舉起手）

爸：來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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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你……（要衝向前，爸爸對空鳴槍。）哼，你是地球

人喔？喔—我就知，幹！（爸爸舉起槍，士兵舉起

手）我，我是說，請！請—

爸：來走了啊！

兵：請！……衰小，幹！（爸爸舉起槍，士兵舉起手。）

請！請—

（爸爸下，士兵拿出對講機。）

兵：天公伯呀，天公伯呀，這是蟾蜍，OVER。

天音：（場外傳來無線電聲）蟾蜍，蟾蜍，這是天公伯

呀，OVER。

（士兵望向爸爸離去的方向，無聲講著對講機，燈

暗。

姑姑區燈亮，姑姑正一邊講手機一邊查驗簽收單

據，遠方可以聽見工程的巨大噪音。媽媽匆忙

上。）

媽：Sony。

（姑姑低聲談話）

媽：Sony。

（姑姑低聲談話）

媽：Sony。

姑：（對電話）你等一下。（對媽媽）有什麼事嗎，

Nokia？



大家一起寫訃文 �7

媽：我聽說一個消息，不知道你有沒有空……

（姑姑又繼續講手機，媽媽無奈，等待。妹妹一手拎

一個鍋子上，張望遠方的工程。）

妹：嗯—（走向媽媽）那邊在做什麼？

媽：說是要整平，要蓋臨時難民營，可是我看不像，難民

都撤退了，軍人那麼多一定有問題……

妹：嗯—（妹妹跟著媽媽指的方向看）

媽：（驚）呃！你……耶……！（妹不理會媽媽自顧自敲

打鍋子下，姑姑講完電話，迅速紀錄一些字。）

姑：有什麼事嗎？

媽：（媽媽張望妹妹離開的方向）這幾天我聽到一個消

息，不過……

姑：什麼消息？

（媽媽跟姑姑說悄悄話）

姑：誰跟你說的？

媽：我不能透露他的身分。

（姑姑打開水壺，用吸管喝茶，窣—發出很大的聲

音。）

媽：你有聽到風聲嗎？

（姑姑用吸管喝茶，窣—發出很大的聲音。）

媽：最近那邊不是在整地？我覺得一定有問題，雖然都圍

起來，但是其實看得出來外面那邊有很多都是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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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用吸管喝茶，窣—發出很大的聲音。）

