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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天》 

劇情大綱 

         本劇採取戲中戲結構，施硯硯是一名高職學生，某天，他想參加名叫「愛在四月天」的微電 

影比賽，比賽內容是以四月某一個節日為發想，於是他挑選了清明節當作主題，為什麼要挑清明 

節呢?原來，他曾經在清明節發生一段故事…。 

 

角色表 

施硯硯：一名 17歲高中生，將大家聚集一起拍微電影的靈魂人物，他想將這部電影獻給自己的 

                  父親。施輿硯 飾。 

辜怡凡 :  場記，一名崇拜施硯硯學長的天兵學妹。辜怡媃 飾。 

許誠展: 戲曲社社長，被施硯硯邀請當戲中戲的詩人。許展誠 飾。 

王    雄 : 攝影師，好吃懶做卻動作靈活的攝影師。王奕勳 飾。 

同學數名。 

戲中戲部分 

劉志忠      : 劉家父親，年約四十多歲，劉志峰 飾。 

劉蕭芋蘋：劉志忠之妻，一位傳統價值觀的母親，認為小孩有好的學歷才能有好工作。 

                      蕭宇萱 飾。 

劉寶培     ：劉志忠之子，一名喜歡演戲的高中生，戲劇比賽當天剛好遇到統測，他不知道該說服 

                       父母讓他比賽。蘇蜂勝 飾。 

劉佩婷     ：劉志忠之女，個性乖巧，跟媽媽關係很好。陳語瑄 飾。 

劉阿嬤(逝) ：劉家已逝的阿嬤，生前相當疼愛孫子寶培。洪逸潔 飾。 

施竣翔      : 施凱宏的父親，在船難中喪生， 劉志峰 飾。 

施江荷    ：施竣翔的老婆，每年清明節都會到小孩到竣翔墳前上香，希望能撫養好小孩，讓孩子 

                       懂得父親犧牲的愛。陳羿棻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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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凱宏 ：施竣翔的兒子，一名 17歲喜歡跳舞的學生，他對父親沒有印象，不懂清明節的意義，  

                   認為掃墓是大人的事。林聖 飾。 

李峰宇：施竣翔的同事，兩人都是漁夫。林聖 飾。 

詩     人：一名用關懷眼神觀察芸芸眾生的詩人。許展誠 飾。 

 

【第一場】聚集 

＊燈亮 

＊眾人面對觀眾抱怨 

眾     人：導演，不是要拍片嗎？劇本呢？ 

＊分組抱怨 

林    聖：唉，同學，到底要不要拍戲，我還要練舞欸！ 

蕭宇萱、胡雅紋：對啊，我們還要打工欸，不打工，哪裡來的生活費啊！ 

眾    人：對啊對啊~(各自發展，紛紛表示要劇本) 

施硯硯：停！請聽我解釋。 

眾     人：好，請說！ 

施硯硯：各位，劇本馬上就要來了! 等劇本的時間裡，我先解釋一下，這次要拍微電影的比賽， 

                  主題叫做愛在四月天。 

眾     人：愛在四月天？！ 

＊眾人開始討論 

施硯硯：聽我解釋、聽我解釋嘛~就是挑四月的某一個節日當作電影的主題，四月很多節日，我就 

                  挑了……。 

＊林聖插話 

林聖：我知道！四月一號，愚人節！ (往陳語瑄丟假蟑螂) 

＊其他女生罵林聖，蕭宇萱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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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宇萱：導演，我知道！是教師節！ 

眾    人：同學，很重要嗎？又沒放假！而且教師節在九月耶~。 

施硯硯：不要這樣!尊師重道很重要，不是只有放假，才是重要的節慶！就像 88父親節就沒有放 

                  假。 

＊蘇蜂勝舉手。 

蘇蜂勝：可是我又沒有爸爸，過什麼父親節啊~民意調查！單親家庭的舉手！ 

＊全部舉手 

蘇蜂勝：想當初我爸爸跟我媽媽離婚，都沒有人想過我的感受！也沒有人安慰我…過什麼父親 

                  節，不要過了啦！ 

＊眾人安慰蘇蜂勝，施硯硯走到一旁。 

施硯硯：清明節，我選了清明節當主題! 

