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北教大實小  參加臺北市 103 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劇本   Terrible 光影戲 

順序 畫面 投影機 聲音 音

樂 

時間 

備註 

序曲 人影晃動 手電筒    

A-1 月亮   驚

悚 

 

B-1 月亮狼頭 重疊    

A-2 Terrible  旁白：T—e—r—r—i—b—l—e 

一起：Terrible 

  

B-2 森林   

 

 旁白：在夜晚的森林裡有許多的動物 

一隻毒蜘蛛從樹上爬了下來 

（講完再動） 

吸血蝙蝠飛呀飛 

（講完再動） 

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怪獸 

旁白：怪獸的聲音 

（講完再動） 

整個森林顯得熱鬧活潑 

（燈暗） 

 

夜

晚 

 

A-3   旁白：在這座森林中的老大，森林之王，不是這些動物或怪獸，

而是穿著黑皮靴  戴著黑手套的大黑狼--- 

泰利柏 Terrible（燈暗） 

泰利柏偶---上下左右 晃 

  

B-3 煙火 同時 泰利柏 Terrible 

泰利柏 Terrible 

（燈暗） 

  

A-4 伊波拉病毒  旁白：泰利柏連伊波拉病毒都不怕   

B-4 泰利柏 半身 同時 泰：我不怕  伊波拉病毒是我的小點心  我百毒不侵   

    伊波拉  好吃  好吃         （燈暗） 

  

A-5 油  世界最毒的黑心油 餿水油 飼料油 我都愛喝  喝了有益健康 

我是森林裡最強壯的大黑狼          terrible 

  

B-5 

 

泰利伯 頭  泰：好喝  好喝 這些油真好喝啊 

我是森林裡最強壯的大黑狼 

  

 全暗  旁白：甚至連泰利柏的老婆  小孩都非常怕他（燈暗）   

 頭套偶演出 B 投影

機 

（泰利柏在家嚇小孩） 

泰：我是世界之王  恐怖大師 

泰利柏      狼吼 

  

A-6 森林狼姊弟說

話 

 旁白：狼姐姐心想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希望能夠改變爸爸  

於是想到了一個辦法（講完偶再出來） 

姊：弟弟  弟弟 過來喔 我告訴你們這個辦法 

旁白：（：※★，◎※） 

弟弟們：好哎  好哎  我們趕快去告訴媽媽（燈暗） 

  



順序 畫面 投影機 聲音 音

樂 

時間 

備註 

B-6 弟弟告訴媽媽  旁白：於是狼弟弟們跑去告訴媽媽姊姊想的辦法 

弟弟：媽媽  姐姐想到了一個辦法，能夠讓爸爸改變就是：

※★，◎※ 

媽媽：太好了，可以試試看喔     （燈暗） 

  

A-7 泰利柏躺躺椅  旁白：每天中午泰利柏都有睡午覺的習慣  睡覺之前  他都

會叫他的孩子還唱催眠曲 

泰：孩子們  過來吧 孩子們  過來吧爸爸要睡覺了 

唱首歌來聽聽 

  

B-7 

 

小狼唱歌  小狼們：好 

旁白：為了讓爸爸趕快睡著，小狼們努力唱著歌（搖籃曲） 

  

A-8 睡覺  旁白：不久之後  泰利柏真的睡著了 

而且睡得很熟 睡得很沉  還打呼 

  

B-8 鞋子 

 

 旁白：小狼們看見爸爸睡著了 

開始他們的計畫  他們的計畫就是 

  

A-9 

 

泰利柏的腳 

 

 旁白：把爸爸的鞋子脫掉（拿走鞋子）1  2  3 脫 

天啊  泰利柏有隻像青蛙一樣綠色的腳  綠色的腳 

  

B-9 泰利柏兩隻腳  旁白：大家驚喜過後 弟弟脫了另一隻腳（燈亮） 

是紅色  像紅玫瑰一樣的紅色 真是不可思議（燈暗） 

  

