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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鳥人 

Pedro Ku 
 
 

「捕鳥人」的劇名靈感來自於魔笛，但故事卻完全無關，這裡的鳥指

的是青鳥，捕鳥人就是我們每一個試圖捕捉幸福的人。故事背景發生在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的台灣，那是一個無論政治、思想、信仰都極其混亂

的年代，從四個個性迥然不同卻同樣單純的小孩眼中，反映出對幸福的渴

望以及戰爭下的悲哀。究竟幸福是什麼？要如何才能得到幸福？也許只有

自己能找到答案。 
 
 
演員表 
 
秀枝：12 歲小女孩，個性天真，父母因工作緣故將其送到親戚家寄養，從

而被迫轉學。 
金花：雙手被炸斷的 12 歲小女孩，個性堅強，母親從小過世，父親在其

年幼時因空襲被炸死。小時候說話國台日語夾雜，長大後為紀念父

親，開始只說國語。 
阿牛：12 歲小男孩，個性調皮，喜愛惡作劇作弄別人。 
阿肥：12 歲小男孩，個性憨直，很聽阿牛的話。 
爸爸：金花的爸爸，即大家說的「捕鳥人」。年約 40 歲，是一位知名的博

物學者，曾被日本徵召到南洋當軍伕，心中對「祖國」充滿了嚮往。 
老師：在劇中只有聲音，約 40 歲。 
青鳥：捕鳥人從南洋帶回來的巨大青藍色鳥類標本，據說可給人帶來幸福。 
捕鳥人之妻：金花的媽媽，在劇中早已死去。 
阿嬤：年老時的秀枝，約 60 歲，白髮。 
呆呆：秀枝的孫子，真人演出，約 8 歲。 
 
（有老師在場時秀枝、阿牛、阿肥都盡量用國語發音，老師不在時三人國

台語夾雜，金花及其父親對話時較常用國語發音，而老師則都以國語發音） 
 
註：劇本中的舞台指示除必要，盡量不加入多餘的情緒說明及肢體動作，

以期留給導演及演員更多詮釋的自由與空間，但配樂選擇與劇情走向

均有相關，不建議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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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下音樂「寶島曼波」，代表一段關於台灣的精采故事即將展開） 
（燈暗，打探照燈，所有角色進到前舞台跳舞，主旋律開始後秀枝以光影

戲的形式在天空飛行，並飛出台外變成戲偶在天空飛行，音樂突然結束後

秀枝摔落在床上，探照燈暗、主燈亮） 
秀枝：啊！原來是場夢！這個夢我已經做過好幾次了呢，真奇怪…… 
（看時鐘） 
秀枝：糟了，今天是轉學的第一天，再不出門要遲到了！ 
（秀枝收拾書包至後舞台，前舞台換教室佈景。阿牛跟阿肥坐在座位上） 
秀枝：報告！ 
老師：你是新轉來的同學秀枝對吧！來，趕快進來。 
阿牛：新來的第一天就敢遲到，真囂張喔。 
阿肥：呵呵，真囂張喔。 
老師：阿牛阿肥！講什麼話！站起來！ 
（兩人起立） 
阿牛：老師，我無啦！ 
阿肥：我也無啦！ 
老師：還敢說台語，朽木不可雕也！手舉起來！ 
阿牛：老師，偶不敢了啦！ 
阿肥：偶也不敢了啦！ 
老師：手舉起來！ 
（黑衣人拿籐條進入，兩人被打） 
老師：等一下去班長那邊一人交一塊錢罰金！來，秀枝，你就先坐在阿牛

旁邊吧！ 
秀枝：是，老師。 
（秀枝坐下，阿牛轉頭瞪秀枝） 
老師：各位同學，馬上呢，我們六年級的同學就要準備參加初中的考試了。 
阿牛：還好我不用考，我媽叫我直接回家種田。 
阿肥：我也是。 
老師：阿牛！說什麼呢！ 
阿牛：沒有！沒有！ 
老師：這裡是考試的簡章，一人一份。但是陳金花同學的簡章，誰要幫他

