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3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鼻子不見了 

 
 

 

學  校：宜蘭縣立五結國中 

類  型：國中手套偶戲組 

場  次：第八場(4 月 21 日下午場) 

出場序：  3 

劇  目：鼻子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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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不見了 
 
【創作源起】 

   
心中一直想著一個問題：藝術教育到底能給孩

子們什麼幫助？ 

  五結國中偶戲社的學生全數是家庭功能不彰的

孩子：新住民、經濟弱勢、隔代教養、學習障礙等，

這些孩子犧牲假日以及放學後的時間，在大家都不

看好的情況下(甚至自己看輕自己)，努力練習終於

拿到全國賽的入場卷。透過準備比賽的過程，這些

孩子們看到了改變的可能性，這也是此劇要傳達的

意念：任何事情都有改變的可能，請守護好自己最

重要的東西。 

此劇改編自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家果戈里的短篇

小說《鼻子》，期許能讓學生透過偶戲展演，進一

步領略世界文學作品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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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不見了〉故事大綱：   

 

  有一天早上，村長起床盥洗打扮，往鏡子裡一照，哇！他的鼻子不見啦！這怎

麼可能呢？村長的鼻子到底跑到哪裡去了？村長的鼻子又怎麼會變成議員，在街

上受到人們的愛戴呢？ 

 

第一場： 

理髮師一大早吃早餐，發現麵包裡有一個鼻子，他相當驚愕，他的老婆更是嚇一

大跳，理髮師認得那是村長的鼻子。他怕警察會到他家搜查，急忙出門，想將鼻

子悄悄丟掉，一路一直碰到認識的人，直到遇到警察。 

 

第二場： 

村長清早起床坐在鏡子前，想要好好打扮一下，卻發現自己的鼻子不見了，他平

日光鮮亮麗，受人景仰，如今沒有鼻子怎麼見人，於是出門要找警察求助。途中，

他看見一輛馬車停下來，下車的居然是自己的鼻子！他的鼻子穿著華麗，打扮成

市議員的樣子，村長開始與鼻子議員對話，鼻子議員感覺莫名其妙，不加理會，

村長只好回到家。 

 

第三場： 

警察到村長的家，告訴他找到鼻子了，並說明此事與理髮師有關，且將鼻子交還

給村長。村長興奮極了。可是，不管村長用什麼方法，鼻子都不能裝回去。而在

此時，村長的女朋友---彎彎小姐來訪了。 

 

第四場： 

彎彎小姐是一位整形醫師，她看了看似乎也沒辦法，她希望村長把鼻子賣給她，

讓她能夠將鼻子泡酒精展示。村長表示：「我怎麼樣也不會賣我的鼻子。」 

失去鼻子的村長，喪失自信，以為彎彎小姐從此不再愛他了。 

 

第五場： 

不久後的某一天，村長的鼻子回來了，他又到理髮師那兒理髮，理髮師瞪著村長

的鼻子，一面理髮一面想確認鼻子是否還在，並叮嚀重要的東西一定要保管好，

別再把鼻子再弄不見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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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不見了 

 

【人物表】 

 
理髮師 

理髮師太太 

村長 

警察 

三姑 

六婆 

鼻子議員(村長的鼻子) 

彎彎小姐 

 

第一場 

1-1 

(理髮師一早起來坐在餐桌前，準備吃早餐。麵包裡竟然有一個鼻子，理髮師極

為驚愕) 

理髮師：好香啊，天啊！怎麼會有個鼻子呢？老婆！老婆！你趕快過來看看啊 

老婆：來了呀！來了呀！(在翼幕內) 

(老婆出場) 

老婆：唉呦，怎麼會有一個鼻子呢？這哪來的呀？ 

理髮師：這…這，我怎麼知道呢？ 

老婆：一定是你幫客人刮鬍子的時候，太大力，就把人家的鼻子給刮下來 

理髮師：那現在該怎麼辦才好？ 

(理髮師一邊說著，一邊將鼻子拿靠近老婆) 

