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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犧牲愛情

陳慕義

一齣三幕七場的通俗劇

出場人物介紹：

漏褲仔：四十歲，個性豁達，身體壯健，林仙桃的老公。

林仙桃：二十歲，大腹便便，個性較為拘謹，漏褲仔的老婆。

林高涼：二十五歲，愛喝酒，個性懶散，瑪莉的丈夫，林仙桃的哥哥。

瑪莉亞：二十歲，個性外剛內柔，林高涼的老婆。

小　林：二十歲，精采登山隊的領隊，精采科技公司的員工。

小　郭：二十二歲，書呆子型的個性，精采科技公司的員工。

小　陳：二十四歲，精采科技公司的老板。

大　陳：二十六歲，小陳的哥哥，精采科技公司的員工。

偷渡客：四十五歲，務農，打扮得很時髦，Sakura的男朋友。

Sakura：四十五歲，務農，野艷多姿，穿著大紅大紫，偷渡客的女朋友。

大眼睛：十八歲，美麗活潑，大嗓門。

阿　德：十八歲，年輕熱情。

高主任：四十歲，市儈味很重，活動中心的主任。

警察一：二十五歲，高帥。

警察二：二十五歲，健壯。

村民幾人

小孩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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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摩托車青年幾人

第一幕 第一場

△幕起。

△燈亮，春天的下午。

△這裡是台灣的中央山脈，山巒起伏，林木蒼鬱，氣勢非常雄偉。

舞台區是重山間一處已經開發的斜坡地。

左舞台有一間鐵皮、塑膠、樹木和水泥等雜項材料建構而成的房子，

簡單，舒適淨雅。門楣上貼有一略為剝落的「囍」字，緊鄰房舍的是

廚房浴廁。

右舞台則毫無道理地，散亂地堆積了一堆廢輪胎。

漸次向外綿延的高麗菜梯田，環繞著右舞台和後舞台。

後舞台群山高聳，與之相對的奇萊山脈則位於觀眾席遠處。

舞台前沿往下，大約在 Orchestra pit 處，則是往下探的陡峻山谷。

舞台中央有輪胎、木板、石塊混搭而成的桌椅，供人乘坐。

幾株山櫻花散置。

△漏褲仔在高麗菜田裡工作。

漏褲仔：高麗菜啊，高麗菜

晶瑩剔透的高麗菜

美麗的青山那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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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不了想和你談戀愛

在溪水裡面洗澡好爽快

我們不斷地一直生小孩

快樂的時光過去了

我不得已，要載你到山下去賣

我親愛的小孩沒有媽媽他們需要喝牛奶

△山谷下，即Orchestra pit處，登山青年迷路了，傳來求救呼喚的聲音。

登山青年：（自山谷）喂…！

漏褲仔：（向山谷）喂…！

登山青年：（自山谷）喂…！

漏褲仔：（向山谷）喂！

你們迷路了是不是？

登山青年：（自山谷）你是人哦？

漏褲仔：（向山谷）我是山豬啦！

△四個登山青年全副裝備自山谷爬出來，上。

小　林：請問奇萊山要怎麼走？

漏褲仔：奇萊山用走的走不到，要用精神和毅力努力爬。

（指觀眾席）你們往右邊走，看到地上有很大的水管，那是我們引水

灌溉的生命泉源。

水管沒有了就開始往上爬，爬一爬就到了。

等一下，如果看到死人的骨頭不要隨便撿，那是我祖先的骨頭，我的

祖先死掉了，他把骨頭交給我，叫我不要拿他的骨頭亂打人，不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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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頭會很痛。

△四個登山青年下。

△煤山雀架積架積地叫聲起。

漏褲仔：哎呀！煤山雀架積架積地叫，我的頭上面有大便，我要去洗澡了。

△漏褲仔寬衣解帶，去浴室沖洗。

△瑪莉亞和林仙桃上。

瑪莉亞：林仙桃，我的好姐妹。

妳看，奇萊山上的雪多漂亮哪！

太陽照下去，變成紅紅的剉冰，我們來吃一口吧。

林仙桃：瑪莉亞，我的好姐妹。

山上哪有什麼紅紅的剉冰，只有黑色的烏雲馬上就要籠罩整片山谷，

像我的心一樣的憂鬱。

瑪莉亞：黑夜的簾幕正好可以掩飾害羞的情慾。

林仙桃，妳這個正在享受新婚甜蜜的姑娘，放心的嘆息吧，妳的叫聲

不會比煤山雀更吵鬧的。

漏褲仔！老婆駕到！

△漏褲仔從浴室探頭出來講話。

漏褲仔：等一下，我在洗澡！

瑪莉亞：我還以為在下雨呢。

漏褲仔：我被小鳥大便在頭上。

瑪莉亞：你的高麗菜一棵只剩下一塊錢，怎麼還沒有拿去丟掉做肥料？

漏褲仔：我在洗澡很忙碌，妳不要一直跟我講話打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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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仙桃，我的美麗的新娘子，我燉了一鍋雞湯放在桌上給妳吃，妳健

康的腸胃消化消化，化成養分分享給我的兒子吃。

小小的樹苗一直長

長大之後變成偉大的大樹

長髮的姑娘真漂亮

妳爬樹爬很高

紅色的內褲會被偷看到

瑪莉亞：我的好姐妹，妳和漏褲仔的愛情真是令人羨慕。

我們來喝雞湯吧。

△瑪莉亞和林仙桃坐下來喝雞湯。

林仙桃：山上的天氣好可怕，沒有溫暖的黃昏，只有朦朦朧朧的下午。

漏褲仔一心只掛念著他的寶貝兒子，他如果不想要女兒我可以不要生

算了。

一個還未出生的女兒，已經開始讓她對男人的愚蠢和自私起了最大的

反感。

瑪莉亞：妳沒跟他說，妳懷孕的是一個美麗的女兒嗎？

林仙桃：漏褲仔對我們母女沒興趣，他喜歡母牛和母豬。

瑪莉亞：林仙桃，我的好姐妹，讓我送妳一條皮帶吧！

蛇皮的紋路將漏褲仔的褲帶綁緊

男人希望女人脫褲子他自己要先脫哪

如果他還有羞恥的心

（比了一個以皮帶勒住脖子的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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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最誠懇的選擇

