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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老師：李純惠 

背景組：翁珮純、葉詩涵、徐曉彤、鄭曉媛、邱怡婷 道具組：莊秀萍、

劉鈴芳、林玟均、劉于菱、陳語彤、楊停芳、王婷瑄、 
吳婉嘉、古鈺雯。 

燈控： 陳怡婷 音控：

 呂衫縈 演員組：飾

演咻比：謝柔安 
飾演安娜：梁又方 
飾演青蛙：鄭如淳 
飾演松鼠：劉亦芯 
飾演兔子：吳俐蘋 
飾演大魔王：戴妏瑄 
飾演巫師、天神、老樹：李詩婷 
飾演旅人、侍衛、旁白：李佩諠 

 

隊長： 吳芊蓉 



 

第一幕 

（開場音樂） 
（咻比、安娜跳舞）（時鐘音樂）（背景動）（哭聲） 

人物 對話 音樂、動作 
旅人 這個森林的氣氛好陰沉喔，不知道之 

前發生了什麼事耶？ 
悲傷的音樂 

老樹 孩子啊，這個森林已經這樣陰沉、黑 
暗、悲傷很久了，這個森林以前並不 
是這樣的，我們原本有位快樂的安 
娜，他天真、善良、愛笑，每天森林 
都充滿了喜悅的笑聲和大大小小的 歡
樂趣事，但是…唉～ 

老鼠 陰沉、黑暗、悲傷很久了、天真、善 
良、愛笑。 

旅人 然後呢？ 
老樹 唉～ 
旅人 你就快點說啊。 
老樹 說這麼多也沒用啊～這個森林也不 

會變得跟以前一樣了。 

老鼠 就是那個很會吹笛子的咻比啊。 
老樹 這個故事就要從安娜開始說起。 
青蛙 快點來快點來。 笛子聲 
兔子 安娜呢？安娜呢？ 
安娜 我來了！來，我們快點坐下吧！ 
青蛙 欸～好久沒吃到桃子了！ 輕快音樂 
安娜 對阿，我最喜歡吃桃子了！ 
咻比 原來公主喜歡吃桃子啊，那我去幫他 

找找看好了！ 

兔子 可是我們森林本來就不太會長桃子 
啊！ 

松鼠 唉啊，我們森林又不是只有桃子，我 
們快點去那裡啦！ 

兔子 等我啦！ 
咻比 哇～好漂亮的桃子喔～安娜一定會 

喜歡的！ 
找桃子、摘 

天神 不可以！ 驚恐音樂 



 

咻比 誰？奇怪！ 摘下 
天神 可惡！你竟敢把我最心愛的桃子摘 

走！不可原諒！卡卡將將悠哩悠 
趴！ 

恐怖的音樂、背景移動 

咻比 怎麼會有這種事！  

天神 你準備接受懲罰吧！  

天神 你必須打敗毒蛇，因為只有一個可以 
留下來！ 

毒蛇出來 

咻比 毒蛇！我才不怕咧！啊～ 打架 
天神 哈哈哈哈哈，你準備在這裡結束你的 

生命吧！ 

 

第二幕 

安娜 欸～那邊怎麼躺了一個人啊？ 輕快的音樂 
安娜 我是在這森林長大啊～我必須要救 

他～ 
唱 

動物們 他是安娜他是安娜，心地善良又美麗 
啊 

安娜 我有這任務要救他啊。 
動物們 安娜一定可以啦。 
安娜 我有這任務要救他啊。 
動物們 安娜一定可以啦。 
兔子 欸～我好像有一個方法可以救他，聽 

說把昏迷不醒或是昏倒的人抬到一 棵
大樹下，隔天他們便會自己醒來。 

 

青蛙 為什麼他們會自己起來？  

兔子 我也不知道啊！  

松鼠 可是…聽說那裡會有吃人的大魔王 
耶！ 

 

安娜 但是救人比較重要！我們還是試試 
看吧！ 

 

動物們 好！那我們快點吧！  

換背景 
安娜 拜託你快點醒來，那我們快點幫他祈 

禱吧！ 
坐 

動物們 好好好！ 祈禱的音樂 
侍衛 天亮囉，醒來囉。 公雞聲 
安娜 他怎麼還沒醒？  



 