老婆：拿開啦！臭鼻子！臭死了！你趕快想想看這鼻子可能會是誰的啊？ 

理髮師：昨天星期五，啊…是村長的啦！ 

老婆：蝦米，村長的！那你趕快處理掉這個臭鼻子，要不然你等著被抓去關 

理髮師：那要怎麼處理啊？ 

老婆：干我屁事，老娘要去睡回籠覺了 

(老婆回頭) 

老婆：怎麼還杵在這兒！快出去！ 

(理髮師下場) 

老婆：唉！嫁給這種人呀，真是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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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髮師鬼鬼祟祟地走在路上，想要把手中的鼻子丟掉) 

理髮師：唉呦，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怎麼辦？這該怎麼辦才好呢？ 

        哎呀，我得趁警察上門之前，趕快把這個鼻子丟掉才行 

警察：你在那裏做什麼？ 

理髮師：沒…沒…沒…沒有啦，警察大人 

警察：說話吞吞吐吐的，一定有問題。來來來，你來你來。 

理髮師：你你你，你麥來！有客人預約剪頭髮，我先回去了 

警察：果然有問題！哈利，趕快咬住他 

(警察放狗咬人，場上追逐。理髮師的帽子掉在地上) 

警察：哼，喘死我了，這個理髮師跑得還蠻快的嘛。 

(警察撿起地上的帽子) 

警察：唉呦，怎麼會有一個鼻子啊？ 

 

 

 

 

第二場 

2-1 

O.S:就在同一天，村長起床了，他平常就喜歡精心打扮，享受別人對他的景仰，

今天他也如往常一樣，想好好的打扮一下自己 

(村長梳洗打扮照鏡子) 

村長：天啊！我是不是眼花了 

(村長拿起毛巾擦擦自己的臉，然後再照一遍鏡子) 

村長：我的鼻子不見了，我的鼻子怎麼會不見了呢 

(村長打自己的臉，自己真的不是在作夢) 

村長：我不是在作夢。這下完蛋了，我是村長ㄟ，沒鼻子我怎麼選市長啊。不行！  

      我得趕快找警察幫忙才行 

 

2-2 

(村長在警察局門口徘徊，假裝在看報紙) 

村長：這太荒謬了，我的鼻子怎麼會不見了呢？ 

      一直以來，我可是百般呵護我的鼻子，連一顆青春痘都沒長過… 

      唉！進去這個警察局又怎樣？難不成要我報案登個尋鼻子啟示嗎？ 

喔，不！絕不能讓人家發現我鼻子不見了 

路人 A：喂喂喂，那是村長嗎？ 

路人 B：好像是ㄟ，村長你好，村長，哈囉 

路人 A：應該不是村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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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 B：那我們回家吃飯吧 

村長：好險差點被認出來！  

(鼻子乘著馬車進場) 

路人甲：那有個鼻子ㄟ，他穿的衣服看起來像個議員 

路人乙：鼻子議員，好威風啊 

路人甲：真有趣，趕快去跟他握個手吧 

路人乙：好啊，走走走 

路人甲：走走走 

村長：咦，那不是我的鼻子嗎？ 

路人甲：鼻子議員，你好啊 

路人乙：鼻子議員，你好啊 

鼻子：大家好 

路人甲：我們可以和你握手嗎？ 

鼻子：當然可以，只是我沒有手 

路人乙：哇，沒有手ㄟ，好帥唷 

路人甲：鼻子議員果然不一樣 

二人：好帥喔 

(路人握手完下場) 

村長：哎呦，我的天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昨天還在臉上的鼻子，今天居然 

      穿著衣服變成一個議員，天下怎麼會有這麼荒謬的事啊！ 

村長：喂喂，鼻子！ 鼻子！ 

(村長的呼喊，鼻子不理會) 