眾    人： 老梗！ 

施硯硯：(急忙解釋)同學，清明節是三大節慶，可是卻從來沒有人拍過微電影~。 

＊攝影師睡醒 

施硯硯：學弟，當我需要你的時候，你在睡覺！你終於醒了！ 

王    雄：(發呆停一拍)我餓了。 

＊攝影師下場 

眾    人：他是攝影師？！ 

＊眾人又開始討論。 

施硯硯：欸!不要以貌取人！他可是很靈活的！ 

＊辜怡凡帶著長長的劇本上場。 

辜怡凡：學長~。 

施硯硯：學妹~。 

辜怡凡：劇本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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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人：欸~終於來了！ 

辜怡凡：學長，準備好了嗎？(給施硯硯拿著劇本一角)open！ 

眾人：喔…喔…喔喔…(看著劇本被拉開，漸層發出驚嘆聲!) 

辜怡凡 : 江江江江~。 

＊王雄走出來，看著大家。 

王    雄: (台)吃飽了沒?便當很好吃喔! 

眾      人: ㄘㄟˊ~ 劇本好長喔! 

施硯硯：學妹，劇本也太長了吧！ 

辜怡凡：學長，我都有照你的意思，把大家的劇本全部合在一起！代表大家團結一條心！掌聲！ 

(眾人歡呼掌聲) 

施硯硯：學妹，能不能請你下去拿剪刀把劇本剪成一頁一頁的？每一個人都要有一本劇本！ 

辜怡凡：學長~你要剪了大家的一條心喔？ 

(眾人不滿動作) 

施硯硯：沒有、沒有!(找藉口，突然想到理由)這，都是為了藝術！ 

眾    人 :  藝術! (擺 POSS) 

辜怡凡：藝術！好！為了藝術！我去！ 

施硯硯 : 快去! 快去! 

＊辜怡凡下場 

施硯硯  :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許誠展進場 (黃梅調《梁山伯與祝英台–梁山伯獨唱》) 

許誠展 : 遠山含笑，春水綠波映小橋。  

眾    人：好啊！(掌聲) 

施硯硯：這是我特別請來的戲曲社社長。 

眾    人：國寶！(比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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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硯硯：這邊請~這邊請~。 

＊許誠展下場 

施硯硯：各位，我們既然有劇本了，角色也都有了，那我們就開始吧！321Action！ 

＊施硯硯彈指燈快暗 

 

【第二場】海難 

＊燈微亮，音樂起，施硯硯與王雄一組拍攝演員表演。 

＊場上留有長梯，詩人拿燈唸詩，其他人帶布上場，邊唸詩邊拉布，象徵海浪。 

詩人(台語)： 

船笛鳴，入基隆， 

補漁郎，思返家，闔家團圓話重逢。 

蕭宇萱、陳語瑄、洪逸潔、辜怡媃、胡雅紋、蘇蜂勝(台)： 

媽祖聽我的願望， 

保庇親人平安回來。 

＊詩人爬上長梯，象徵燈塔，2名船員拿短梯、燈，象徵漁船。 

施竣翔：終於要回家了，這次出航真的蠻久的。 (台) 

李峰宇：你也真不容易，全部船員中就屬你做最久，也不見你回家。 

施竣翔：是阿，這次終於可以回家了，不知道他們過得好不好。 (台) 

李峰宇：你啊，也不怕老婆跑掉，只會寄錢回家。 

施竣翔：沒辦法啊，希望他們吃得飽、住得好，只能努力工作了！ (台) 

李峰宇：你還真是個好男人呢！  

施竣翔：你也…… (台) 

＊燈變化象徵風浪，大海掩蓋船。 

詩人：媽祖，阮的盼望，你甘有聽到？ 



6 

 

＊音效漸收，第三場布幕拉開換場。 

 

【第三場】 掃墓 

施硯硯：卡！(對詩人)你先休息~(轉身看到布景)哇！欸~!學妹，大手筆耶~。 

辜怡凡：我男朋友畫的~他可是畫了三天三夜呢！ 

施硯硯：等一下幫我拍一張~ 

陳羿棻：導演，幾點了!你還在拍照! 開始了嗎?還要等多久！ 

施硯硯：好好好…馬上拍！馬上拍！攝影機準備！321! 