媽：我有看到NIKE的輸送車。

姑：真的喔？

媽：你的長官沒有說你們要在這邊待多久喔？這邊難民最

近不是都疏散了？

（姑姑用吸管喝茶，窣—發出很大的聲音。）

姑：我不能跟你說太多。

（頓）

只是喔—那些軍人我也覺得很奇怪其實我已經好奇

很久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本來說是要撤退的現在又跑出

來那麼多人幹什麼？我跟你說我跟你說那些人有多可

惡跑來跟我們單位搶東西明明我們手上都有公文他們

也不管就說什麼臨時徵收軍方比較大！反正你就乖乖

聽話不然他們就說你是不是地球人就開始幹你娘罵髒

話！奇怪地球人不行喔每個人都是地球來的吃的也是

地球來的用的也是地球來的不然你是土裡生的會行光

合作用喔！莫名其妙！我跟你說我跟你說我聽到的其

實只有一點點就是他們可能不會待很久因為我有聽到

他們之後又要移防到別的地方，只是有一個部隊很奇

怪士兵天天在這一區晃來晃去不知道在找什麼。（姑

姑用吸管喝茶，窣—發出很大的聲音。）

媽：不知道在找什麼？



大家一起寫訃文 ��

姑：不知道在找什麼。

　　啊，有什麼消息再互相通知一下啊！（揮手下）

（爸爸上的同時，巨大的飛機暴音呼嘯而過，爸爸和

媽媽望著天空，定格。

士兵區燈亮，士兵小心上，張望，拿起放置的鍋子

端詳，哥哥上，也穿著太空服，帶著槍，士兵嚇了

一跳。）

哥：這裡喔？

兵：報告長官！（哥示意小聲）上次我就是在這邊被他偷

襲，（哥示意小聲）他多厲害咧！一雙手喔，就可以

讓你要死要活。

哥：你說，他是空手喔？

兵：啊—他有武器他有武器。

哥：嗯？（哥哥謹慎探頭張望外面，又走了回來）什麼？

兵：啊。

哥：他有什麼？

兵：他……會講話。

哥：你在講笑話喔。

兵：不是，他會和看不到的人講話咧！還是一個囝仔，叫

什麼阿文，說啥誰說月亮比較大！地球當然比較大！

他一定是地球人！幹！（越說越暴力，士兵也越來越

興奮）他就這樣講這樣講，我就這樣聽這樣聽，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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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講這樣講，我就這樣聽這樣聽，他就這樣講這樣

講這樣講，我就這樣聽這樣聽這樣聽，啊我的槍就被

他拿走了。

（頓）

哥：上次的人也是來這巡巡就不見了，你還活著算不錯。

兵：那個是睏我隔壁的少年仔，一定就是被他殺死耶！

（哥哥示意安靜，好像聽到什麼，要士兵兩人分頭

下）

爸：阿文你看，機器人在天上飛吶！你看！飛到那邊去

了！飛到我們家那邊去了！跑啊！趕快去追！跑啊！

跑啊！（催促小孩往遠方跑去，看了一會，笑著漫步

跟上）

媽：先生？

爸：（對遠方）不要回頭—回頭很危險—快跑—

媽：先生？

爸：嗯？

媽：你以前住在這邊嗎？

爸：嗯。

媽：我以前也住在這邊耶。

爸：阿文，小心！喔—

媽：你沒有跟那些難民一起撤退嗎？現在這邊很危險。

爸：你是幹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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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我，我是跟救難隊一起來的記者。

爸：喔。（準備下）

媽：喂！（爸爸停步）

　　如果你有什麼需要幫忙可以跟我說。

（頓）

　　這邊……很危險，很多人都……

爸：知道啦知道啦。不見了啦，大家都不見了啦，怎樣？

媽：我們是來幫忙……

爸：不用幫啦，你們最好趕快走，不要回頭，回頭很危

險……阿文，喔！你跑好遠咧！跑啊！

（爸爸自顧自下，媽媽喪氣坐下。妹妹區燈亮，妹妹

帶鍋子經過舞台，把鍋子藏起來，又回到先前擺

好的鍋子旁，把頭埋進鍋子中，好像在傾聽什麼聲

音。哥哥隨後上。）

哥：你怎麼還在這裡。

（妹妹不動）

哥：大家都不見了。

（妹妹不動）

哥：你沒有跟難民一起走？

（妹妹不動）

哥：這邊再來很危險，最近還會有士兵來，我很擔心……

妹：（把頭埋在鍋子裡）不要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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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不要待在這裡啦，如果被發現……

妹：（抬起頭，把鍋子戴在臉上）不要你管—

哥：我也是趁出來巡邏的機會才來找你，馬上就要走了，

不要這樣。

妹：（抬起頭，把鍋子戴在臉上）趕快走啊—

哥：爸爸媽媽又不在這裡，你……（媽媽下）

妹：（抬起頭，把鍋子戴在臉上）你不是要走—

哥：（看手錶）這邊再過一陣子，軍隊會來，不要待在這

裡，我會再回來找你。（轉身要下）

妹：你要去哪裡？

哥：要集合了。

妹：不要再打仗了好不好？

哥：不打就沒有武器，沒有武器就不能保護你。

妹：如果你死掉怎麼辦？

（沉默）

哥：我不會死。（準備下）

妹：你不是要保護我？

（頓）

哥：趕快離開這裡。（下）

（長沉默，妹妹張望哥哥離去的方向一會，開始自顧

自整理廢墟，掃地，擦椅子，把鍋子擺好，一個人

把荒蕪的廢墟慢慢弄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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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你不是要保護我？

