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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前的禮拜三晚上》 

人物： 

爸（阿文）：約五十歲，保險業務。 

媽：約五十歲，家庭主婦。 

弟：二十四歲，家中獨子，研究生。 

舅媽：約五十歲。 

  

場景說明： 

背景為台灣中南部鄉村的家庭。 

舞臺劃分成三區，由左至右分別為廚房、客廳、弟房間。 

廚房內有餐桌、時鐘、瓦斯流理台等常見物品，另有一支電話，一個大儲水箱。 

客廳內有沙發桌椅組、電視、一組辦公桌椅、一支電話、另有一架陳舊的直立式鋼

琴。客廳牆上掛著一本日曆。 

弟房間有床頭櫃、床、電腦桌、衣櫃、書櫃，書櫃旁有個舊行李箱。床頭櫃上整齊放

著一排鋼彈模型，模型與房間內凌亂的書籍和衣物相較之下異常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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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廳與廚房燈亮。） 

（爸入客廳，將公事包丟在沙發椅上。弟坐在客廳的旋轉椅上滑手機。媽正煮晚

餐。） 

爸：又玩手機？ 

(弟抬頭看一眼，回到手機中） 

爸：不會叫喔。 

弟：爸。 

媽：（走到客廳）回來了喔，去洗手，準備吃飯。 

（爸坐下，開電視，電視正播著空難新聞。） 

爸：整天都報這個，連屍體都照出來，沒意思。 

媽：對阿，我都不看新聞，我都看韓劇，看韓國人在那裡罵來罵去，韓國的婆婆對媳

婦在是喔……。 

爸：（搶）沒用的人才在看韓劇。 

（媽走回廚房。弟轉動旋轉椅背對爸。） 

媽：（喃喃）不然我整天在家做什麼？看個韓劇都不行......。 

（沉默。電視新聞播報聲持續響著。） 

爸：（對弟）你今天有出去嗎？ 

弟：沒有。 

爸：那你整天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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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爸：（自言自語）都玩手機就對了。 

（沉默。） 

爸：什麼時候開學？ 

弟：二月二十五。 

爸：幾號上臺北？ 

弟：過完年。 

爸：過完年的幾號？ 

（弟咕嚧幾聲。媽打開抽油煙機炒菜，抽油煙機發出巨大聲響。） 

爸：（大聲）幾號？ 

弟：再看看。 

（沉默，抽油煙機仍哄哄響，爸將電視機的聲音調至最大。） 

媽：（喊）吃飯了喔！ 

弟：（迅速起身）吃飯了。 

（弟走向廚房迅速坐下、爸留在客廳。媽持續炒菜，電視聲與抽油煙機聲吵雜成一

片。） 

弟：（大聲）今天有什麼菜？好香！ 

媽：我再炒個高麗菜，馬上好。叫你爸差不多要來吃飯了。 

弟：蛤？什麼？ 

媽：叫你爸吃飯！ 

（弟沉默。） 

媽：（喊）阿文啊，吃飯！ 

（爸不回應。媽關掉瓦斯爐和抽油煙機，走到客廳。） 

媽：吃飯了！ 

（爸不回應，媽回廚房將菜裝盤。） 

媽：（對弟）你先吃。 

弟：喔。（拿起筷子夾菜） 

媽：啊怎麼只吃菜不吃飯？ 

弟：好啦。（起身盛飯） 

媽：來，好了，蔬菜多吃一點。（喊）阿文！吃飯了啦！ 

弟：（不耐煩，喊）爸！吃飯了啦！ 

（爸將電視關掉。弟嘆一口氣，站起來走向客廳。） 

弟：爸，吃飯。 

爸：嗯。（起身走到廚房坐下） 

（媽正在用力的刷鍋子。） 

弟：媽你不吃喔？ 

媽：等一下，趁鍋子還熱趕快洗一洗。 

弟：先吃啊，吃飽再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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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我先洗鍋子。 