兔子 怎麼會這樣？  

青蛙 那怎麼辦？  

大魔王 欸～那裡好像有一群人咧，太棒了， 
我要把你們吃掉！ 

 

侍衛 你要幹嘛！ 擋 
松鼠 大魔王真的來了啦！  

青蛙 我想到一個方法，我去拿人體彈弓！ 
快點來幫我！ 

 

安娜 侍衛，你快點走開！青蛙衝衝衝！松 
鼠ㄉㄨㄞㄉㄨㄞㄉㄨㄞ！兔子ＲＵ 
ＮＲＵＮＲＵＮ！ 

 

大魔王 喔～討厭。 跑 
動物們 ＹＡ！我們成功了！ 歡樂的音樂 
青蛙 我聽說森林裡有一位巫師，他可以救 

起昏迷不醒的人，我們去試試看吧！ 

 

兔子 好哇，那我們快出發吧。  

安娜 那侍衛你留下來照顧咻比。  

侍衛 是的。  

關燈、森林的音樂 
動物們 巫師～巫師～  

青蛙 欸～那裡有一個門耶，會不會是巫師 
的家啊？ 

 

兔子 真的耶，松鼠，你先敲門啦。  

松鼠 你先啦，你先啦。  

青蛙 哎呀，我先啦！ 敲門 
兔子 奇怪，巫師是不是不在阿？ 敲門 
巫師 誰啊？  

兔子 請問你是巫師嗎？  

巫師 我是阿。  

安娜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請你幫忙。  

巫師 我是不會幫你們也不會開門的，你們 
還是快回去吧。 

 

安娜 可是我們真的需要你的幫忙耶。  

巫師 我沒有義務要幫你們，你們還是快回 
去吧。 

 

動物們 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拜託拜託。  

巫師 嘖！真煩耶！你們到底有甚麼事？  



 

安娜 聽說你可以把昏迷不醒的人就起 
來，你可以幫幫我們嗎？ 

 

巫師 我為甚麼要幫你？欸～你們先幫我 
我再考慮要不要幫你。 

 

關燈 

巫師 如果你們可以把這裡變回跟以前草 
木重生很多花的樣子，我就考慮幫你 
們，我等等再來看。哈哈，我就不相 
信你們可以。 

 

松鼠 這裡這麼亂，我們要用到什麼時候 
啊？ 

 

兔子 安娜不是可以把整座森林變得很漂 
亮嗎？這個…應該也可以吧。 

 

安娜 好哇，那我來試試看吧。 Let  is go 音樂、跳舞 
動物們 哇～  

巫師 哇賽～你們真的做到了耶。  

兔子 那你可以幫我們救人了嗎？  

巫師 摁…好吧，你們趕快帶我過去吧。 背景移動 
安娜 我們回來了。  

侍衛 唷，你們終於回來啦，怎麼這麼久 
啊？ 

 

安娜 我們把巫師帶回來了。  

侍衛 他還沒醒耶。  

巫師 摁…他這個傷，一定是被毒蛇咬的。  

兔子 哇～你怎麼知道啊？  

巫師 因為我是巫師啊，那我現在來幫他施 
魔法。 

施魔法 

咻比 是你們救了我嗎？  

全部 對啊！  

咻比 安娜耶？桃子給你。  

安娜 桃子耶～  

咻比 我為了摘這個桃子，還被毒蛇咬耶。  

青蛙 還被蛇咬喔…  

咻比 可是我沒有甚麼可以給你們的，不 
如，我吹笛子給你們聽好了。 

笛子音樂 

兔子 這個聲音…  



 

青蛙 難道是…  

松鼠 該不會是…  

動物們 咻比！ 跳舞 
旅人 這樣…森林就變回跟以前一樣了耶。  

青蛙 欸～咻比跟安娜呢？  

兔子 對阿，他們呢？  

巫師 讓我來施個魔法送你們吧！ 音樂、升背景 
松鼠 你們看～  

咻比、安娜出場 

動物們 哇～ 你們一定要幸福喔！ 退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