拿去呢？ 
（同學開始議論紛紛） 
秀枝：老師，我可以幫忙拿過去。 
老師：很好。林秀枝同學，難得你剛轉來就這麼熱心，不過陳金花同學住

哪兒你可能不熟……這樣吧，阿牛！我記得陳金花同學他家就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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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上，就由你跟林秀枝同學一起拿去吧。 
阿牛：啥咪！老師，不行啦！偶…… 
老師：哼…… 
阿牛：偶很樂意幫老師跟同學的忙。 
（鐘聲響起） 
老師：很好，那就這樣了，下課！  
（口令：起立、敬禮。三人轉頭看老師離開） 
秀枝：那個，阿牛…… 
阿牛：都是你啦！死了啦！阿爸阿母，我不孝啦！我還沒賺錢起樓仔厝給

你們住……我不孝，我真正不孝…… 
阿肥：阿牛，你不孝…… 
（阿牛朝阿肥的頭打下去） 
秀枝：到底怎麼了？ 
阿牛：你攏無知喔！我們會被那個捕鳥人吃掉啦！ 
秀枝：捕鳥人？ 
阿牛：看起來你真的不知，好吧！好人做到底，我就跟你說那個「捕鳥人」

的事…… 
（下恐怖氣氛音樂，燈暗） 
 
 
第二幕 
 
（此幕搭配懸絲偶演出，不打主燈，只用探照燈打在小舞台，阿牛在台上

表演，秀枝、阿肥在台下當觀眾） 
阿牛：很久很久以前，這裡有住一個去過中國大陸跟日本念書的大學教

授，伊最大的興趣，就是愛抓很多動物，抓來做標本，你們知道，

他最喜歡抓的是什麼嗎？ 
秀枝：是什麼？ 
阿牛：就是抓小鳥！ 
阿肥：啊！小鳥！ 
（阿肥雙手遮住自己褲子中間） 
阿牛：笨蛋！不是你的那種小鳥！ 
（阿肥將手放下） 
阿牛：他抓的鳥很多很多，有烏鴉、鴿子、斑鳩、白鷺鷥，啊！還有孔雀

呢！伊都把那些抓來的鳥做成標本，放在家裡，所以大家都叫他「捕

鳥人」。 
秀枝：很好玩啊，那剛剛你們為什麼那麼害怕？ 
阿牛：因為啊！捕鳥人後來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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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枝：瘋了？ 
阿肥：對啊，瘋了耶！ 
阿牛：他瘋了之後，開始把抓來的鳥都直接吃掉，生吃的喔！吃的時候，

血還一直噴、一直噴，很恐怖呢！後來，他覺得吃鳥吃不飽，所以

開始吃…… 
秀枝：吃什麼？ 
阿肥：吃小鳥！ 
（阿牛打阿肥的頭） 
阿牛：你不要滿腦子都是小鳥，是吃小孩！ 
阿肥、秀枝：小孩！ 
阿牛：拜託！阿肥你不是已經聽過幾百次了！沒錯，就是吃小孩，他都趁

小孩在樹林裡玩的時候把他們抓來吃掉。最後抓不到小孩了，他就

吃掉自己的女兒！ 
秀枝：自己的女兒！ 
阿牛：沒錯，他把他自己的女兒抓住！先把兩隻手都吃掉，就在要開始吃

頭的時候，突然間…… 
阿肥：轟！ 
阿牛:：突然間一個炸彈掉下來，轟的一聲，把他嚇跑了。不過，聽說他現

在還躲在他的那棟房子附近，準備隨時抓小孩來吃呢！ 
秀枝：好可怕喔，那他女兒最後怎麼了？ 
阿牛：他的女兒最後怎麼了，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秀枝：等一下？ 
阿牛：沒錯，因為他的女兒，就是陳－金－花－ 
秀枝：陳金花就是捕鳥人的女兒！陳金花他家，就是捕鳥人的家！ 
（燈暗，演奏音樂「月夜愁」，象徵金花即將一個人在陌生的地方迷路） 
 