愛情怎麼可以隨便犧牲

要死叫他自己去死

林仙桃：皮帶不是繫在肚子上，反而是繫在脖子上，這樣不是更糟糕嗎？

生完小孩之後我就要回都市了，我要再給我的青春一次機會。

我在高樓大廈間穿越自如

我在高山大樹間很容易迷路

霓虹燈彩是青春的特效藥

火毒的太陽曬一曬

我馬上就暈倒

瑪莉亞：既然妳已經有了這麼堅強的決心，我也不再說話了。

我的青春一樣被妳的哥哥泡在酒瓶裡面當作補藥。

林仙桃：這樣有什麼不好？

瑪莉亞：很不好！

因為他只喝到酒，沒有品嚐到青春的味道。

林仙桃：瑪莉亞，我親愛的大嫂，我的哥哥是個酒鬼啊！妳必須懲罰他。

瑪莉亞：妳哥哥清醒的時候我剛好喝醉酒，我比較倒霉，我就嫁給他了。

林仙桃：我的老公喝醉酒，把人家偷拿了一個輪胎回來，躲在我的房間裡面睡

覺，我才懷孕了，不得不嫁給他。

唉，女人如果看到男人有危險不去救他，我們會多活一百歲呢！

瑪莉亞：唉，女人喝酒全部是因為怕男人太孤單寂寞，靈魂到處漂泊啊！

短命的男人，我們為了避免傷心，只好喝酒麻醉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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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褲仔自浴室出來。

漏褲仔：妳們在交換生小孩的秘密嗎？

我的美麗的新娘子，我剛才洗澡的時候自我觀察了很久，和我的祖先

溝通，大家都很愛我們的女兒，要叫她的名字水蜜桃，祝我們大豐

收。

林仙桃：你不要生男孩子了？

漏褲仔：水蜜桃的媽媽是林仙桃。

漏褲仔的兒子是誰，誰知道。

生下來如果是兒子我就要把他訓練當流氓，不然長大以後跟我一樣沒

出息，他的媽媽會傷心。

但是水蜜桃生下來以後不一樣，我要在那裡（指高麗菜田）開始種水

蜜桃，像她媽媽的屁股那麼的紅潤和豐富。

瑪莉亞：我要回去找我的老公了，上次他喝醉酒，掉到溪裡面，這次喝醉酒不

知道會掉到哪裡去。

漏褲仔：喝醉酒跌倒我最有經驗，我去找。

林仙桃的女兒是水蜜桃。

林仙桃的哥哥是林高涼。

林高涼現在是水蜜桃的舅舅。

將來水蜜桃結婚的時候舅舅要坐在最主要的位置，我去溪裡面把他撈

起來。

瑪莉亞，妳是水蜜桃的舅媽，妳陪妳的小姑，提防野狼和山豬，露出

奸詐的牙齒，口水一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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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褲仔耳朵貼在林仙桃的腹部聽聲音。

漏褲仔：親愛的女兒，請妳暫時先在媽媽肚子裡面睡覺。

等妳生出來了爸爸帶妳去爬山。

等妳長大了爸爸幫妳介紹男朋友，展開美麗的人生。

雖然爸爸捨不得離開妳，但是爸爸現在要去找妳的舅舅，為他自己的

人生負責，為他的老婆負責。

△漏褲仔下。

△四個登山青年上。

小　林：沿著水管一直走，又走回來原來的地方，奇萊山奇怪的山，看得到走

不到。

（向瑪莉亞和林仙桃）請問對面奇萊山要怎麼走？

瑪莉亞：用走的走不到，要用精神和毅力努力爬。

小　林：我們的精神和毅力全部浪費在找水管了，繞來繞去，肚子餓了。

瑪莉亞：我們還有雞湯請你們喝。

小　林：我們是精采科技公司的登山隊，我是領隊，我叫小林。

小　陳：我是精采科技公司的老板，我叫小陳。

小　郭：我是精采科技公司的職員，我叫小郭。

大　陳：我是小陳的哥哥我叫大陳。

林仙桃：精采科技公司不是很有錢嗎？你們怎麼都這麼年輕？

小　陳：我們市值一百億。

瑪莉亞、林仙桃：（同時）一百億！

林仙桃：高麗菜才一塊錢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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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亞：你們要來買土地嗎？

小　陳：我們工作太累了就會來爬山。

山，使我們了解自己的渺小。

瑪莉亞：一百億還渺小，你們要賺一千億嗎？

小　陳：我們要爬完台灣所有的山。

瑪莉亞：這是個偉大的志願，恭喜你們啊！

小　陳：請問方不方便我們跟妳們借廁所？

小　郭：請問今天晚上可不可以暫時借妳們這裡搭帳棚？

瑪莉亞、林仙桃：（同時）可以！

瑪莉亞：沒有什麼不方便的。

林仙桃：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瑪莉亞：看到年輕的帥哥自動產生了戀愛的感覺，沒有什麼不方便的。

林仙桃：看到這麼多錢要在我們家搭帳棚睡覺，絕對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煤山雀叫聲，起。

小　郭：你們看，老鷹！

大　陳：那是斑鳩。

小　林：那是烏鴉。

小　陳：那是大鵬鳥。

瑪莉亞：那是煤山雀。

煤山雀平常在比較低的地方飛，山上下雪了就越飛越高。

煤山雀的頭是黑色的，脖子後面是白色的。

煤山雀身材雖然很嬌小，可見叫聲很大，你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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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戀愛的時候叫起來很多變化。