(施江荷、施凱宏上場) 

施江荷：小宏，快一點啦！不然就太晚了。 

＊施凱宏講電話 

施江荷：小宏!小宏!小宏! 

施凱宏：幹嘛~我在講電話！ 

施江荷：太陽都快下山了！你講完了嗎？ 

施凱宏：我在跟朋友說重要的話！ 

施江荷：重要的話？今天是清明節，最重要的不是掃爸爸墓嗎？有什麼事，比掃墓更重要？  

施凱宏：如果怕太晚，媽，你就自己去啊。 

施江荷：這是什麼話？當初爸爸不是為了這個家才去跑船，你以為他想要當漁夫嗎？ 

施凱宏：對！就是因為他當漁夫遇到船難，我才會從小沒有爸爸！從小學就被認定單親家庭長大 

                  的小孩，別人家是晚餐時一家團聚，我是清明節一家團圓！ 

施江荷：(情緒逐漸激動)你只想到你自己，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想法？當你爸爸過世後，你吃的、 

                 喝的、穿的、用的，哪一個不是我出去工作賺來的血汗錢？這些年，我從來沒說過苦， 

                 因為我只想對你爸爸說謝謝， 謝謝你爸爸為這個家做的犧牲，我的責任就是把你養大， 

                 對得起你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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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凱宏：(嘆氣) 好啦，對不起，剛剛是我說錯話了，我們可以走了嗎？ 

(施江荷點頭，兩人下場) 

 

【第四場】 勸說 

＊場景換成墓園，詩人唸杜牧《清明》詩。 

詩     人:(京白方式唸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詩人唸詩後，拿起畫框當施竣翔遺像。劉家人出場，劉寶培跟劉佩婷笑著指著施竣翔遺照。 

劉蕭芋蘋：小孩勒？你們是別人家的小孩嗎? 甚麼時候了還玩! 媽媽平時怎麼教你們，你們怎麼可 

                     以取笑別人！(對劉佩婷)妹妹!妳來幫媽媽準備掃墓的東西。 

＊劉佩婷點頭，跟劉蕭芋蘋到劉家墓前拔草。劉寶培乘機到劉忠志旁邊勸說比賽的事。 

劉寶培：爸爸，你還記得我上次講的比賽嗎？ 

劉志忠：什麼比賽？ 

劉寶培：全國戲劇總決賽。 

劉志忠：你一定要在 5月 2號考統測那天，比戲劇比賽嗎？ 

劉寶培：爸，那是我的夢想耶！ 

劉蕭芋蘋：(聽到回話)夢想能當飯吃嗎？我花那麼多錢是為了栽培你，讓你讀好的大學，我在為 

                  你的未來鋪路，你到底明不明白啊! 

劉寶培：難道我就一定要考大學嗎？我就是在舞台上完成我的戲劇夢。一邊是夢想，一邊是未 

                  來，我到底要怎麼抉擇? 爸，怎麼辦？ 

劉志忠：你問我我問誰？擲茭啊! 

劉寶培：(驚嘆)好！來擲茭！ 

＊眾人圍到阿嬤墓前，施家人上場，施凱宏電話響。 

施凱宏：我接一下電話。(施江荷點頭，轉身接電話，場景換到劉家人。) 

劉寶培：阿嬤~子孫劉寶培，我要擲茭，如果可以去比全國戲劇總決賽，賜給我一個聖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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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聖茭)啊！聖茭！耶！我可以去比全國戲劇總決賽了！ 

劉蕭芋蘋：這不算啦！阿嬤最喜歡你這個大孫了! 來，妹妹來擲。 

劉佩婷 :  好! 阿嬤我要擲茭了! 