（沉默。） 

（弟幫爸盛飯，端給爸，爸不接。） 

爸：盛飯。 

（弟舉著碗一愣，將飯倒回飯鍋裡，重重將碗放下、拿起自己的碗筷吃飯。媽見狀，

停下手邊工作、洗手、替爸盛一碗飯、遞給爸，再回到水槽前刷鍋子。） 

（爸夾起一塊肉放入嘴裡，咬到骨頭，將骨噴吐出來，口水噴得滿桌都是。） 

弟：嘖！ 

爸：怎麼樣？ 

弟：（放下碗筷）我吃飽了。 

媽：才兩口就飽了？湯有沒有喝？今天是虱目魚湯，魚是我早上到菜市場挑的，那兩

條都還會跳的，很新鮮捏，你喝一點。 

弟：會跳的魚都是加雙氧水的，有毒，新聞有說。 

媽：我去的那攤不會啦，老闆很老實。 

弟：你怎麼知道？也有人說味全很老實啊。 

媽：不一樣啦。 

爸：現在外面沒什麼老實的，老實就不用賺錢了！ 

（沉默。） 

弟：我喝一點。（站起來舀湯，坐下喝湯） 

媽：多喝一點。 

（沉默。） 

（媽將鍋子和鍋鏟洗好，把鍋子扣過來，晾在洗手槽旁。） 

弟：媽你鍋子不要這樣放，洗手臺半夜會有蟑螂，你洗好就放烘碗機。 

媽：可是這個鍋子那麼濕，要烘乾要花很多電費，我晚一點放進去，先給它在這裡晾

乾一下。 

弟：你晚一點要看韓劇，看完就忘記了。 

媽：不會啦。 

爸：什麼不會，跟你講過多少次，廚房蟑螂那麼多。 

媽：啊你不是說家裡電費太貴？ 

爸：烘碗機哪用得了多少電費？當初花多少錢裝的？就用啊！ 

媽：好啦、好啦！放就放。 

（媽將鍋子硬塞到烘碗機裡、卻放不下，調整半天，把一些碗盤拿出來、把鍋子塞進

去，又把剛拿出來的碗盤塞回，硬關上烘碗機，走到餐桌旁坐下，盛飯吃。） 

媽：等今天晚上的碗洗好，再開下去給它烘。 

弟：我喝完湯了！（把碗一放，離開餐桌） 

媽：蔬菜啊，多吃一點，吃完，那個不能放過夜。 

弟：吃不下了。 

爸：男生吃這一點哪裡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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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算了啦，吃不下不要勉強。 