（與煤山雀呼應，學煤山雀叫）

△四個登山青年望向聲音來處。

△燈暗。

第一幕 第二場

△燈亮，隔天清晨，天色晦暗不明。

△舞台上的空地撐起了兩頂色彩艷麗的帳棚。

△瑪莉亞和林仙桃在屋內睡覺。

△舞台左右兩邊傳出此起彼落的雞叫聲，咕咕咕。

△漏褲仔和林高涼各自從舞台兩側上，原來是他們在學雞的叫聲，看到

彼此嚇了一跳。

△林高涼宿醉，走起路來搖搖晃晃。

漏褲仔：原來是大舅子大駕光臨！

林高涼：（學雞叫）咕！咕！咕！

漏褲仔：我剛才還以為是真的雞吶！

林高涼：我再學鴨子，叫給你聽，嘎！嘎！嘎！

漏褲仔：噓！小聲點，瑪莉亞和我老婆在睡覺。

林高涼：妹婿啊，我叫你妹婿正確哦？

你一直叫我小聲一點，可是你知道我有多辛苦嗎？

我為了要尋找我的阿娜答，我從昨天晚上就一直走，走到兩隻腳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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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軟的甜不辣。

男人的雄心壯志變成軟軟的甜不辣，真是一種恥辱啊。

△瑪莉亞和林仙桃起床，走出屋子。

瑪莉亞：林高涼，你的車子呢？

林高涼：請妳不要再提起傷心的事。

瑪莉亞：車子有什麼好傷心的？

林高涼：車子自己跑掉了，不過我的妹婿會幫我找回來。

我的阿娜答，我為了要找妳，從昨天晚上一直走，走到兩隻腳變成軟

軟的甜不辣，妳應該替我馬殺雞才對。

瑪莉亞：哦？昨天晚上沒有大陸妹替你馬殺雞嗎？

林高涼：我林高涼是個痴心漢呢！

為了妳，我把那個漂亮的大陸妹拒絕掉了。

我們進去那個彩色的帳篷裡，我把我奇怪的遭遇告訴妳，妳一定會體

諒我的。

△瑪莉亞和林高涼進入其中一頂帳篷，拉上拉鍊，帳篷內的動靜看不到

了。

△小郭從另一頂帳篷出來，登山隊只剩下小郭一個人。

小　郭：我早上醒過來才發現我有高山症。

我負責在這裡留守，等我的同伴攻頂完成，明天就回來了。

漏褲仔：這裡才兩千多公尺，你什麼高山症？

小　郭：我也不知道，高山症就自動找到我了。

漏褲仔：沒事你去晨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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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裡跑過去，再從那裡跑回來。

小　郭：一直跑？

漏褲仔：你不是有高山症嗎？跑跑看。

△小郭往舞台一側跑去，下。小郭等一下將再自另一側上，週而復始幾

趟。

△漏褲仔拍拍帳篷，啪一聲，一串鑰匙自內拋出來。

漏褲仔：鑰匙是開啟秘密的鎖匙，出了車禍的秘密變得一點都沒有價值。

躲在帳篷裡面一樣變得透明沒有秘密。

△偷渡客和Sakura成一對，阿德和大眼睛成一對，雙雙對對上。

偷渡客：Good morning！

漏褲仔，聽說你們不種高麗菜要改種水蜜桃了。

漏褲仔：偷渡客，你的消息真靈通，我不種高麗菜要改種水蜜桃了。

不過現在我要開車載我的美麗的新娘子去台14甲線兜風了。

林仙桃：你還是送我去醫院吧，昨天晚上睡覺，我夢到我生了一對雙胞胎。

漏褲仔：雙胞胎？

偷渡客、Sakura、阿德、大眼睛：（同時）雙胞胎？

漏褲仔：像腳踏車一樣，一共有兩個輪子？

△漏褲仔和林仙桃下。

偷渡客：林高涼、瑪莉亞，你們兩個人心心相印的影子印在帳篷上面被我認出

來了。

瑪莉亞：（在帳篷裡）不要吵！隔壁那個帳篷沒有人你們進去吧！

偷渡客：不說還不知道，這是最新式的帳篷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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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ura小姐，我們一起進去參觀吧？

Sakura：可惜現在只有兩頂帳篷，大眼睛還有阿德，那就先對不起了。

大眼睛：沒關係，你們忙，我可以和阿德在這裡唱歌。

△偷渡客掀開另一頂帳篷查看，比了一個請的手勢，和Sakura進入，拉

上拉鍊。

大眼睛、阿德：（合唱）剩下最後一首歌

剩下最後一首歌了

親愛的

我聽到大江東去不回頭

白雲自在悠悠

青山自在悠悠

愛我不求

愛我永久

剩下最後一首歌

剩下最後一首歌了

妳看大江東去不回頭

白雲自在悠悠

青山自在悠悠

我會記得妳溫柔

愛妳不求

愛妳永久

△大眼睛和阿德唱歌的途中，小郭自另一側舞台慢跑上，不解所以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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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看舞台上的動靜，又從反向慢跑下。

△大眼睛和阿德唱完，兩頂帳篷皆靜悄悄無有聲息。

阿　德：現在怎樣？

大眼睛：我們再唱一首吧。

阿　德：我們走吧。

剛才那首歌有點太憂愁，歌是誰作的？

大眼睛：我們再來唱一首快樂的歌。

△小郭氣喘噓噓又繞了一圈回來，上。他想掀開其中一頂帳篷入內休

息。

阿　德：有人。

△小郭試另外一頂。

阿　德：那個也有人。

小　郭：請問你們是誰？

阿　德：我叫阿德，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大眼睛：我叫大眼睛，我家住在活動中心的附近。

小　郭：我叫小郭，我有高山症。

△語畢，小郭突然暈倒在地，大眼睛蹲下去看護他。

△警車鳴笛聲起。

△漏褲仔拎了一個輪胎，上。

漏褲仔：整輛車都滾到山下去了！

△瑪莉亞、林高涼、偷渡客和Sakura從帳篷內衝出來。

漏褲仔：整輛車都滾到山下去了，我來不及，只抓到一個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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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高涼，你車是怎麼停的？一邊卡在水溝裡面，一邊斜斜地滑在斜坡

