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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大綱 

「 每一次錯誤，都有它需付出的代價； 每一個行為，都有它背後隱藏的動機。」 

    成績優異的海娜，卻被導師發現在考試時作弊，導師堅持要與家長聯繫，焦急的

海娜該怎麼樣阻止一切？ 

  「最混教師！公然在課堂上打瞌睡！」 

    新聞消息一出，立刻引來了各界的撻伐，因為一段網路上的影片，海娜的導師在

一夜之間變成了人們口中的「不適任教師」，縱使學生們極力的為其辯護，但在媒體

的推波助瀾之下，海娜的導師最終得面臨到處分。 

「我們都對也都錯，卻都不想認錯，而傷害就這樣一天一天的加深。」 

    原來，帶來傷害的是彼此最愛的人；原來，謊言背後隱瞞的是更多的錯誤。海娜

終於明白了，她的選擇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勇敢，也是一種愛，所以我鼓起勇氣，因為我愛你。」 

    母親的勇敢為她生命帶來了新的考驗，而海娜的勇敢則為她的生命帶來了轉機，

不論如何，他們將彼此相伴，一起學習如何「愛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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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對也都錯 

角色介紹： (依出場序) 

老師：單親家庭出身的她，從小就很獨立，為了減輕母親負擔，中學時期就開始打

工，賺取學費，大學畢業之後，因為要就近照顧母親，回到家鄉，從事教職的

工作。儘管因為母親的病情惡化，使得她常需學校與醫院兩處跑，但因為任教

班級的孩子十分貼心、可愛，讓她感到十分溫暖與安慰。只是，越是相處，越

是發現，當中孩子令人心疼的一面…。 

海娜：家中獨生女，在外人的眼中，她是天之驕女，但她卻總顯得鬱鬱寡歡，或許是

因為爸媽對她寄予厚望，但過度期望之下，卻也造成了無形的壓力，甚至做出

傷害彼此的舉動，因此，她的情緒越來越不穩，甚至開始出現偏差的行為。 

學生 A、B、C：海娜的同學，標準的樂天派，是群單純、沒心機的孩子，卻也常因此

闖禍而不自知。 

學生 D：海娜的同學，文靜、乖巧，相較於其他同學，顯得沉穩、懂事。 

海娜母親：家庭是她的唯一，丈夫、孩子是她的生活重心，從小的家庭教育告訴她，

扮演一個襯職的賢妻良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是在這些角色裡，哪一個

才是真正的自己？ 

記者：入行十年，精明幹練的她，總是能帶起話題性的議題，對他來說，新聞的真實

與否並不重要，收視率才是他追求的目標， 

攝影師：充滿幹勁的菜鳥新人，卻在一次次的採訪中，打破了她對新聞工作的憧憬。 

-------------------------------------------------------------------------- 

第一幕  第 1場 錯誤 

場景：教室 

(海娜與老師在教室裡，兩人神情嚴肅) 

老師：為什麼要作弊? 

海娜：(搖頭) 

老師：又是同樣的原因？不行，我一定要讓你媽媽知道。 

海娜：老師，我拜託你不要，我不想讓媽媽難過。 

老師：不想讓媽媽難過就不應該這樣做，雖然我知道你是不得已的，但這樣下去也不

是辦法，我看要根本解決的話，就是要跟你媽媽老實說。 

海娜：老師，求求你，不要說好嗎?老師… 

(鐘響，同學陸續由左舞台進入，兩人停止對話) 

老師：你先回座吧!老師再想想。 

(海娜回座，老師走向講台，拿起調查單) 

老師：各位同學，老師之前有跟大家說，要你們預先上網查關於大學科系的資料，今

天這節課要讓大家填寫大學志願調查單，同學們就利用這節課好好的想想，把

你有興趣的科系填上去，有問題可以跟同學討論，也可以問老師。 

 (同學開始討論，老師於教室來回走動，之後坐在椅子上不小心睡著了。) 

同學 B：你們看，老師在打瞌睡耶！ 

(全部同學看向老師，同學 B故意走到老師面前”比手畫腳”、”搔首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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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 C：哈!好好笑喔!我要拍下來，放在畢業光碟裡。 

同學 D：不要啦!給別人看到不大好!我覺得老師可能真的太累了，不然不會這樣的。 

同學 A：又不會怎樣，我覺得很有趣啊! 

同學 B：就是說啊!你想得太嚴重了。 

同學 C：海娜，你的手機比較好，借我拍。 

(同學 C拿起海娜的手機錄影，同學們嘰嘰喳喳地嬉鬧著，不小心撞到老師的桌子，

老師驚醒，同學們見狀趕緊坐好) 

老師：(自言自語)唉呀!我怎麼睡著了(起身，看看同學)你們都填好了嗎? 