 
第三幕   
 
（燈半亮，阿牛阿肥在右舞台，秀枝在左舞台自己一個人繞圈圈，音樂漸

收） 
阿肥：阿牛，你好壞喔，騙她自己一個人進去陳金花她家。 
阿牛：廢話，難道你想被吃掉？等一下捕鳥人吃掉你的…… 
（看了阿肥下半身一眼） 
阿肥：啊！不要不要。 
（阿肥先跑出右舞台） 
阿牛：死阿肥，等等我！ 
（阿牛也離開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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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枝：陳金花同學她家怎麼那麼偏僻，繞來繞去都找不到路，阿牛跟阿肥

說要去尿尿，怎麼就不見了？天快黑了，怎麼辦。嗚嗚…… 
（傳來貓頭鷹及其他動物叫聲） 
秀枝：我要回家啦，誰能帶我回家？嗚嗚嗚嗚…… 
（秀枝趴在地上哭，金花左舞台進） 
金花：喂！你為什麼在哭啊？ 
秀枝：啊！嚇死我了，因為我迷路了啦！ 
金花：迷路了？你要去哪裡啊？ 
秀枝：我要去我一個同學她家。 
金花：一個同學？誰啊？ 
秀枝：陳金花同學，我們老師要我拿考初中的簡章給他。 
金花：喔，我知道她家在哪裡，不然我帶你去好了。 
秀枝：真的啊！你人真好，那我就跟你走囉！ 
（兩人繞到房子前，燈光全亮） 
金花：到了！這裡就是陳金花同學她家。 
秀枝：謝謝你。 
金花：你不是有東西要拿給她嗎？要不要先拿進來？ 
（金花用腳開門） 
秀枝：你怎麼開別人家的門啊，這樣不行的。啊！你為什麼不用手，要用

腳開門？ 
金花：什麼別人家？這裡就是我家，我就是陳金花。手喔？我的手不見啦！ 
（將身上披著的披風甩落） 
秀枝：你就是陳金花？你的手真的被捕鳥人吃掉了？阿娘喂…… 
（秀枝昏倒） 
金花：欸！醒一醒啊！這下麻煩了。 
（燈暗，演奏音樂「思慕的人」，代表金花念念不忘的人，同時也是劇中

的關鍵人物「捕鳥人」即將出場） 
 
 
第四幕 
 
（燈亮，兩人在金花家中聊天，青鳥標本在後方，音樂漸收） 
秀枝：對啊，我第一次來你家的時候還嚇到昏倒了呢！真是沒用。 
金花：不會啦！是我嚇到你了，本來只想跟你開個小玩笑的，沒想到…… 
秀枝：那……金花，你要不要回來學校上學啊？ 
金花：回學校？不用啊，你看，我爸爸留下來的書這麼多，我一輩子也看

不完呢！而且，我希望以後變成一個像他一樣偉大的博物學者，所

以我希望可以用更多的時間來好好研究我爸爸留下來的這些書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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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本。 
秀枝：你爸爸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呢！結果被大家叫作捕鳥人，還說他

會吃人，真是令人生氣！ 
金花：其實我很喜歡捕鳥人這個外號啊，我爸爸一定也很喜歡，他本來就

很喜歡去捕鳥跟抓昆蟲了，像這個青鳥的標本，就是我爸爸帶回來

的喔！對了，我有沒有跟你說過這個青鳥標本的事？ 
秀枝：沒有耶！ 
金花：嗯，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時候，我才八歲，我爸爸剛從南洋打

完仗回來…… 
（下音樂「思慕的人」，金花的爸爸右舞台進場，金花裝上雙手，走到後

方青鳥標本前，秀枝轉頭看著後方兩人） 
爸爸：金花，你看，這是我這次從南洋帶回來的標本，你喜歡嗎？ 
金花：哇！好漂亮喔，多桑…… 
爸爸：要說「父親」，你要記得我們是漢人，不是日本人，要說中國話，