（妹妹佇立一會，燈暗。

黑暗中，可以聽見巨大的腳步聲，軍人的無線電聲

響起。）

兵：天公伯啊，天公伯啊，31區沒有發現阿媽，31區沒有

發現阿媽，OVER。

天：蟾蜍，蟾蜍，收到，請繼續搜索，A3地區聽說還有難

民殘留，小心地球人，小心地球人，OVER。

（燈亮。夜晚，悠長的警報音響起，警示燈閃爍著，

媽媽匆忙上。）

廣播：（姑姑的聲音）總部報告，總部報告，A3地區爆發

武裝衝突，請第三小隊盡速到總部集合，請第三小隊

盡速到總部集合。

（媽媽跑下。妹妹區燈亮，妹妹縮成一團坐在角落。

室外傳來巨大的腳步聲還有掃射的燈光。腳步聲

停了下來，寂靜無聲一會，爸爸帶先前搶來的槍跑

上。）

爸：阿文不要怕，過來這邊，安靜喔—要安靜—（張

望外面一會，發現妹妹）你能幫我照顧他嗎？

妹：啊？

爸：你能幫我照顧他嗎？

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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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幫我一下。嘖。我會再回來。（下）

（士兵和哥哥帶槍上，兩人交互掩護前進，遠方隱隱

傳來槍聲，兩人下。妹妹張望外面，捂住耳朵。）

兵：（從外面）那邊跑掉了！

哥：（從外面）在那邊！在那邊！

（噴射起飛的暴音遠去，救護車的警笛響起，外面閃

爍著紅光。媽媽上，看到妹妹。）

媽：你怎麼還在這裡！（扶起妹妹，一起下。）

妹：（對看不見的小孩）阿文，阿文，我們一起走。

媽：（張望）還有人在這邊嗎？

妹：阿文來。（牽著看不見的小孩）

媽：你……沒有別人了喔？我們一起走，小心。

（媽媽扶妹妹下，燈暗。

燈亮。蟬聲響起的晴天，妹妹提著兩個鍋子站在舞

台上望著天空，媽媽上。）

媽：早安。

（妹妹靦腆的點頭。）

媽：（打呵欠）今天天氣真好，喔—地球看起來好像更

大了吶（作體操）。

　　那個是要……？（比拜拜手勢）

妹：嗯。

媽：能不能分我一個？



大家一起寫訃文 ��

（妹妹搖頭）

媽：我是說，我也想……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看看？

（頓）

　　啊！你還需不需要鍋子？我可以幫你找一些……（妹

妹搖頭）喔。

（頓）

　　你還好嗎？

妹：嗯。

媽：你要不要吃點東西？你晚上什麼都沒吃……

妹：（妹妹搖頭）啊，阿文還沒吃。

媽：阿文？現在這邊難民都撤退了，你還有同伴在這邊

嗎？

（妹妹搖頭）

媽：我陪你去好不好？啊，天氣這麼好，我們可以去野

餐！

妹：（招呼看不見的小孩）阿文。

（媽媽望妹妹，學著迎接看不見的小孩，兩人下。姑

姑講手機上，士兵跟上。）

兵：嘿！

（頓）

　　嘿！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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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我的機器人咧？

（頓）

　　嘿！

姑：（對電話）你等一下。（對士兵）有什麼事嗎？

兵：我的機器人咧？

姑：機器人？

兵：我停在恁外面啊。進去辦事情，出來就不見了。

姑：不知咧（繼續電話）。

兵：這是你負責的所在，你怎會不知！

　　嘿！嘿！聽人講話咧！

　　我的機器人咧？啊？我的機器人咧？

　　幹！（打掉姑姑的電話）跟你講話是不會聽喔！

姑：我給你告喔！你是什麼單位的？

兵：啥小咧，是我在問問題，我的機器人咧？

姑：我叫警察來喔！

兵：喔—我知道了，你是地球人喔？你故意把我的機器

人騙走，就是你！

姑：警衛！警……（士兵掩住姑姑的嘴，兩人拉扯，姑姑

跌倒，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的聲音從外傳來）

委：（從外面）嘿！你在作啥！

（士兵抬頭愣住。

妹妹區燈亮，台上散佈更多鍋子，媽媽和妹妹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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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擺了一個。妹妹和媽媽雙手合十一會，兩人有默