上面，表演特技嗎？

林高涼：我明明記得是一邊在斜坡，一邊在水溝裡面才對啊？

怎麼會一邊在水溝裡面，一邊在斜坡？

瑪莉亞：老公，那你有沒有受傷？

偷渡客：林高涼有沒有受傷妳剛才檢查那麼久都沒有檢查出來哦？

漏褲仔：偷渡客、Sakura，原來你們也喜歡這種彩色的帳篷啊？

偷渡客：可是畫面出來還是黑白的。

Sakura：黑白的，害我嚇一跳。

偷渡客：我也很緊張。

林高涼：妹婿啊妹婿，雖然你的年紀比我大，但是我叫你妹婿正確哦？

我車上還有一瓶天池的好酒呢？ 

漏褲仔：警察看到你的車停那樣，搬也搬不動，提早下班了。

他們問我要不要喝酒，我說我的老婆要生小孩。

我說我不會開警車，他們說沒關係，自動排檔的車都一樣，只是警車

會嗚噫嗚噫，比較吵。

警察說車上沒事幹放一瓶酒很危險，很容易被偷喝掉。

他們曾經抓到一個偷喝酒的小偷，可是沒辦法，酒瓶空空的沒證據。

他們發現你的酒之後很緊張，馬上打開來檢查，發現果然是一瓶好

酒。

林高涼：天池之水天上來

此酒凡間無處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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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透明無雜質

仙女婆娑

好酒不多

我與我的妹婿暢飲樂開懷啊

漏褲仔：心領了，趁你的酒還在車上，大家跟我去救車吧，同心協力把車子從

山谷裡面拉上來！

△漏褲仔將輪胎丟到右舞台廢輪胎區。

△漏褲仔、瑪莉亞、林高涼、偷渡客、Sakura、阿德下，剩下大眼睛和

小郭。

△警車鳴笛聲揚長而去。

△大家都離開了，大眼睛開始拖著小郭往帳篷裡去，才拉進去一半稍

停，大眼睛吃力地從帳篷裡鑽出來。

大眼睛：呼！我剛才好像聽到有人在偷笑。

年輕的女孩拉著一個男子的雙腿顯得很輕佻。

我的雙手那麼地無力

我的心情那麼地焦急

山風不再吹襲，樹枝停止搖曳

我必須趕快對他進行CPR人工呼吸

△大眼睛再次進入帳篷裡將小郭拉了進去。

小　郭：（在帳篷裡）喂！大眼睛！我的——我的那個啦！

大眼睛：（在帳篷裡）你哪個？

小　郭：（在帳篷裡）我的褲子快要脫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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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睛：（在帳篷裡）好啦，你褲子趕快穿好啦！

△大眼睛和小郭走出帳篷，小郭邊走邊穿褲子。

小　郭：我的褲子為什麼會拉下來？

大眼睛：我要把你拉進去，不是拉下來。

小郭先生，拜託你頭抬起來看看天上，太陽等一下就出來了，把你烤

焦了。

基本常識，距離海平面每升高一百公尺氣溫會降零點六度，可是越升

越高就離太陽越來越近，氣溫下降沒有用，太陽會刺激你的黑色激

素。

小　郭：哇！妳唸什麼學校的？

大眼睛：你才唸什麼學校的？

小　郭：我已經在上班工作了。

大眼睛：喝，你們就是傳說中的那個科技公司，你們有一百億是真的嗎？

小　郭：這個地方消息傳得這麼快啊？

大眼睛：我爸爸是牧師。

小　郭：那，那個偷渡客是誰？

大眼睛：那個是台客，他跟Sakura是一對，他們是道道地地的本地客，偷渡客

是形容他的衣服穿著。

所以Sakura花枝招展，才叫做Sakura。

小　郭：那，那個阿德呢？

大眼睛：阿德怎麼樣？

小　郭：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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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那個阿德會不會很兇？

大眼睛：他是我們山上最會打獵的人。

小　郭：打獵哦？

大眼睛：殺來吃。

小　郭：（指觀眾席最遠處）奇萊山，妳爬過嗎？

大眼睛：能高山、天長山、奇萊主峰、南蜂、北蜂、統統爬過。

小　郭：看不出來妳的腿還蠻細的。

大眼睛：（指觀眾席最遠處）你看，那些人說不定是你的朋友哦！

（喊）喂——

小　郭：（喊）喂——

小林！小陳！大陳——

△隱約間，似乎聽到對面山上小林、小陳、大陳回傳喂的回音。

小　郭：真的是他們耶！

（指觀眾席）咦，山下那裡一粒一粒黑黑的，很像珍珠奶茶那是什

麼？

大眼睛：那不是珍珠奶茶啦！

（喊）喂——

小　郭：妳的肺活量好大哦。

（喊）喂——

他們好像不見了。

△兩名警察手握酒瓶，喝得醉醺醺，勾肩搭背，唱著歌，上。

警　察：（合唱）警察工作太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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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就在大馬路

一輛車子掉落美麗的山谷

三千公尺  三千公尺

車子掉落到山谷

人民的保姆

What to do  what to do

警察的眼睛看清楚

這瓶燒酒是贓物

人贓俱獲  證據充足

三杯下肚  三杯下肚

警察的工作真幸福

△歌唱一半，一名警察灌小郭酒。

警　察：有高山症的朋友喝這個就對了。

△小郭飲酒，被警察拉去一起唱。

△歌聲中，燈漸暗

△幕落

第二幕 第一場

△前場的警察和小郭在這一幕幕起前繼續演唱前場的歌曲。

△幕起。

△燈亮，隔天的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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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廣場已燃起了幾堆的營火和烤肉架。

高山在遠處，虛無瞟渺。

舞台區是一個空曠區域，沒有明顯的標的建築以為範圍。

大致上的活動焦點是一高起的司令台，彩帶汽球，色彩繽紛。

台上有一座超乎平常，龐大的酒櫃，貼著第一特獎的紅紙條，另外散

置其他獎品、獎盃。

一紅布條高懸，上書：天池住民飲水思源聯歡晚會。

舞台一處設備有盪鞦韆、翹翹板、搖搖車等兒童玩具。

村民散坐各處，唱歌，喝酒，吃烤肉，聊天，走來走去，隨便亂跑或

跳舞。有人抱小孩，有人拿著已抽得的獎品，電話機、旅行箱、時

鐘…。有人裹著棉被，有人配合台上的卡拉OK 彈吉他，敲木頭，擊

鈴鼓。

地上狼藉不堪，酒瓶、拖鞋、禮物、包裝紙盒、塑膠管…，什麼亂

七八糟的東西都有。

△晚會已經喧鬧地進行到尾聲了。

△警察和小郭歌曲結束。

△掌聲。

司　儀：（講麥克風）下一首「真心換絕情」。

△Sakura上台，拉住準備要下台的小郭一起唱。

△偷渡客上來搶小郭的麥克風。

Sakura：（講麥克風）你有風度一點好不好？

偷渡客：（講麥克風）這首歌明明是我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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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ura：（講麥克風）你不唱當然別人唱了。