不要說日語。 
金花：是，「父親大人」，這是什麼鳥啊？是你上次抓到的天堂鳥嗎？ 
爸爸：不是，這比天堂鳥還珍貴，當地的土人叫他「青鳥」，據說可以給

人帶來幸福呢！ 
金花：青鳥？真的可以給人帶人幸福嗎？他可以讓媽媽從天堂回來我們身

邊嗎？ 
爸爸：金花，爸爸告訴你。媽媽一直在你身邊啊，她一直在看著你，照顧

著你，而且還同時照顧很多無家可歸的小孩，你應該要替你自己感

到驕傲才對。 
金花：我懂了，爸爸。 
爸爸：然後啊，當地的土人告訴我，只要能找到一個願意為了我們付出一

切的人，青鳥就會活過來，並且實現我們所有的願望，讓我們永遠

幸福。 
金花：怎麼可能嘛！誰會那麼傻，願意為了別人付出自己的一切啊！那些

土人根本在騙你嘛！爸爸。 
（爸爸摸著金花的頭） 
爸爸：傻孩子，我知道有誰願意為了我們付出一切。 
金花：真的？爸爸你快告訴我是誰？ 
爸爸：金花，那個人就是…… 
（空襲警報響起，伴隨著炸彈爆炸聲，背景投影轟炸機投炸彈的影片） 
爸爸：糟了，中國跟美國的空軍來轟炸這裡了，我們快去附近的防空洞躲

起來！ 
（爸爸拉著金花，走沒幾步傳來劇烈爆炸聲） 
爸爸：金花，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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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撲倒將金花壓在身下，燈暗） 
金花：好痛喔，爸爸，你在哪裡？爸爸，我好痛，爸爸，你在哪裡？嗚嗚…… 
（下音樂「出征軍士送別歌」，在此象徵著無論歌頌起來多美好的戰爭，

都是愚蠢與可怕的，音樂先強後弱） 
（燈微亮，青鳥已消失，探照燈打在金花身上，爸爸躺在一旁，金花醒來，

手已經不見了） 
金花：爸！爸！你怎麼了，我的手？好痛！救命啊，爸！我的手呢？爸，

你快醒來，快醒來！救命啊！誰來救我們…… 
（燈暗，音樂再強） 
 
 
第五幕 
 
（音樂漸收，燈亮，阿牛跟阿肥躲在房子外。秀枝跟金花在屋內） 
阿肥：阿牛，你看，秀枝又進去好久了耶。 
阿牛：我知道，我有長眼睛。可惡，自己偷偷跑來捕鳥人他家，都不跟我

們說。還好我夠聰明，偷偷跟蹤她好幾天了，嘿嘿。 
阿肥：阿牛，你笑起來好變態喔。 
阿牛：閉嘴，你看我帶什麼東西來？ 
阿肥：是木炭、稻草跟番仔火耶！阿牛，你要烤肉喔？ 
阿牛：拜託，你可不可以聰明一天讓我看一下。我是要用這個生火，把他

們從屋子裡面嚇出來，然後我們就可以偷偷跑進去捕鳥人他家了，

嘻嘻。 
阿肥：喔！阿牛你要放火燒房子，你媽知道會打死你，啊，還有老師也會

打死你。 
阿牛：我媽才不會管我！我家根本沒有人想管我！閉嘴啦！快來幫忙！ 
（兩人放火燒屋子，以紅布代替火，火燒起來） 
金花：所以啊，我爸已經為了保護我過世了。我的手，也是在那個時候炸

斷的。 
秀枝：對不起，金花，我不該問的，又讓你傷心了。 
金花：沒關係，你看，我現在很好啊。對了，秀枝，你知道我爸那時候說

的，願意為了我們付出一切的人是誰嗎？ 
秀枝：拜託，不可能有那種人啦！ 
金花：其實啊，經過這幾年，我差不多懂了，那個人就是……啊？怎麼有

煙味？ 
秀枝：金花！門那邊燒起來了！ 
金花：怎麼會這樣？ 
秀枝：金花，我們快找路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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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轉移到門外面） 
阿牛：死了啦！火燒到我們這裡來了，還越燒越大！咳……咳…… 
阿肥：阿牛，救命啊！要出去的路燒起來了，我們跑不掉了！咳……咳……