A-10 泰利柏的手  旁白：脫掉了鞋子  二弟弟期待著拔下另一隻手套，1  2  3

脫 

哇！就像黃澄澄香蕉一樣的鮮黃色。（燈暗） 

  

B-10 

 

泰利柏睡覺躺

在躺椅上 

 

 旁白：最後  小弟拔下最後一隻手套，是藍色的手 

綠色  粉紅  黃色  藍色 

他們從沒見過爸爸的身上，有這麼多顏色  原來爸爸這麼可

愛 

爸爸應該叫做卡樂伯  colorful 

不是泰利柏（燈暗） 

  

 

 

 

A-11 森林場景  旁白：小狼們趕緊趁這個機會 抱著爸爸的黑皮靴 黑手套 帶

到森林 

小狼：嘿呦  嘿呦嘿呦 

好重啊  好重啊（燈暗） 

  

B-11 森林場景埋手

套靴子 

 旁白：於是他們挖了個洞將手套靴子埋了起來 

小狼：不要再被爸爸發現  爸爸現在這個樣子可愛多了 

  

A-12 泰利柏睜開眼

睛 特寫 

 旁白：不久之後，泰利柏醒了過來（燈暗）   

B-12 泰利柏偶  泰利柏：我  我  我的手套  靴子呢  我這樣就不是人見人

怕的大黑狼  變成可愛的（左右上下） 

一起：彩色狼  卡樂伯 

我不要啊  我不要啊（旋轉）（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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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泰利柏  跑去  旁白：於是泰利柏趕快跑去找油漆師傅阿財   

B-13 泰利柏和阿對

話 

 泰利柏：阿財  阿財 拜託你，我的手腳幫我塗上黑色油漆 

阿財：哈哈哈  原來你長得這個樣子好可愛 

泰利柏：你別笑了  趕快幫我想辦法 

阿財：好吧  你直接跳到黑色油漆桶 

比較快 123 跳（燈暗） 

  

A-14 泰利柏四隻腳

在油漆桶裡 

 旁白：泰利柏四隻腳浸在黑色油漆桶裡  他鬆了一口氣 

泰利柏：好多了  謝謝 

阿財：可是  可是 

泰利柏：可是甚麼啦 

阿財：可是你的尾巴 

泰利柏：我的尾巴  我的尾巴怎麼了 

阿財：變成彩色了 

  

B-14   旁白：泰利柏指著自己彩虹顏色般的尾巴   

A-15   旁白：不久之後  塗在四肢的黑色油漆也掉了 

泰：啊 我不要這樣  我不要這樣 

我不再是森林之王  沒有人會怕我了 

  

B-15   泰利柏匆匆忙忙離開森林  他害怕自己變成這麼可愛所有的

動物及怪獸不再怕他 

只好硬著頭皮回到家裡 

  

   旁白：泰利柏回到家之後，傷心失望的坐在椅子上，心想老

婆  孩子也不會再理他 

沒想到  孩子們及媽媽看見爸爸回來  很高興過去摸摸牠  

抱著他  歡迎他回來 

他們喜歡泰利柏現在的樣子  泰利柏也不擔心自己不再受它

們尊敬 

從此他們一家人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音樂：12 

故事來源：大黑狼泰利柏 文：亞倫  謝爾  圖：布諾  赫茲 

出品：林正鳳校長          製作人：大野狼老師              繪本改編：大野狼老師 

戲偶道具製作：黃瓊瑤      音樂：林于珊                    旁白：袁翊礬 顏呈安 楊筑涵 

 

表演人員： 

泰利柏  顏呈安 

太太    林宸緯 

狼姊姊  徐常芯 

狼妹妹 1 徐常彧 

操偶：A：連亮淇 蕭芷晴 賴瀅冰       B：陳恩祈 馬菡君 孫嘉彣 

燈光：陳楷翔 王承庠                 音樂：陳羿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