爸：（對媽）你不要這樣寵他！（對弟）吃飽就這樣走掉喔？碗要留給你媽洗嗎？ 

（弟折回，拿起碗走到洗手槽，洗碗筷，洗完碗用力甩水。） 

媽：不要這樣甩，甩到滿地都是水，這樣人家走過去很容易滑倒捏。 

弟：喔。（把碗筷晾在洗手槽旁，離開） 

爸：不是說要放到烘碗機？ 

弟：（折返，打開烘碗機想放碗，塞半天，終於決定把剛剛的碗盤和鍋子拿出又重新

放入，但烘碗機怎麼都無法順利關上。）根本就放不下！這個烘碗機都那麼舊，買

一個新的就好了，現在大的一個一萬多塊而已！而且也比較省電。 

爸：一萬多快塊也是錢，你以為我賺錢很容易喔？ 

弟：就已經放不下了啊。 

媽：所以我才放外面。 

弟：外面蟑螂那麼多。 

媽：那我有什麼辦法？ 

弟：就買一個新的烘碗機嘛，一萬多塊而已。 

爸：那你的筆電不要買，錢來買烘碗機還有剩。 

弟：這樣我很不方便耶！我們上課的時候上網查資料才跟得上，現在哪個研究生沒有

筆電？ 

爸：你不是有手機？手機不能上網嗎？每個月花一千多塊給你辦吃到飽，錢都繳了你

就盡量用啊！ 

弟：不一樣啦，手機和筆電哪裡能比？連學妹都在問我怎麼不帶電腦來上課？丟臉死

了。 

爸：學生窮一點有什麼關係？你就直接說你沒有筆電不就好了？有什麼好丟臉的？ 

弟：你們沒有讀過研究所，不知道啦！ 

（沉默。） 

媽：我今天去菜市場，遇到秀瓊，她在那裡賣高麗菜。 

爸：誰啊？ 

媽：就阿強她老婆，那個阿強，住在國小旁邊，賣肉圓那個。我聽說，秀瓊之前在公

所當約聘，可能選舉完鄉長換人，原本約聘都換掉了捏。（對爸）噯，你跟那個姓

劉的代表不是國中同學？要不然你問問看，聽說圖書館要兩個臨時人員，不然我去

試試看？ 

爸：啊！我不熟啦！ 

媽：他前兩個月不是才來我們家坐？哪裡不熟？ 

爸：那時候要選舉他當然到處坐，現在人家選上了，不會理我們啦！ 

媽：你就打電話去問問看嘛！有什麼關係？反正現在弟弟都這麼大了，我平常在家裡

也沒有事做，去外面賺一點錢也好。 

弟：媽，你以為圖書館那個很好做喔？那個要搬書你知不知道？書很重耶！而且現在

圖書館都已經電腦化了，什麼都要電腦，你又不會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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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我可以學啊，我結婚以前當過工廠會計，電腦剛出來的時候我也有去受訓，要不

是因為你出生要人照顧，我現在喔，說不定已經是主管了捏。 

爸：你那個都已經二十幾年前，都不一樣了啦。不要想那麼多，你就把家裡顧好就

好，家裡蟑螂那麼多，也不掃乾淨一點。 

媽：（氣）家裡蟑螂多又怪我喔？隔壁賣便當的，蟑螂多我有什麼辦法？啊你們兩個

習慣那麼差，吃個餅乾掉滿地也不會掃一掃，飲料弄倒也不擦，蟑螂當然多啊！嫌

蟑螂多習慣又不改，只會在那邊跟我嫌東嫌西！要買烘碗機又沒錢，好嘛！那我自

己去賺嘛！我都已經顧家顧幾年了？你們都可以出去，為什麼我就要負責待在家

裡？奇怪捏！ 

（沉默。） 

弟：就怕你辛苦嘛。烘碗機不要買啦，炒菜之前用水沖一下鍋子就好了。 

（沉默。爸停筷、將碗遞給媽。媽停下碗筷，接過爸的碗。） 

爸：喝湯。 

媽：（對爸）你也吃飽了喔？高麗菜多吃一點啦，這個我今天跟秀瓊買的，說梨山來

的，很貴捏，一顆一百多，要不是被她看到、不好意思，我才不會花這麼多前買一

顆高麗菜。 

爸：我吃飽了，喝一點湯就好。 

媽：你吃飽了喔，那…..弟弟，你吃。（盛湯、遞碗給爸。） 

弟：不要，我吃不下了，你剛才說不要勉強。 

媽：你們都不要吃，我吃好不好？（夾起高麗菜往嘴裡大口塞）我炒那麼好吃，還有

炒培根，你們兩個喔！ 

（沉默。） 

媽：阿強的兒子好像跟我們弟弟是國小同學。 

弟：是嗎？我不記得。 

爸：才幾年就不記得？ 

弟：十幾年前的事我哪記得？ 

爸：一起相處那麼久會不記得？ 

媽：有啦！你們國小不是同班嗎？那個叫鄭……鄭乃……鄭乃什麼的。 

弟：（小聲）鄭乃仁。 

爸：對啦，鄭乃仁，你記得不是嗎？ 

弟：我剛剛想起來。 

爸：他本來就記得，假鬼假怪！ 

媽：想起來就好了啦。 

（弟瞪著爸。媽見狀撫著弟的手臂安撫。） 

媽：好啦、好啦，那個鄭乃仁，上次聽不知道誰說，他退伍準備一年就考上高考，現

在在台南市政府上班。 

爸：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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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阿強好命啦！不過兒子都在上班了捏，啊秀瓊怎麼還在賣菜賺錢？可能兒子賺的