劉家人：笑茭啦！ 

＊劉家人討論時，施江荷做掃墓動作，越來越不耐煩。 

施江荷：小宏！ 

施凱宏：幹嘛那麼大聲？我很丟臉欸！ 

施江荷：從剛才到現在，你一直講電話，你到底要不要拜你爸爸！大家都在掃墓，到底有什麼事 

                  比掃墓更重要！ 

＊劉家人勸架 

施江荷：我說過，清明節是一家團圓的日子，從早上到現在，你的心根本就不在你爸身上！ 

施凱宏：對！我沒有，因為我只想跟同學去練舞！(對劉家小孩)民意調查！清明節想跟朋友出去 

                 玩的請舉手！ 

(劉寶培、劉佩婷、施凱宏舉手，劉志忠、劉蕭芋蘋瞪小孩) 

劉寶培、劉佩婷：(趕緊否認)沒有。 

施凱宏：清明節掃墓是你們大人的事，我們小孩為什麼要來？ 

施江荷：(生氣，難過)好！清明節掃墓是我們大人的事，這句話，你自己對你爸說！(哽咽下場) 

＊施江荷下場。 

劉蕭芋蘋：年輕人，你有沒有想過，沒有你爸，哪來的你啊？ 

劉志忠：對啊!所以我們來掃墓，是抱著一個感恩的心，感謝他們把我們扶養長大，沒有他們就 

                  沒有我們。 

施凱宏：那我要感謝的人應該是我媽，我爸從我國小就過世了，都是我媽把我撫養長大，我幾乎 

                  不記得他! 

劉語瑄：正是因為沒有記憶，所以才要去尋找記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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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蕭芋蘋：對!妹妹說得好! 

劉寶培：就像我從來沒有看過阿公，但是從媽媽的相簿裡，我看到阿公對媽媽的愛，這份愛，再  

                 傳到我身上。 

劉蕭芋蘋：兒子，說得好! 

劉志忠：你爸是怎麼離開的？ 

施凱宏：為了家裡的經濟，他去跑船遇上船難。 

劉寶培：哇~你爸好偉大喔！他願意做這麼危險的工作，養活你們一家人! 

劉蕭芋蘋：嗯~!你真得有很好的父母親!我想你媽媽每年清明節掃你爸爸的墓，應該是希望你不要 

                       忘記他對你的愛，清明節是一個回憶愛的節日。 

施凱宏：(疑惑慢唸)清明節是一個回憶愛的節日，真的嗎？ 

＊眾人等待回應時，施硯硯喊卡! 

 

【第五場】待續 

施硯硯：今天到這邊為止！ 

眾    人：導演，最後一場戲呢？ 

施硯硯：不好意思耶…我也還沒想到耶~。 

＊眾人此起彼落的討論聲。 

施硯硯：對不起!對不起……比賽後天截止，我們可以明天再拍嗎?今天晚上讓我再想一想。 

眾    人：好！我們就給你一個晚上的時間想劇本！ 

＊辜怡凡上場。 

辜怡凡：欸~不好意思，可以請大家幫忙收一下東西嗎? 

＊眾人收東西，施硯硯手機響。 

施硯硯：媽，我還在學校，待會就回去了，嗯……我拍了一部微電影想要送給爸，等我拍完後，我  

                 們一起看，嗯…，對了媽，今年清明節，我們一起去掃爸爸的墓…沒有啦，就長大了，也 



10 

 

                 應該要懂事了，嗯…嗯……(撒嬌口吻)哎對了，媽!我可以在 5/2那天可以去比全國戲劇總 

                 決賽嗎?(傻笑) 

＊燈漸暗 

 

【第六場】四月天 

＊眾人手持花唸林徽音《我說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笑響點亮了四面風； 

 清靈在春的光艷中交舞著變，細雨點灑在花前。 

你是愛、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全：四月天，清明節，一個向往生者說謝謝的日子。  

＊放花，燈暗。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