契地捧起鍋子默數到三，一起對鍋內大聲發出怪聲。

放下鍋子的時候，兩人瞪大眼睛看對方比誰撐得久，

憋不住笑了起來。媽媽哼起合唱發聲的試音，妹妹跟

著，兩人哼一首短歌，妹妹區燈暗。

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上，士兵作勢裝狠，下。

姑姑驚魂未定撐起身，坐在地上。）

委：你還好嗎？有沒有怎樣？

　　喘一下，喘一下，深呼吸，不要緊張，深呼吸，來，

吸氣—

　　吐氣—（姑姑想站起來）

　　喔，喔，小心。（扶姑姑）

　　喔—這些軍人真可惡。打仗打一打每一個發瘋了。

姑：謝謝你幫忙，啊你是……？

委：喔，我是廣寒宮進香團出巡委員會的代表，你可以叫

我麥當勞叔叔。

姑：麥，麥當勞先生，請問……

委：耶—請叫我麥當勞叔叔。

姑：喔，不好意思，我還有點……

委：沒關係，慢慢來，慢慢來，放輕鬆，深呼吸，來，吸

氣—

　　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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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謝謝，謝謝。啊……麥當勞……叔叔？請問你來這裡

有什麼事？

委：再過一個禮拜，我們廣寒宮進香團出巡繞境的路線會

經過這邊啦。去跟軍方交涉他們都直接拒絕，但是我

們就是希望來這邊替那些過世的人祈福啊，希望有負

責單位能幫忙開公文，啊—我們也都要過路休息，

這麼大群人，沒有許可亂起來喔，喔—很麻煩囉。

聽說這邊是你在負責，想跟你商量一下。

姑：耶—我的手機咧？（找）

委：什麼手機？（幫忙找）沒看到吶。

姑：奇怪，討厭！剛剛那個士兵喔！

委：你有沒有掉其他東西？

姑：喔—沒有錢，沒有資源，沒有時間，東西又一直不

見，喔—

委：耶？我的公事包咧？

姑：啊？

委：騙你的啦，我沒有帶公事包啦，哈哈。

姑：哈哈……

委：（摸）耶？啊我的皮夾咧？（慌，全身上下找）阿

咧？

（燈暗。妹妹區燈亮。媽媽和妹妹一個一個聽著鍋子

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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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這邊這個，是上次軍隊來的時候，我偷偷裝起來的聲

音。

媽：嗯……

妹：這個。嗯，這個，是我先前想到我們全家一起出去玩

的時候的聲音。

媽：（聽，驚喜）海浪耶！（潮水聲遙遙響起）

妹：嗯。

媽：（聽）像貝殼一樣。

妹：我們以前小時候全家會去海邊玩，不一定要玩水，就

只是在海邊走一走，很奇怪，海邊都沒有人，只有

我們家的人在那裡，我爸，我媽，我哥，我，還有我

阿媽。我記得那時候天上看不見地球，可是我記不起

來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我記得那時候天氣很好，風

很大，雖然是大晴天但是還是有一點涼，我的頭髮被

吹得亂七八糟，我在尖叫，我在笑，我在哭，我在跑

步，我在踢水，爸爸在拍照，他最喜歡拍照，不管什

麼無聊的東西他都想要拍下來，大家都覺得他很好

笑，媽媽在撿貝殼，媽媽在唱歌，在唱一首老歌，校

園民歌時代的，一邊彈著吉他一邊唱，我和哥哥會跟

著唱，奶奶就在旁邊拍手，在旁邊笑，聽我們一起唱

歌，一起拍手，一起看海，一起等到天空漸漸變成金

色，一起等到天空變暗下來，暗下來，星星，海邊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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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我們會看星星，我看不到他們的臉，我……我記