嗚嗚，阿爸、阿母，快來救我……咳……咳…… 
（阿肥昏倒） 
阿牛：阿肥！快起來，秀枝、金花，歹勢啦！你們快出來！阿肥，快起來，

咳……咳…… 
（阿牛試圖搬動阿肥，但自己也昏倒） 
（場景轉移到屋子裡） 
秀枝：金花，沒辦法，外面都是火，我們逃不出去了，金花，我很高興認

識……咳……咳……你……咳……咳…… 
（秀枝昏倒） 
金花：咳……咳……怎麼辦？爸爸，咳……咳……我該怎麼辦？ 
（金花看到青鳥標本） 
金花：青鳥！請你幫幫我！咳……咳……我想我懂我爸爸的話了，我願意

為了我的家人付出一切，咳……咳……秀枝是我的家人，請你幫幫

他，咳……咳……拜託，咳……咳…… 
（青鳥動起來，下音樂「花若離枝」，此段音樂以歌名象徵著金花與秀枝

這兩位主角即將分離的命運） 
青鳥：金花，你懂你爸爸的話了？ 
金花：啊！青鳥！青鳥活過來了！是！我懂，我現在完全懂了。 
青鳥：你願意像當初你爸爸犧牲自己救你一樣，為了這個跟你沒有關係的

人付出一切？ 
金花：不！秀枝是我的家人，我當然願意為了他付出一切！我願意為了愛

我的家人付出一切！ 
青鳥：好！上來吧！ 
（金花跟秀枝飄上青鳥的背上，秀枝醒來） 
秀枝：我怎麼在飛？這不是我之前常做的夢嗎？ 
（青鳥載著兩人飛出門外） 
金花：那不是阿牛跟阿肥嗎？青鳥，請你一起救他們！ 
青鳥：我最多只能載三個小孩，而且就算我們先出去再飛回來也來不及

了，所以抱歉了，我無能為力。 
金花：那，青鳥，你放我回去吧！ 
秀枝：什麼！ 
青鳥：什麼？你說真的嗎？ 
金花：青鳥，你會帶幸福給大家對吧！你想，如果我今天看著他們兩個人

在我面前被燒死卻不幫忙，那我這輩子還會感到幸福嗎？ 
秀枝：不要啊！金花！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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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更何況，我已經失去所有家人了，但是你們都還有愛你們的家人在

家裡等著你們呢！我不能讓他們傷心。 
秀枝：金花！我就是你的家人！你不可以丟下我！ 
金花：秀枝，謝謝你，聽到你這句話，我真的很高興。快點，你們的家人

在家裡等你，我的家人也在等我。秀枝，謝謝你。青鳥，拜託你了。 
（金花飄下地面，青鳥飛出去，金花的手從台後出現飛到身上連起來，並

且跟秀枝揮手） 
秀枝：金花！不要啊！青鳥，求求你，快回去救金花！ 
（阿牛、阿肥飄上青鳥背上，往舞台右側飛，火往金花燒過去） 
秀枝：金花！金花！ 
（捕鳥人及其妻子自台後走出，走到金花的身邊，金花驚訝的看著兩人，

並投入其懷抱，之後三人相擁在一起，並且向青鳥飛出去的方向揮

手，燈暗） 
 
 
第六幕 
 
（燈亮，音樂漸收，阿嬤跟孫子在舞台上） 
呆呆：秀枝阿嬤！然後咧？那個金花呢？ 
阿嬤：消失了，火被滅掉後，完全找不到她，也找不到青鳥。 
呆呆：阿嬤！這個故事好爛喔！你以為你在騙小孩喔。而且我才不相信有

人會為了我付出一切咧！像我爸，整天只會講手機，我媽媽整天只

會碎碎唸，煩死了！我才不相信有什麼會帶給人幸福的青鳥咧！ 
阿嬤：呆呆啊！有一天，你會懂的，總有一天，你會懂的…… 
（燈暗，演奏音樂「寶島曼波」） 
（謝幕） 
 
全劇終 
 
 
備註：封面照片為伊朗女攝影師 BahareH BisheH 在伊拉克的孤兒院所拍攝，

一位失去了父母的孤兒表現出對世界的憤怒與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