同學們：好了。 

老師：那請後排同學幫我收過來，老師會針對你們所填寫的志願，再另外安排時間跟

你們個別討論喔!(鐘聲響起)同學們，明天見。 

同學們：謝謝老師! 

同學 C：海娜，謝謝你的手機，回去記得把影片分享給我們喔! 

(師生陸續自左舞台出，海娜一個人坐著，若有所思地看著手機，母親自左舞台入) 

海娜母親：海娜！海娜！怎麼沒到校門口呢?我在門口等你很久了 (聽到母親的聲 

音，海娜嚇到，趕緊將手機收起)你剛在看什麼看這麼入神? 

海娜：沒..沒有。 

海娜母親：你這樣，肯定有問題，拿過來我看。 

海娜：媽！(母親將手機搶過) 

海娜母親：這..這不是你們老師嗎?怎麼上課時間在睡覺？難怪你的國文成績會退    

步，就是有這樣不認真的老師，不行，我明天一定要向學校舉發她。 

海娜：媽，你不要這樣！ 

(海娜伸手要拿回手機，兩人拉扯之間碰撞到海娜的手臂，海娜痛得叫出聲音) 

海娜母親：你怎麼了?(媽媽拉住海娜的手，將袖子拉開，發現海娜手上的瘀青)這是

怎麼一回事?誰打你？同學？(海娜搖頭)難道是你們老師？(海娜神色緊張

的看著母親)難怪剛剛打電話給我的時候，講話支支吾吾的，說有什麼重

要的事要跟我談，我看她根本就是作賊心虛！怕你跟我告狀！ 

海娜：不是這樣的。 

海娜母親：不然是怎樣？那你告訴我手上的傷是怎麼來的?說啊! 

海娜：我…我不能說。 

海娜母親：看你這麼害怕的樣子，肯定是你們老師沒錯，像這樣的老師真的不能讓她

繼續留在學校，不然會害了更多學生的，你放心，媽媽一定會幫你出這口

氣的！ 

海娜：(試圖安撫母親)媽，你不要這麼生氣好嗎？ 

海娜母親：好啦!時候不早了，我們先回家，我得好好想想該怎麼做。 

(海娜露出驚慌的表情，不斷的跟母親拜託，母親不理，兩人走出教室，自左舞台出) 

第一幕  第 2場 真相? 

場景：走廊、教室 

(記者與攝影師由左舞台入) 

記者：(探頭張望)快!快!快!趁現在沒人，趕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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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喔好！來，預備，三 ─ 二 ─ 一，開始。 

記者：記者現在所在的地方是聖立高中，在我身後就是游姓教師所任教班級的教室，

根據舉發者提供的影片，游姓教師公然地在課堂上打瞌睡，罔顧學生授教權，

舉發者也指出該名老師涉嫌對學生體罰，造成學生身心受創，針對此部分，校

方表示將會進一步的調查，若事情屬實，必定會給予嚴格的處份，給學生和家

長一個交代。 

 (此時學生們自左舞台入，陸續走入教室，記者見狀，擋下學生進行訪問) 

記者：同學，耽誤一下你們的時間，請問你們是這個班的學生嗎? 

同學 A：是啊!怎麼了? 

記者：可以請你們回答一些問題嗎? 

同學 D：我們要上課，不方便。 

同學 B：沒關係啦!難得上電視，要問什麼你說吧! 

(同學 A.B.C開始整理頭髮、衣服) 

同學 D：不要啦!等一下說錯話怎麼辦？ 

同學 C：不會啦！他不會騙我們的(看向記者)對吧? 

記者：對啦!你們不用擔心，是這樣的，我這裡收到一段影片，裏頭拍攝到的是前幾

天你們導師在上課時打瞌睡的影片，能不能請你們可以說明一下當天的狀況? 

同學 A：我來說，那天我們是在填寫大學志願調查單，剛開始老師有跟我們解說， 

       後來就坐在講桌那，沒過多久就看到她在打瞌睡了。 

同學 B：對啊！我們還在前面拍照老師都沒發現，可見得她睡得很熟。 

記者：那你們老師常這樣嗎? 

同學 D：沒有啦!她媽媽這陣子因為癌症開刀，老師晚上都要到醫院去照顧她，可能是 

        晚上沒睡好，白天又要上班，才會不小心打瞌睡的。 

記者：所以她並不是像提供影片的人說的「教學散漫、混水摸魚」囉？ 

同學 B：當然！我們老師可嚴格的呢！ 

同學 D：她會很認真、用心的準備課程。 

同學 A：我們也很認真、用心的寫作業。 

同學 C：不認真、用心也不行，老師很恐怖的。 

記者：什麼意思？老師會打你們嗎? 