村長：議員！鼻子議員！ 

鼻子：你有什麼事情嗎 

村長：你難道不覺得奇怪嗎？  

鼻子：奇怪什麼？ 

村長：你知道我是誰嗎？ 

鼻子：不知道 

村長：那你應該知道，你屬於哪裡吧 

鼻子：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村長：我是說…我是說…你是我的鼻子呀 

鼻子：先生，你大概弄錯了吧！我不屬於任何人，我們也沒有任何的關係。 

(三姑六婆上場) 

三姑：那有個鼻子ㄟ，還穿著議員的衣服，好帥喔 

六婆：你們看，那個人沒有鼻子ㄟ，那個樣子看起來好好笑，哈哈哈 

三姑：就是啊，天底下居然有這種事情，哈哈哈 

六婆：就是啊，哈哈哈，真沒想到一個人沒有鼻子，還真是滑稽，哈哈哈 

(三姑六婆狂笑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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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長低頭不好意思) 

村長：哎啊！鼻子又不見了，怎麼辦？對，找警察幫忙 

 

 

 

 

第三場 

 

O.S:報完案後，警察要村長在家裡等消息，等著等著，好幾天過去了 

村長：好端端的鼻子，怎麼會變成議員呢？沒有鼻子我怎麼約會；沒有鼻子我哪 

      有地位；沒有鼻子我還是誰。我還是我嗎？我…我到底是誰？ 

警察：村長先生，你的鼻子找到了 

村長：你說什麼 

警察：我們剛好看到你的鼻子要搭馬車，他還穿著衣服人模人樣的 

村長：我也有看到！只是一轉眼它就不見了 

警察：另外，我們懷疑是你的理髮師偷了你的鼻子，他正在警察局裏頭，我們會 

      仔細的審問他的。諾，你的鼻子在這，現在把它交還給你。 

村長：哇！真的是我的鼻子，真的是我的鼻子耶 

警察：好好地戴著它，別讓它再跑走了，否則要再找到它就不容易囉 

村長：那你趕快幫我裝上吧 

警察：我試看看啊 

村長：你輕一點，輕一點呀，…啊 

警察：我都還沒開始，你在啊什麼 

村長：我好緊張 

警察：安啦，放心交給我吧 

村長：好了嗎？裝好了嗎？ 

警察：不行！裝不上去。你家有膠水嗎？我用膠水黏看看 

村長：我去拿，你等我一下。 

(進屋拿出膠水) 

村長：膠水來了，你快幫我黏上去 

警察：還是不行 

村長：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黏不上去呢 

警察：我看還是要找專業的來處理 

僕人：稟告老爺，彎彎小姐來訪，請問要接見客人嗎？ 

村長：啊，這下完蛋了，你快幫我把鼻子黏好 

警察：彎彎小姐！是那個彎彎醫美診所的醫生嗎？ 

村長：嗯，就是她 

警察：那不就正好，叫她幫你看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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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長：可是，這…這 

警察：沒什麼好可是了啦！快請她進來 

村長：不行啦！不能讓彎彎知道我沒有鼻子啦 

僕人：彎彎小姐你不可以這樣啊，彎彎小姐 

村長：糟了！警察先生，你等一下要掩護我啊 

警察：好，我掩護你 

(警察跑至左舞台) 

村長：你怎麼跑到這邊，不是這邊是那邊 

(彎彎小姐進場，村長畏畏縮縮地遮掩) 

彎彎：我最近都連絡不到你，你是怎麼了？ 

村長：太忙了，就沒時間聯絡 

彎彎：你不知道我有多擔心嗎？還以為你出什麼事了。咦，警察怎麼會在這裡？ 

村長：呃…沒有啦 

警察：呃…對，沒有啦 

彎彎：怪怪的喔，警察不會無緣無故跑到你家，而且你從一開始就不敢正面看我 

警察：妳想太多了，我只是剛好來找村長聊天 

彎彎：一定有問題，我看一下 

(彎彎小姐發現了真相，大叫) 