偷渡客：（講麥克風）我去上廁所啊。

Sakura：（講麥克風）你上廁所有沒有洗手？

△台下觀眾有人鼓譟。

台下一：喂！吵架不要用麥克風吵啦！

台下二：警察！有偷渡客！

台下三：Sakura，妳今天穿紅色的很漂亮哦！

台下四：給那個一百億的唱啦！

齊　聲：一百億！一百億！一百億！

△Sakura丟下麥克風跑下台，偷渡客追，繞著場子跑，一下子跑出舞台

區，一下子又穿越回來。

△小郭抓著麥克風唱也不是，不唱也不是。

△高主任接下小郭的麥克風，小郭走下司令台。

高主任：（講麥克風）各位親愛的同胞大家好！我是高主任！

謝謝，謝謝各位同胞，今天本人非常感到無比的興奮和光榮，尤其看

到各位同胞精采的演出以及最令人感動團結一致的氣氛，今天晚上我

們天池的人在這裡飲酒作樂，同時也飲水思源飲。

現在主辦單位要我為各位同胞抽出第一特獎酒櫃一座，希望每個人都

是第一特獎酒櫃一座的得主。

△高主任自抽獎箱抽出一個號碼牌，正要唱票時林高涼抱著一個輪胎上

台，踩到麥克風線，造成聲音回溯，以致聽不到高主任的聲音。

△聲音回溯，也導致一個嬰兒哭聲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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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高涼：（講麥克風）大會報告！大會報告！

瑪莉亞小姐，有請妳外找到服務台來會面一次。

瑪莉亞小姐，有請妳外找趕快到服務台來會面一次。

高主任：（講麥克風，唱票）——

△一個小孩騎腳踏車停在司令台前，把手中的彩票遞給高主任。

△一旁的服務小姐拿了一個飛盤給小孩。

△小孩和他的同伴開始丟飛盤，飛盤在舞台上飛來飛去。

△一隻狗在吃烤肉架上的肉，被人驅趕走。

△Sakura和偷渡客的追逐已然變成一條長龍，尾隨多人一起跳兔子舞，

他們必須跳過喝醉酒躺在地上睡著的人。

△Sakura和偷渡客又拖著長龍下。

△混亂中，傳來林高涼感性的歌聲「瑪莉亞」。

高主任：（講麥克風）各位親愛的同胞…。

算了，我講不下去了。

△高主任走下司令台。

林高涼：（唱）瑪莉亞 瑪莉亞

瑪莉亞 瑪莉亞

瑪莉亞 瑪莉亞

風雲變色 火山暴發

瑪莉亞 瑪莉亞

瑪莉亞 瑪莉亞

瑪莉亞 瑪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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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鶩地，摩托車聲大作，幾個年輕人騎摩托車呼嘯而上，隨著「瑪莉

亞」跳了一段舞。

△鞭炮，煙火齊放。

△曲畢，舞畢。

△燈暗。

第二幕 第二場

△燈亮。

△滿天星斗覆在整個舞台上方，閃閃晶亮，十分感動。

△夜蟲鳴。

△一對男女小孩吹著肥皂泡泡，飛散，佈滿了舞台，他們下。

△幾個工作人員將最後的垃圾清除完畢，下。

△活動中心恢復靜寂乾淨，惟巨無霸酒櫃仍留在原地。

△突然，酒櫃動了一動，又靜止。

△不久，整座酒櫃移動了起來，原來是林高涼使出驚人的蠻力，表演舉

重般將整座酒櫃扛起。

△兩名警察上。

警察一：哈！林高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

警察二：預謀酗酒！

林高涼：兩位長官，我已經痛改前非，戒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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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一：那你現在搬的這個是什麼？

林高涼：書架。

警察二：你再說一次這個是什麼？

林高涼：書架。

警察二：書架裡面要放什麼？

林高涼：放書。

警察二：書架放書，那酒要放在什麼地方？

林高涼：放在酒櫃裡啊！

警察一：哈！林高涼，你對酒念念不忘，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酒，應該放在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把嫌犯帶走！

△瑪莉亞上。

林高涼：我的老婆來救我了。

俗話說得好，一個醜醜的某，勝過三個天公祖。

瑪莉亞：老公！

林高涼：老婆！

瑪莉亞！

瑪莉亞：林高涼！

你坐牢的時候要記得想我啊！

林高涼：我坐牢？

妳不是要來救我嗎？

瑪莉亞：我是來送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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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不出小孩，大眼睛的爸爸要我們多禱告，林仙桃的醫生說要戒

酒才有效。

忍耐吧，今天晚上的月亮很快將會變成明天的太陽。

林高涼：月亮在哪裡？

月亮啊月亮我求求你！

趕快消失死去吧！

瑪莉亞：明天見！

林高涼：明天見！

瑪莉亞：明天再見！

林高涼：明天再見！

△兩個警察押林高涼下。

△瑪莉亞雖然依依不捨，也跟下。

△天空劃過一顆流星。

△林仙桃上。

林仙桃：（唱）愛傷心 情傷情

月光下 孤單的人影

我曾坐過飛翔的彩雲

夢土 仙境

愛傷心 情傷情

星空下 零亂的腳印

前面的路途我看不清

明明滅滅 滅滅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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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了一半，林仙桃突然有所感觸，坐上鞦韆不再唱了。