同學 B：我覺得比打還可怕，算是一種精神壓力嗎? 

同學 C：沒錯，如果不認真寫，她就會在午休把我們叫去，然後一直講一直講，直到

我們懂把作業寫完才行。 

同學 B：對啊!打還比較乾脆一點。 

同學 A：是啊!我們老師都這樣(抓起 C的手打下去，C大叫)。 

同學 D：老師說，她這樣打我們，她也很痛，但她覺得我們犯錯，她也有責任，所以

她這樣打就是提醒我們跟她自己，不能再犯了。 

記者：這樣啊！那我知道了，謝謝你們！ 

(學生往座位區走，拿完東西後自右舞台離開，同學 D突然又轉身對記者說) 

同學 D：你會幫我們老師的對吧?她真的是個好老師。 

記者：(微笑) 

同學 D：謝謝您。(同學 D自右舞台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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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看來這老師是很不錯的。 

記者：也許吧!(態度驟變) 

攝影師：那這則新聞你還要報嗎?我覺得就算學生說她好話，但我想網路上的酸民肯

定不會放過她的。 

記者：報啊!為什麼不報？我想除了嗡嗡嗡的新聞，酸民們應該也需要些新話題討論! 

攝影師：那你打算怎麼報導來幫她緩頰呢? 

記者：緩頰?我為什麼要幫她緩頰？ 

攝影師：你剛剛不是答應那群孩子? 

記者：我答應什麼?再說那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只在乎有沒有新聞點，能不能提

高收視率。(攝影師驚訝的看著記者)好了，別發呆了，趕緊回臺裡工作吧!對

了，剛剛那段訪問你知道怎麼剪吧?就學生講到老師上課睡覺、體罰還有什麼

精神折磨的那幾句就好，其他的都刪掉。 

攝影師：什麼? 

記者：怎樣？你有什麼意見嗎？(攝影師搖頭，此時電話聲響，記者接起電話)喂，海

娜媽媽，是，拍得差不多了，您放心，今天晚上的報導您一定會滿意的。 

(攝影師搖頭，兩人自左舞台出，學生自右舞台出) 

第一幕  第 3場 真相！ 

場景：教室、走廊 

(海娜、同學陸續自右舞台入) 

同學 C：(看著手機)這記者怎麼這樣？我明明不是那個意思，怎麼亂剪啊？ 

同學 B：就是說啊!還把我拍得這麼醜！ 

同學 D：喂!那不是重點好嗎？怎麼辦？我們不但沒幫到老師，反而把她害得更慘。 

(同學 A自右舞台衝入) 

同學 A：各位!各位!聽說老師會被學校處份，可能會離職！ 

同學們：什麼？ 

同學 A：是真的啦!我剛剛經過辦公室，聽到裡頭老師們說的。 

同學 B：這樣我們不就沒導師了！ 

同學 C：不行！我們不能讓這事發生，我們去找校長！ 

(同學們自右舞台離場，海娜起身，焦慮地來回踱步，老師自左舞台出，走入教室， 

看到海娜) 

老師：海娜，這節不是音樂課嗎？妳怎麼還在這裡？ 

海娜：老師！(跑向老師身邊)我還以為你不會來學校了。對不起，如果不是因為我，

媽媽也不會看到那段影片，害得你現在要被學校處份，都是我的錯！ 

老師：海娜，不是你的問題，老師是真的有不對的地方，我得負責，不過你放心，老

師不會離開的，只是暫時請假幾天，剛好可以專心的照顧我媽，等學校開會決

定如何懲處後，我就會回來上課了。 

(老師安撫著海娜，海娜母親自左舞台出，在走廊上向教室裡張望著) 

海娜母親：李海娜？現在不是上課時間？你怎麼沒在上課? 