錢也都自己享受，沒有拿回家，唉，都養這麼大了，可憐。 

爸：他們不是還有一個女兒？養女兒也花錢。 

媽： 喔！那個女兒讀音樂系的，彈鋼琴，一年就要花掉不知道幾十萬捏，聽說喔，阿

強本來只做肉圓，後來又去弄一個什麼行動咖啡站，就是因為那個女兒啦。賺的錢

都不夠給她花，以後嫁出去還不是別人的？最不划算的就是養女兒，養兒子還會說

回來跟你看一下，孫子也跟你的姓，女兒喔，最沒用。現在的女生多花錢你知道

嗎？我看那個娛樂新聞，那個韓劇裡面的衣服，一件隨便都要好幾千捏！我想說那

這樣誰會買？啊走出去，年輕一點的都穿那種衣服！女生是能賺多少錢？都拿去買

衣服就好了，最後還不是要跟家裡要？還有那個化妝品和保養品啦，我看韓劇裡面

那個……。 

爸：不要一直講韓劇！韓劇最沒用！韓國人很糟糕，不要看什麼韓劇，無聊！ 

（沉默。） 

媽：就打發時間咩。 

（沉默。） 

爸：要打發時間，蟑螂那麼多，也不把家裡掃乾淨一點。 

（沉默。） 

弟：我去彈鋼琴。 

（弟轉身走向客廳的鋼琴，打開琴蓋、拉出鋼琴椅，拿起一本放在鋼琴上的流行鋼琴

譜，開始彈奏電影《海角七號》主題曲〈無樂不作〉琴簡易版，彈得破破爛爛、出

錯頻頻。） 

媽：好險當初有讓他學鋼琴，要不然，像我們這種，連豆芽菜都看不懂，人家說什麼

貝多芬、莫札特，我們都聽不懂。唉，要不是隔壁的一直嫌說很吵，說不定我們弟

弟晚上練鋼琴，現在啊，說不定都已經是鋼琴老師等級了捏。 

爸：你在說笑嗎？以前叫他練鋼琴，比早上叫他起床還累，我看買鋼琴那十幾萬也是

白花，還有上課的錢。都你啦，說要給他學，後來又說怕他太辛苦不要學了，浪

費！ 

媽：你還說我？自己聽到鋼琴老師說每天要練四個小時才考得上音樂班，馬上就叫他

不用再去上課了不是？ 

爸：不然哩？弟弟繼續學下去，隔壁的不到法院告我們才怪！ 

（爸媽沉默。弟零零落落的琴聲持續著。） 

媽：（壓低聲音）今天有收到弟弟的註冊單。 

爸：喔，多少？ 

媽：註冊費兩萬五，弟弟說開學選完課還要繳學分費，大概還要再兩萬，加上弟弟的

筆電，他是說兩萬五左右。 

爸：所以總共四萬五加兩萬五……，七萬。 

（沉默。） 

媽：國立的還好啦，聽說如果念私立的研究所，一學期光學費都要五六萬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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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嗯。（頓）我等一下出去提錢，你明天去繳。 