不起來爸爸媽媽長什麼樣子，我記不起來阿媽長什麼

樣子，好奇怪，明明記得去海邊玩，明明記得海浪的

聲音，如果都不記得就算了，忘記就算了，我想不起

來，我不知道，我……唉呀煩死了。

媽：以前我們全家也會去海邊。

妹：（分心）講別的好不好。阿文，不要跑太遠喔。

（沉默）

媽：那個……

妹：嗯？

媽：我能不能問一個問題？

　　阿文……那個，嗯—其實我看不到。

妹：嗯—

媽：阿文是你的朋友嗎？你好像常常跟他說話。

妹：我是最近才認識他的。

媽：喔，那他長什麼樣子？

妹：很調皮，瘦瘦的，到處鑽來鑽去。

媽：啊你是怎麼認識他的？

妹：有一個人，帶阿文來找我，請我幫他照顧……

（爸爸站在媽媽看不見的方向探頭，發現媽媽又縮回

去，可是妹妹看到了。）

媽：怎麼了？你在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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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沒有。

媽：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想跟你說。

妹：（心不在焉）嗯。

媽：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對你拍照結果你突然就昏倒

了，真的很對不起。我出去找人，回來你就不見

了……

妹：我出去一下喔。

媽：你要去哪裡？

妹：等一下就回來。阿文，阿文。（招呼看不見的小孩一

起下）

（媽媽一人在場上，沉默，她拿起相機，退到一個位

置想要拍照，哥哥上，媽媽發現哥哥。放下相機，

保持警戒。長沉默。）

哥：我看過你，你是跟救難隊一起來的吧，不用怕，我不

會對你怎樣。

（哥哥緩緩走近）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年輕的女生在這邊……說不定你認

識？

（沉默）

　　我知道我不受歡迎，你可以不用這樣看我，我很快就

走了。

（哥哥聽鍋子裡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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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啊。

哥：嗯？

媽：你知道……？

哥：嗯，你也知道喔？嗯—

（沉默）

　　不好意思，我想請教一下，你們救難隊什麼時候會撤

退？

媽：還有難民在這邊啊。

哥：我沒有別的意思……只是這邊很危險……

（沉默）

　　等我妹回來，請你帶她一起離開好不好？

媽：為什麼？

（頓）

　　喔—你還很年輕耶。

（頓）

我看過很多，你不要看我這樣手腳好像笨笨的，我也

跑過很多戰場哪。我看過很多像你這樣，像你妹妹那

樣的年輕人一個一個都倒在戰場上，到死為止都不放

開手上那一把槍。

（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些上面的人在想什麼，如果我

兒子去打仗我一定會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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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笑）哼，如果你揍他，他一定更想跑去打仗。

媽：好啊，那就先殺死我，殺死我再去打，殺死我！我看

過很多父母都要孩子上戰場，他們以為這樣就能打

贏，他們相信軍隊，他們相信贏了他們就會改運，發

財，買房子，享受，他們寧願去死，他們寧願叫小孩

去死。要打他們自己打不夠，還要別人陪他們一起

打，爸爸殺女兒，兒子殺媽媽，阿公殺阿叔，阿舅殺

阿媽。

（哥哥和媽媽沉默對峙。爸爸區燈亮，爸爸上，妹妹

追上。）

妹：等一下。（爸爸回頭）

　　阿文，阿文，來。

爸：謝謝。阿文，喔，爸爸好想你吶，要跟姐姐說謝謝，

啊—不要害羞，你看人家多照顧你，來，說謝謝，

不要躲起來—謝謝—嗯，乖。（向妹妹點頭，

下）阿文，走了，不要耍賴，已經跟姐姐再見了，走

了。

妹：你也要……（爸爸轉身）去打仗嗎？軍人都在找

你……

　　阿文怎麼辦？

媽：你不是在軍隊，你自己應該有辦法送你妹離開吧？你

們本來不是要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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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爸：你看天空，地球越來越大了。因為引力的關係，這邊

的大氣層已經慢慢被吸走了，就像蘋果削皮一樣，慢

慢一圈一圈掉下來，空氣會越來越稀薄。你可能也有

感覺到，最近有時候好像會突然喘不過氣，突然沒有

辦法呼吸，人就昏過去了。如果你最近有注意那些軍

人的話，他們都穿太空衣了，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媽：（對自己）遠方那邊的工程到底是什麼東西？為什麼