林仙桃：唉！我大概是全世界第一個大肚子唱這首歌的人。

懷孕的人對愛情的要求竟然這麼奢侈，就像天天在期待地震的高山，

期待繼續隆起，變成世界最高的山。

毫無意義的夢想。

我的心很徬徨，漏褲仔四十歲才第一次當爸爸，我二十歲就已經快要

當媽媽。面對生命如此的矛盾，如此的諷刺，如此的殘忍，如此的荒

唐，愛情更顯得一點都沒有希望。

就算愛情還在苟延殘喘，面對漏褲仔他那個模樣——你自己說，你會

不會想把自己無辜的生命乾脆做一個了斷？

自己一個人坐在家裡，拿一把菜刀，將羅曼蒂克碎屍萬段！

我在這裡正式宣佈愛情已經死亡。

△漏褲仔提著一個輪胎，上。

漏褲仔：我的美麗的新娘子，妳看，全新的輪胎！

林仙桃：我不太懂，你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輪胎可以撿？

漏褲仔：台14甲線太危險了，風景那麼美麗，車子很容易情不自禁掉下去了。

林仙桃：那你撿那麼多的輪胎要做什麼？

漏褲仔：不知道。

不過我將慢慢發揮我的智慧，幫我們的輪胎想到一個生命最後的歸

宿。

林仙桃：（向旁）輪胎，然後是高麗菜。

漏褲仔：我的美麗的新娘子，我有沒有跟妳說過我們家不再種高麗菜要改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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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桃了。

林仙桃：沒有。我以為水蜜桃是我們女兒的名字。

漏褲仔：我決定要讓水蜜桃當一個最幸福的女孩子！

啊！我來不是要跟你說這個，我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訴妳。

林仙桃：（向旁）材米油鹽醬醋茶你都講過一次了，還有什麼更重要的消息？

漏褲仔：妳哥哥林高涼被抓去關了！

林仙桃：我知道。

（向旁）我哥哥被抓去關還是一樣是屬於材米油鹽醬醋茶的事。

漏褲仔：以前都關一個小時，這次要關一天哪！

林仙桃：他以前只喝一瓶酒，這次他是整座酒櫃搬著走哪！

漏褲仔：不是，我一點都不管林高涼會被關多久，是今天晚上瑪莉亞會寂寞難

耐，跑來我們家睡啊！

林仙桃：她可以睡外面的帳篷。

漏褲仔：偷渡客和Sakura已經睡走了。

林仙桃：還有一頂。

漏褲仔：高主任今天挫折感很深，他在另外一頂，說要反省。

林仙桃：那，那個一百億的呢？

漏褲仔：瑪莉亞請他先到我們房間裡面睡。

林仙桃：那瑪莉亞呢？

漏褲仔：她在陪那個一百億的。

林仙桃：陪他睡？

漏褲仔：陪他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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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啊，我的美麗的新娘子，我本來想和妳羅曼蒂克一下的，現在只

能和妳在這個活動中心的廣場講話了，羅曼蒂克消失了。

△剛才那對男女小孩再度吹著肥皂泡泡，上。

△這麼多泡泡，林仙桃不禁手舞足蹈。

△漏褲仔不動聲色地走到司令台，拿起麥克風疾呼。

漏褲仔：（講麥克風）漏褲仔在司令台報告！

有誰家的小還這麼晚還沒睡，現在在活動中心吹肥皂泡泡，請趕快來

領！

△小孩逃走了，下。

漏褲仔：（講麥克風）牧師！牧師！你們的小孩子往教會那裡逃走了！

林仙桃：漏褲仔，生下小孩我就要回都市了。

漏褲仔：妳是不喜歡我還是不喜歡住山上？

林仙桃：我分辨不出來。

漏褲仔：林仙桃，我的美麗的新娘子。

山我沒辦法移動，但是我可以為妳編織美麗的夢。

林仙桃：謝謝你善良的心地。

漏褲仔：我們一起把歌唱完吧。

林仙桃：（唱）愛傷心 情傷情

月光下 孤單的人影

我曾坐過飛翔的彩雲

夢土 仙境

愛傷心 情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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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下 零亂的腳印

前面的路途我看不清

明明滅滅 滅滅明明

漏褲仔、林仙桃：（合唱）

愛最傷心 情最傷情

請你放下

假如你是真心

請牽著我的手 輕輕

輕輕牽著我的手 輕輕

△燈暗。

△幕落。

第三幕 第一場

△幕起。

△燈亮，隔天的上午。

△原來第一幕整個區域以漏褲仔家房舍浴廁為軸心，逆時針方向往右轉

90度，成為：

左舞台為種高麗菜的山坡，往下靠近觀眾席是漏褲仔家房舍浴廁的側

面，浴廁沒有牆壁隔間，內容一覽無餘。

輪胎堆則在左舞台最上面。

右舞台出口是山谷，奇萊山則位於出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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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菜田延伸到後舞台，後舞台遠處可以看到教會的鐘樓。

Orchestra pit處有一條看不到的小溪，流水聲潺潺。

△燈亮時，漏褲仔剛上完廁所，按了沖水馬桶。

△沖水馬桶聲嘩啦啦，漸漸消失時，鴨子嘎嘎嘎的聲音雜沓而至。

△漏褲仔褲子穿了一半看到阿德趕著一群鴨子，順著Orchestra pit處的小

溪，經過廁所，登上舞台。

阿　德：（趕鴨子）嘖嘖嘖！不要吃大便！

漏褲仔：阿德先生，你趕這群鴨子要去哪裡？

阿　德：先暫時寄放在你這裡啊！

△阿德將鴨子趕進屋子裡，正在睡覺的林仙桃被吵醒。

△這個同時，瑪莉亞、偷渡客、Sakura、大眼睛、高主任以及第二幕第

一場活動中心的村民多人，背負登山裝備，浩浩蕩蕩地自左舞台上。

△混亂中一直聽到高主任拿著手上麥克風不斷喊叫。

高主任：（講麥克風）排隊！排隊！大家要排隊！

漏褲仔，你也趕快來排隊！

△漏褲仔和阿德加入隊伍。

△眾人面向後舞台，背向觀眾。

高主任：（講麥克風）各位勇敢的同胞！大家早！

偷渡客：Good morning！

高主任：（講麥克風）我是高主任，今天…。

那個林仙桃，妳要負責叫鴨子不要叫，這樣太吵了。

大眼睛：那是阿德他們家的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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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主任：（講麥克風）算了。