(母親略帶慍色的走入教室) 

老師：海娜媽媽，海娜有事找我，所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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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娜母親：我有問你嗎？像你這樣的老師，根本沒資格跟我說話，再說，新聞都報成

那樣了，我要是你，早就沒臉待下去，自己辭職離開了。 

海娜：媽，該回去的是你吧！你到底又來學校做什麼？事情都弄成這樣，還不夠嗎？ 

海娜母親：是誰教你用這樣的語氣跟媽媽講話？是你們老師嗎？ 

海娜：媽，你可不可以不要把錯都推到別人身上？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自欺欺人？ 

海娜母親：自欺欺人的是你吧!你難道沒看到新聞的報導嗎？你的同學都講了，她就

是個不適任的老師啊！ 

海娜：媽，你跟那記者通電話的時候，我都聽到了，是你刻意要她把老師寫那樣的，

而且我同學也說了，他們原本講的不是那個意思，是記者斷章取義！ 

海娜母親：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我更不懂你為什麼要一直幫她說話？她還打你耶！ 

海娜：打我？你是說這個嗎？(捲開衣袖，露出手臂)還是這個？ 

老師：海娜！怎麼又有傷了？(急忙上前查看海娜的傷) 

海娜：老師，你說得對，我的無聲只是讓我的家人更變本加厲的傷害我。 

海娜母親：你在胡說什麼？什麼叫家人傷害你？家人怎麼可能會傷害你呢？  

(母親伸手要拉海娜的手，但海娜避開) 

海娜：媽，你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這傷…是爸打的啊！從小，只要成績

不如爸的意，他就會打我，那時候，你總是跟我說，爸是為我好，叫我要忍

耐；長大後，這個狀況越來越頻繁，只要他工作回來，心情不好，任何事情都

可以變成他打我的理由，結果呢？你還是跟我說，要我體諒他辛苦賺錢養家，

忍耐一下就好了。可是..我現在再也忍受不了了！你知道嗎？ 

海娜母親：海娜，媽媽是真的不知道你被你爸打成這樣，我以為就像小時候，只是輕

微的處罰你而已，我不知道他下手會這麼重，回家後，媽媽會好好跟爸爸

說的…。 

海娜：夠了！你就是這樣，總是在逃避，就是因為你這樣，所以到後來我乾脆什麼都

不說，可是我真的好痛苦，甚至還想自殺，如果不是老師及時發現，你早就看

不到我了！只是，媽，身上的傷會好，但這裡(摸著心)的傷是很難好的。 

老師：海娜媽媽，其實上禮拜發現海娜自殘後，我就想找您了，可是海娜不願意，她

不想因為自己而破壞家庭的幸福。只是，海娜的狀況真的很不好，除了情緒不

穩外，還會做出像作弊、自殘這種她以前不會做的行為，現在的她真的很需要

我們幫助，尤其是您，您是能改變這狀況的關鍵人物，我知道您是愛她的，所

以我希望您能正視這個問題，幫幫海娜，也幫幫您自己。 

海娜母親：(強作鎮定)你放心，我們的家務事我會自己處理，不用你操心！(轉向海

娜，態度緩和)海娜，等你回家之後，我們再好好談(遞上手上的便當袋)

這是你的餐盒，你早上忘了帶(海娜接過便當袋，母親轉身離開)。 

海娜：媽！ 

(海娜望著母親的背影，心中更加的悲傷，老師輕拍海娜的肩、安慰她) 

老師：我們先去保健室吧! 

(兩人自右舞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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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第 4場 勇氣 

場景：教室 

(老師、學生們陸續自右舞台出) 

學生們：老師！ 

學生 A：老師，你終於回來了，我超害怕我們沒有導師的。 

學生 B：對啊!沒有你的日子真的好不習慣喔! 

學生 D：你們還敢說，要不是你們在記者面前亂講話，老師也不會被罵得這麼慘。 

學生 C：是那個記者亂剪接好不好？我們根本不是那個意思啊! 

學生 B：對啊!我們也是受害者，那個記者真的很過份，就不要被我遇到！ 

老師：被你遇到了會怎樣啊？ 

學生 B：我就…跟他問好啊！哈…哈哈哈! 

老師：好啦!快上課了，趕快坐好吧! 

(同學們陸續回座，海娜突然停住、轉身把老師拉到一旁) 

海娜：老師，媽媽說她決定要為我勇敢一次，雖然會捨不得，但為了我，她已經跟爸

爸協議暫時分居了，至少在我上大學之前，爸爸都不會來干擾我們的生活了。 

老師：海娜，老師知道你很擔心媽媽，我也相信爸媽彼此是相愛的，就像他們愛你一

樣，只是他們用了錯的方式來愛人，這段時間，就當是給他們彼此機會思考、

反省，同樣的，你也在學習，學習著怎樣用對的方式來愛人。加油喔! 

(兩人相視而笑，一起走入教室) 

學生 D：起立，立正！ 

同學們：老師，歡迎回來！  

海娜：老師，謝謝你！ 

學生 D：敬禮！ 

(學生們向老師行禮，老師回禮，並轉向觀眾再次敬禮，幕謝)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