你們還在這裡？不是根本就沒有找到什麼地球人嗎？

都只是難民而已啊？你們到底要打到什麼時候？你們

的軍隊好像發瘋了，每天派人在這邊巡邏開槍，我們

每天都接到報告說你們的士兵開槍自相殘殺，A小隊

殺B小隊，B小隊殺C小隊，每天都有報告說，你們的

士兵一個一個不見，（對哥哥）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哥哥欲言又止，媽媽注視著哥哥看他想說什麼，哥

哥再度沉默。）

爸：快要不能呼吸的時候，人的大腦會缺氧失控，人就會

慢慢改變，大腦的細胞會死掉，人會發瘋，我們會一

件一件事情慢慢忘記，可是阿文不用呼吸，阿文可以

活下去，阿文不會變。阿文不會忘記。在我把所有的

事情都忘記之前，我想要送他離開。

妹：離開？要去哪裡？到處都被包圍了！到處都是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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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就是難民！你們要去哪裡？

爸：我已經都準備好了，我要把他送去地球。我們家阿文

從小舅成績優異，將來一定很有成就！考上一中，讀

大學，出國進修，以後可以當教授……（爸爸妹妹區

燈暗。）

媽：（對自己，發抖）不知道救難是來救誰的……根本

就……什麼敵人，敵人根本就不存在，敵人根本是你

們自己捏造出來的，你們害死多少人，你們……

（沉默）

哥：請你帶我妹妹趕快離開這裡。

　　我可以給你一個情報作交換。

媽：哼，軍人說話出爾反爾，只對自己有利誰要相信？

哥：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阿媽的事蹟？

（沉默）

媽：阿媽的事蹟？

（燈暗。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用麥克風說話。）

委：耶—各位香客，各位香客，今天我們就在這個臨時

救難總部歇睏啊。月娘明天清早 4 點起駕，請大家注

意，請大家注意，月娘 4 點起駕，4 點起駕，請大家

好好歇睏。暗時在臨時救難總部的北邊，有市長贊助

的國泰民安鋼管秀，歡迎大家捧場，多謝，多謝，謝

謝。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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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亮。姑姑講手機站在場上指揮場面。）

姑：來—來—來—好，停！停！好了！（發出巨大

的碰撞聲）

　　喔！你們怎麼搞的！（媽媽上）

媽：Sony！Sony！

姑：不對！不對！那邊是進香團……唷！

媽：Sony！糟糕了！

（媽媽和姑姑無聲講話，燈暗。哥哥區燈亮，哥哥和

士兵巡邏上，停下喝水，隨意坐下。）

兵：長官。

哥：嗯？

兵：長官，你做兵多久了？

哥：不記得了，要算一下。

兵：長官，我，我有記著，我已經來要十年了咧。

哥：這麼久喔？

兵：是啊，我想到的時陣，自己也是驚一跳，想說怎麼那

麼快？怎麼攏沒感覺？時間一下子就過去啊。我一直

想一直想，想要想看看自己是什麼時陣來作兵，那個

時陣我在想啥？我是幾歲？我是從哪來的？我就在那

想，在那想。

（頓）

　　我想完才發現，我攏不記得了，我，我，我不知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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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來耶，是熱天，還是很冷的時陣？我來作兵之

後，很多事情攏總不記得啊。我忘記以前的事情來作

兵，我相信地球人是壞人，我想要作出一點成績，想

要幫忙找到阿媽，我一面找阿媽，一面殺人。上面交

待只要好好的作，就可以過更好的生活。我在這已經

待十年了，我找阿媽嘛已經習慣了，我不是要抱怨，

我沒什麼好抱怨，我過得不錯。

（頓）

　　但是就是沒感覺了，我已經感覺沒差了，我已經準備

好了，我就是在這，在這軍隊裡面憨憨地作，憨憨

地殺人，憨憨地找阿媽就有夠了。人生這樣就好了。

我不必回去作難民，我在這也有兄弟，我有槍，我有

機器人。我還有軍隊一大群在我後面作靠山，和我作

伙，逗陣過生活，就好耶，就好耶！我的朋友死了，

睏我隔壁的少年仔也沒去了，我就一直在那想，攏是

地球人！攏是他們黑白殺人！幹！只有地球人會作這

種事情！只有地球人會這樣無情無義，就是地球人害

那麼多人變難民！但是我嘛想說，啊阿媽咧？阿媽那

麼偉大！阿媽那麼重要！阿媽為什麼不趕快出來讓阮

看看？阮這麼多人在那找，找到鬍鬚攏生出來剃掉又

生出來，阿媽為什麼不出來救那死去的人？死去的阿

兵哥？救阮朋友？救睏我隔壁那個少年仔？阿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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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麼攏會？幹！