各位勇敢的同胞！

△突然大家都轉向，面對觀眾席。

高主任：（講麥克風）喂！高主任我在這裡啊！

偷渡客：大家看到高麗菜非常火大，一顆才一塊錢！

△高主任過來面向眾人，背向觀眾。

高主任：（講麥克風）好啦！先不要管高麗菜，我先問大家有沒有人要先上廁

所的？

△眾人轉頭看面對觀眾毫無遮蔽的廁所，大搖其頭。

高主任：（講麥克風）沒有人？

好！我先警告大家哦，我們的山是我們的寶，不要像以前一樣看到樹

就隨地大小便，知道嗎？

△偷渡客舉手，他走去上廁所。

△眾人側目。

高主任：（講麥克風）偷渡客上廁所有什麼好看的！

各位勇敢的同胞，我們今天…。

△舞台外一陣急促的警笛聲傳來。

△林高涼上。

△眾人鼓掌。

林高涼：我的阿娜答，我回來了！

△瑪莉亞趨前去聞聞看林高涼有無喝酒，忽地一巴掌打在林高涼臉上。

瑪莉亞：林高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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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犧牲一個晚上沒有得到你的愛，你還繼續在喝酒！

林高涼：不是酒，是乙醚。

瑪莉亞：乙醚？乙醚是什麼？

林高涼：病人掉到山谷下面，腿斷掉，太痛苦了，喝酒還是會痛，所以要用很

強的乙醚給他麻醉。

△語畢，兩名警察用擔架抬著腳裹石膏的小郭，上。

高主任：（講麥克風）警察和這個受傷的病人你們來幹什麼？

算了，各位勇敢的同胞…。

△摩托車呼嘯而至，第二幕第一場的年輕人騎著摩托車，載活動中心出

現過的小朋友們，上。

高主任：（講麥克風）算了，算了，我不講了。

△高主任準備將麥克風交棒，但是沒有人接下。

△忽然人群中有人喊高主任加油，眾人於是鼓掌跟著喊。

眾　人：高主任加油！高主任加油！

高主任：（講麥克風）謝謝，謝謝大家！

那我就繼續講好了，我要講的主要是我感到住在天池的部落是我一生

最大的安慰和光榮！

我們今天大家全副武裝要深入山裡面去營救其他的同胞，我覺得我們

應該先唱一首歌來鼓舞士氣，所以，各位勇敢的同胞…。

△高主任講完，心虛地左顧右盼，看看是否又會有什麼突發狀況。

高主任：（講麥克風）所以，各位勇敢的同胞…。

△一片靜寂中，似乎聽聞觀眾席遠處有人在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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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睛：（向觀眾席遠處，喊）喂！

△眾人望向觀眾席遠處，耐心等待回音。

△大眼睛再往左，往右試。

大眼睛：喂！

眾　人：（跟著大眼睛往左，往右，喊）喂！

大眼睛：沒有回應。

（指右舞台出口）那邊是奇萊主峰。

（指觀眾席遠處）那邊是奇萊南峰，他們原來是在奇萊南峰。

啊！我好像看到他們了！喂——

眾　人：（合唱）喂——喂——喂——

我向高山大聲喊

喂——喂——喂——

（女聲）呼喊我的情郎

喂——喂——喂——

（男聲）呼喊我的姑娘

喂——喂——喂——

（女聲）太陽把他烤得像黑炭

那是猴子、山豬還是大野狼

（男聲）她的頭髮像樹一樣長

老鷹、斑鳩、還是長尾山娘

（合唱）梅花鹿、蝴蝶還是小綿羊

百步蛇、溪蝦還是黑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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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喂——喂——

我向高山大聲喊

喂——喂——喂——

Sakura：這首歌誰寫的，難聽死了。

我們每次要去山上救人就唱這首歌，心情變得很難過。

然後那個山豬、百步蛇什麼的，統統跑出來了。

高主任：（講麥克風）這個歌的問題以後再慢慢來改進，現在要分配任務。

各位勇敢的同胞…。

△噹！噹！噹！教堂的鐘聲響起。

高主任：（講麥克風）噹什麼噹？不要吵！

大眼睛：高主任，噹什麼噹是我爸爸在提醒大家要趕快出發了，等一下就要起

霧了，到時候大霧籠罩，大家就伸手不見五指了。

高主任：（講麥克風）那我們現在開始分配任務…。

△啪答！啪答！直昇機螺旋槳的聲音從上空飛過，由遠而近。

高主任：（講麥克風，指揮直昇機）那個直昇機，飛過去一點！飛過去一點！

△直昇機螺旋槳的聲音由近而遠。

△眾人收齊裝備，很有秩序地分成幾路，下。

△偷渡客攙扶著林仙桃自屋子匆匆走出來。

偷渡客：水蜜桃要生了！水蜜桃要生了！

不對！是林仙桃要生了！林仙桃要生水蜜桃了！

高主任：（講麥克風）直昇機！飛過來！飛過來！要生小孩了！

△直昇機螺旋槳聲越來越大，整座劇場都啪答！啪答！彷彿直昇機就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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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降落。

△螺旋槳捲起的風掃過舞台，飛沙揚起。

△燈暗

第三幕 第二場

△燈亮，白天，一個月後。

△景同前場，惟高麗菜田泥土已翻新，不復見高麗菜了。

△林仙桃抱著小嬰兒在屋子裡，解開胸前衣服準備哺乳。

△舞台上就只有林仙桃和小嬰兒，安靜了一陣子。

△不久，一聲聲的恭喜聲傳來，村民扶老攜幼，騎摩托車的青年攜著大

包小包的禮物，上。

△他們陸續地將禮物放置屋子裡，看看小嬰兒，下。

△漏褲仔荷著鋤頭上，到高麗菜田工作。

漏褲仔：（唱）有一個賣花小女孩

站在街頭獨徘徊

她的爸爸走過來

風度翩翩好風采

英雄威武好氣蓋

請問妳的花兒怎麼賣

一朵花兒一個愛

△接著，偷渡客、Sakura、阿德、大眼睛、高主任、小林、小郭（腳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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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著石膏，柱拐杖）、大陳、小陳，也帶著大包小包的禮物，上。他