彎彎：啊！ 

警察：啊！ 

村長：啊！ 

彎彎：怎麼會這樣！ 

警察：怎麼會這樣！ 

村長：怎麼怎麼樣！ 

彎彎：你…你的鼻子怎麼不見了 

村長：我也不知道！ 

彎彎：我是你女朋友，你一定要跟我說清楚 

村長：我…唉，我說個大概給妳聽，事情是這樣子的… 

(一段歌舞 beat it) 

彎彎：原來是這樣，你的遭遇也太荒謬了吧！ 

警察：好喘喔！怎麼聽你說個話腰都快閃到了 

村長：警察大人，你還好吧！你還是先回去休息吧，真的是太辛苦你了 

警察：那我先回去休息了，接下來就交給你自己處理了，祝你順利 

(警察下場) 

村長：彎彎…。 

彎彎：你什麼都別說，我們先進去你家裏面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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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彎彎看著村長的鼻子) 

彎彎：嗯、嗯 

村長：唉呦！到底怎麼樣，彎彎 

彎彎：你這個鼻子想要再裝上去，難喔 

村長：嗄，那這…這該怎麼辦呢？妳趕快想想辦法呀 

彎彎：辦法是有，就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村長：只要妳有辦法，什麼我都同意 

彎彎：那好，你把鼻子賣給我。我用酒精把它泡起來展覽 

村長：喔，不不不，我不賣，我怎麼樣也不會賣我的鼻子的！要賣我的鼻子，還 

      不如不把它找回來 

彎彎：既然你這麼堅決地反對，那我也沒辦法囉，再見 

村長：等一下，彎彎。(溫柔地)彎彎，我問妳一件事 

彎彎：什麼事 

村長：我記得妳說過，妳很喜歡我的鼻子 

彎彎：對啊，怎麼了嗎？ 

村長：妳還說，我的鼻子是妳見過最好看的鼻子 

彎彎：你有話直說，沒關係 

村長：妳還愛我嗎？ 

彎彎：(笑)噗，怎麼突然這樣問 

村長：我…我現在沒有了鼻子，妳還愛我嗎？ 

彎彎：哈哈哈哈，你現在的表情好好笑喔 

村長：我是很認真的問妳…。妳，還愛我嗎？ 

彎彎：我知道鼻子對你來說很重要，它是你的門面、它是你的地位象徵，但我和 

      你交往不是因為你的鼻子 

村長：真的嗎？那妳怎麼會答應和我在一起 

彎彎：我有看見你內在善良的一面ㄚ 

村長：我一直以為妳是因為我的鼻子才和我交往的 

彎彎：拜託！你對自己有自信一點嘛！ 

(村長摟著彎彎) 

村長：喔，彎彎。我好擔心你會離開我 

彎彎：不會的，你放心 

村長：雖然妳說妳不在意我沒有鼻子，但是我自己心裡還是過不了這一關 

彎彎：好了啦！我剛才說要把你的鼻子拿去展覽，是逗著你玩的。你的鼻子，我 

      有辦法可以裝回去，你就別再鬱卒了 

村長：真的嗎？妳可別騙我啊 

彎彎：我醫術高超，這種小手術對我來說，是小 CASE 啦 

村長：OH~YES~我的鼻子有救了！我的鼻子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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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O.S:天下事無奇不有，鼻子終於回到村長的臉上了，而這時候理髮師又要幫村長

理髮了。 

(膝蓋偶村長與真人理髮師上場) 

理髮師：呃…村長先生你好啊 

村長：你好！ 

理髮師：現在可以開始理髮了嗎？ 

村長：當然可以啊 

(理髮師先把大毛巾綁在村長的脖子底下，再把刮鬍膏均勻地塗在村長的臉上) 

理髮師：天啊，你的鼻子 

村長：怎麼了！我的鼻子怎麼了？ 

理髮師：村長，你的鼻子…回來了？ 

村長：嚇我一跳！我還以為我的鼻子又不見了 

理髮師：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村長：前一陣子啊，我的鼻子不知道被誰弄不見了，找很久才找回來，好怕它又   

      不見喔 

理髮師：呵..呵(尷尬)，那就要保管好，別再把鼻子弄不見了呀！ 

(燈暗)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