（頓）

　　昨仔日，長官你去開會，我自己出來出任務，遇到一

個老兵，一個老耄仔。阮巡的地區同路，就作伙行。

阮注意電腦上面的地圖，注意有沒有地球人的兵，注

意阿媽咁會出現，就和平常時攏一樣。阮靜靜的走，

這附近的人攏已經走光光了，阮已經不知道巡多少遍

了，阮行過一樣的路不知道有幾百遍了，阮目珠閉起

來路攏可以背起來。阮就在那路上慢慢的行，小心注

意會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那個老耄仔不知是安怎，

就開始講話了。他就開始講他來作兵的故事，講他以

前也是難民，講他來五十年了，他也是在找阿媽，他

也是在殺地球人，他也是感覺過得不錯，他就開始

笑。笑得很美咧，就在那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感覺有一點不爽快，又驚有地球人會聽到，就叫他

不要笑了。沒想到，他笑的越大聲，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越笑越大聲。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感覺稍

微不爽快，叫他不要再笑了，他還是繼續笑，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就叫他不要笑！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不要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不要再笑了！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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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漸走近哥哥）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代誌。我醒了，

我躺在自己的眠床上面，不知道什麼時陣回去部隊

耶。沒人問我去哪，我只有感覺有稍微頭殼暈暈，就

吃幾粒藥，我看手錶仔是半冥三點，大家攏在睏。我

去便所，我看到地球好大粒好大粒，感覺好像比昨天

看到又更大了，我就在那看（勒住哥哥脖子，哥哥掙

扎），我就在那看天頂，地球，地球，地球，地球，

地球……（槍聲響起，士兵攤倒在地，眼睛還是睜開

的，哥哥喘著氣，難以呼吸，手上拿著槍，跌倒在

地，望見爸爸站在遠方。爸爸哼笑。）

哥：幹！（喘，爸爸哼笑）幹！笑什麼！笑啥小！

爸：要打吶？來啊，來啊。

哥：（喘）你以為我怕你喔！媽的……

爸：你以為找到阿媽能做什麼？

哥：不要你管！（咳）

爸：已經來不及了。

（媽媽，姑姑，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上。）

委：會撞上去？

媽：要趕快，趕快通知大家……

姑：要逃去哪裡？（看天上）地球那麼大！地球那麼大！

要逃去哪裡？

媽：越遠越好，離開這邊，越遠越好！趕快廣播！（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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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忙下，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用麥克風開始說

話。）

哥：（哮喘）只要找到阿媽的話，就算現在才找到……

爸：去找啊—去找—

哥：（咳）你不要得意！

（爸爸哼笑）

哥：你都只會顧自己！

爸：你以為軍隊在幹什麼？軍隊就是叫你不要顧自己，而

且，叫你也不要顧別人。你以為外面遠方那邊施工在

幹嘛？那都是炸藥，萬一你們找不到阿媽就叫你們去

撞地球，通通炸光光，沒有人會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就是不要顧自己。

哥：（哮喘）只要找到阿媽的話，地球人算什麼！

爸：打不過人家就拖一堆平民百姓一起去死，這算是哪一

國的軍隊？

委：各位香客，各位香客，各位臨時救難中心的工作人

員，我是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麥當勞，有一件

嚴重的事情要和大家宣布。

哥：（哮喘）你跟地球人都是一掛的！你們都是一掛的！

爸：開始呼吸困難了喔？空氣越來越稀薄了，你們太小看

地球了，你們還以為沒有地球你們真的能活下去喔？

水也是地球來的，空氣也是地球來的，你們……（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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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爸爸倒地。）