們一樣將禮物放置屋子裡，看看小嬰兒，而後走出屋子到漏褲仔工作

的地方。

△恭喜聲不絕。

漏褲仔：你們這次來要爬哪個山？

小　陳：我們這次攀登奇萊山，能夠幸運脫離危險，我謹代表精采科技公司向

您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漏褲仔：這都是大家的功勞。

大　陳：高主任首當其衝，高主任是最勇敢的同胞。

高主任：我現在是精采科技公司的發言人。

小　林：偷渡客和Sakura效果最好，遠遠的就可以看到他們花花綠綠的衣服，

大霧籠罩的時候，大家都不會迷路。

Sakura：他們要招待我和偷渡客去台北旅遊。

漏褲仔：住大飯店。

△突然，大家動作一致的蹲下，側過身，伸出手臂遮頭。

△煤山雀架積架積地叫，飛越上空。

漏褲仔：那就祝你們幸福，煤山雀會懷念你們的。

小　郭：大眼睛說我可以留下來。

阿　德：你要留下來做什麼？

大眼睛，這個人要留下來做什麼？

大眼睛：他不行留下來哦？

阿　德：他不會打獵，有高山症，又那麼容易受傷，這種人類留下來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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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睛：喂！阿德！

小　郭：你們兩個人不要為我吵架。

阿　德：誰在為你吵架？

大眼睛：小郭你跟阿德單挑。

小　郭：我單挑？

△大眼睛突然向天大喊，喂！小郭意會過來，也張嘴吼叫，喂！

阿　德：兩個神經病。

△瑪莉亞、兩名警察押著林高涼，上，林高涼嘴巴被撒隆巴斯封住。

瑪莉亞：勇於認錯，不勇於改過！

林高涼：嗚嗚嗚嗚。

漏褲仔：林高涼在說什麼？

瑪莉亞：漏褲仔，林高涼說他叫你妹婿正確吧？

林高涼說他沒有資格當一個好舅舅。

林高涼：嗚嗚嗚嗚。

瑪莉亞：林高涼說為了表示決心，他要去把嘴巴縫起來，正式跟酒精絕緣。

林高涼：嗚嗚嗚嗚。

瑪莉亞：林高涼沒有這樣說，那是我說的，反正都一樣。

林高涼：嗚嗚嗚嗚。

漏褲仔：瑪莉亞，林高涼是說愛情得不到滋潤很快就會乾枯而死。

△瑪莉亞撕掉林高涼嘴巴上的撒隆巴斯。

瑪莉亞：好啦，有什麼話你自己說啦。

林高涼：哇！怎麼這麼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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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亞：先生，你是嘴巴被黏住，不是眼睛被黏住耶。

林高涼：嘴巴可以品嚐愛情，眼睛可以欣賞愛情。

（向林仙桃）我親愛的妹妹，我請妳代替我親吻我的小外甥女，我是

個失敗的舅舅。

△林仙桃走出屋子。

林仙桃：（唱）愛情太過平淡無奇

愛情隨時可以拋棄

（眾人合唱）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林仙桃唱）愛情軟弱沒有勇氣

愛情不能始終如一

（眾人合唱）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兩名警察拿出手銬將彼此銬上。

警察一：我們也有偷喝過愛情這杯酒。

警察二：銬上手銬，我們也要去自首。

眾　人：（合唱）愛情需要愛人的鼓勵

愛情需要小心地珍惜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愛情需要恆心毅力

愛情需要只有一個你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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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 第三場

△燈亮，白天。

△下舞台一片花海，艷麗奢侈，撩人眼目，這是漏褲仔家，原先高麗菜

田的背面。

上舞台漏褲仔家，只看到輪胎高高堆起，其餘看不到了。

△風吹來，花搖舞。

△煤山雀架積架積地叫。

△小郭和大眼睛坐在一角。

小　郭：不種水蜜桃了嗎？

大眼睛：不種了，也不種高麗菜了。

△漏褲仔拎著一個輪胎爬上輪胎堆。

小　郭：又有車禍了嗎？

大眼睛：不是，是林仙桃叫漏褲仔去買菜。

小　郭：哦。

結果，這些歌都是高主任作的嗎？

大眼睛：那是高主任的嗜好。

小　郭：偷渡客和Sakura寄照片回來妳有沒有看到？

大眼睛：有。

小　郭：什麼？有看到嗎？

大眼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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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郭：我後來才發現那兩個警察也姓林，林啤酒和林米酒。

△林高涼也拎著一個輪胎爬上輪胎堆。

小　郭：瑪莉亞也叫林高涼去買菜嗎？

大眼睛：林高涼摩托車又騎到山谷下了，瑪莉亞在追殺他。

小  郭：難怪那個輪胎比較小。

△聽到瑪莉亞的聲音。

瑪莉亞：（在舞台外）犧牲愛情？我犧牲愛情我是神經病！

林高涼，我告訴你，我這次要犧牲你！

△小嬰兒的哭聲。

小　郭：瑪莉亞應該常常上教會，脾氣才不會那麼殺。

大眼睛，妳爸爸呢？

大眼睛：一百億！

你幹什麼那麼一直關心別人？

漏褲仔、林仙桃、偷渡客、Sakura、瑪莉亞、林高涼、林啤酒、林米

酒，一直問，一直問。

我不是人哦？你為什麼都不問我？

小　郭：那我問別的。

妳上一次沒有跟我說下面那裡一粒一粒黑黑的，很像珍珠奶茶那是什

麼？

大眼睛：什麼珍珠奶茶？那是觀眾的頭啦！

一百億！你還是在關心別人。

小　郭：那我要問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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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睛站起來要走了。

小　郭：妳要去哪裡？

大眼睛：你可以不要問我，吻我啊！

小　郭：吻妳啊？

△小郭如言，嘟起嘴要吻大眼睛。

大眼睛：這裡人這麼多你要幹什麼？

小　郭：不是要吻妳嗎？

大眼睛：等大家走了再說啦！

△小郭和大眼睛坐下等觀眾離場。

△觀眾席燈亮。

△舞台燈暗。

小　郭：現在可以嗎？

大眼睛：等一下，還有人還沒走。

△幕落。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