（燈暗。

燈亮，警報聲不斷迴蕩，舞台外傳來嘲雜的人聲和

車聲，還有巨大的腳步聲。姑姑上。）

姑：各小隊注意！各小隊注意！帶病人優先離開，病人優

先離開！（喝水發出窣—的巨大聲音）不要插隊！

不要插隊！病人優先離開！（下）

（媽媽慌忙上，好像在找人，又下。妹妹上，望著天

空。）

妹：地球掉下來了……（媽媽上。）

媽：終於找到你了！我們趕快，可以跟下一班車一起走。

（誦經聲開始響起）那邊怎麼了？（拖妹妹下）

委：大家心存正念，心存正念，一起祈禱！還沒有上車的

人請跟我們一起念經，一起祈禱！

（槍響，哥哥區燈亮。士兵依舊躺倒在地，爸爸也躺

倒在地。哥哥面對爸爸站著喘著大氣，手上拿著

槍，對屍體又開了兩槍。長沉默。哥哥慢慢走近爸

爸的屍體，蹲下搜爸爸的身，拿起一疊紙，慢慢翻

起來，雙手抖個不停。

姑姑上，講手機指揮。）

姑：跟你們說這邊還有十萬人走不掉哪！如果加上附近五

座難民營，還有以前舊市區沒有走掉的人，說不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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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萬哪！開什麼玩笑！啊？什麼？你們沒有辦法？

什麼沒有辦法！（下，媽媽帶妹妹上。）

媽：這邊。快！（妹妹停了下來）

　　怎麼了？

妹：我哥咧？

媽：是他告訴我的，他自己會有辦法逃走的，我們趕快

走。

妹：可是……

媽：趕快，來不及了！趕快！

妹：我想回去看看鍋子……

媽：不要理那些鍋子了！（拖妹妹下）

妹：我想回去……（委員上）

委：各位香客，要冷靜，要有秩序，大家都有機會，大家

都有機會，還有時間，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推擠會

受傷，請大家還沒有領到號碼牌的先排隊做好，我們

一起祈禱！一起替廣大苦難的難民祈禱！替打仗死去

的人祈禱！阿彌陀佛！（下）

哥：（吃力看著，沙啞地唸）時間是一個平凡的夏天傍

晚。（哥哥咳到無法站立，抬起頭，看到爸爸突然緩

緩起身，慢慢離開）

爸：爸啊下班回到學校宿舍，發現家裡暗暗的，都沒有開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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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姑講手機氣急敗壞走過）我們要有慈悲心，心中

有大愛，雖然知道我媽很傳統噢，重男輕女啦，但

是……

媽：（媽媽帶妹妹慌忙張望，跑過舞台）自己看到自己說

過的話出現在舞台上噢，感覺很奇怪。

妹：我每次只要想像奶奶一個人，孤單地躺在椅子上面，

然後靜靜睡著，就覺得很難過。

哥：（沙啞，咳嗽滾倒在地）么壽喔！阿彌陀佛！（奶奶

上，望著天空）

　　（看著奶奶）么壽喔！阿彌陀佛！

　　（看著奶奶）么壽喔！阿彌陀佛！

奶：（平靜地）么壽喔！阿彌陀佛！

哥：（笑，艱難地爬行）么壽喔！阿彌陀佛！

奶：（平靜地）么壽喔！阿彌陀佛！

哥：（沙啞）阿媽—阿媽—

奶：阿文啊，你哪在路裡遇到車安耐咻—過去給你驚

到噢，你就要給他嚷：么壽咧！安耐你才不會驚到

啊—

哥：（沙啞）么壽喔！阿彌陀佛！（哥哥望著奶奶，笑

了，一陣強烈的咳嗽，哥哥仰躺在地，張開嘴巴瞪大

眼睛停止不動，奶奶望向天空）

奶：（平靜地搖頭）么壽喔！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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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越來越亮，發出極度刺眼的光，當光線達到最

亮的時候，瞬間燈暗。）

— 劇 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