媽：好。今年過年包給爸媽多少？ 

爸：跟去年一樣，兩萬吧！要問一下大哥。 

媽：說到你大哥，他去年他臨時買那個泡腳機器，害我們多花好幾千，結果我看爸媽

也用兩個月而已，剩下的時間都放在倉庫堆灰塵。 

爸：泡腳機本來就是冬天在用的，臺灣那麼熱！他要都買來了，總不能說不能算我們

的份，不然怎麼辦？ 

媽：你要去跟他講好，哪有這樣臨時買回來的？ 

爸：唉，好啦，我再看看。那你勒？你那邊今年要包多少？ 

媽：我這邊喔……（陪笑）就是……小妹服裝店剛結束，說……是虧不少啦，最

近……最近手頭比較緊，今年紅包……有點沒辦法，我大姊就說，要不然我們幾姊

妹幫……幫她一下……。 

爸：又幫她？你小妹已經四十幾歲的人，怎麼每兩年就倒一間店？已經是第幾間了？ 

媽：你也不是不知道那個妹夫，就滿腦子只想當老闆，講也講不聽。 

爸：他就是沒有老闆命啊！那麼老實的人，怎麼當老闆？（頓）包多少？給你爸媽

的。 

媽：一萬二。一萬是我們自己的，兩千幫小妹。 

爸：好吧，等一下我跟弟弟的註冊費一起給你，你明天記得去繳。繳錢去郵局，不要

去 seven，seven還要收手續費。 

媽：我知道。噯，你今年年終怎麼樣？領幾個月？哪時候下來？ 

爸：嘖，這兩天經理才在說，今年營收沒有達到目標，也不知道……。 

（鋼琴聲停，爸住嘴。） 

媽：（喊）怎麼不彈了？再彈啊！很好聽捏！ 

弟：我不想彈了，我想看電視。 

媽：再彈一下啦！彈給媽媽聽。我要聽《綠島小夜曲》，不然《恰似你的溫柔》。 

弟：不要，那個都老歌。 

媽：拜託你啦！再彈一下啦！ 

弟：等一下隔壁又打來說太吵，不要，我要看電視。 

（弟坐上沙發，打開電視，仍播著空難新聞。） 

媽：還有弟弟的住宿費，也是開學前要繳。 

爸：多少？ 

媽：一萬三。 

（沉默。） 

媽：在臺北，這樣很便宜了啦，平均下來一個月才四千多而已。弟弟說他有同學不想

住宿的，去外面租房，一個月都一兩萬塊捏。 

爸：那麼貴喔？現在的學生真好命。 

媽：弟弟也算乖，知道要住宿。我們上次去幫他搬東西，你看，那個宿舍那麼爛、床

那麼短，弟弟長那麼高，都忍耐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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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年輕人吃一點苦也好。所以我再給你一萬三，那是多少？ 

媽：就兩萬五、加兩萬、加兩萬五、加兩萬、加一萬二、加一萬三，還有，我這兩天

可能要去買一些年貨，加起來差不多也要十三、十四萬。 

爸：這麼多？你還要買什麼？ 

媽：哪會多？你看嘛，弟弟的註冊費兩萬五、加兩萬學分費，就已經要四萬五了不是

嗎？然後筆電要兩萬五啊，再加你爸媽紅包兩萬、我這邊的紅包一萬二，還有弟弟

住宿費一萬二……。 

爸：弟弟的學分費先不要算，那個可以晚一點，過年以後再說。 

媽：那這樣……那這樣是多少？好，等一下喔，我先……我先寫下來好了。（喊）弟

弟啊！幫我拿紙筆和計算機過來！ 

弟：（喊）喔。 

（沉默。） 

媽：弟弟啊！ 

弟：好啦！（喃喃）不會自己去拿喔！ 

（弟起身撕下一張日曆紙、從書桌上的筆筒裡抽出筆來試寫，連試好幾支。） 

弟：（喃喃）斷水也不丟掉！ 

（弟找到一支能寫的筆，又把斷水的筆全部都塞回筆筒中；翻箱倒櫃終於找到計算

機。接著拿著紙、筆、計算機到廚房遞給媽，媽放下碗筷，接過紙筆。） 

媽：（諂媚）謝謝你。 

（弟不回應，不耐煩的回到客廳看電視。） 

媽：（寫）來，弟弟的註冊費、兩萬五，（按計算機）兩萬五加，加多少？喔，筆

電，兩萬五，加你爸媽的紅包兩萬，我這邊，一萬二，現在是八萬二，八萬二再加

上弟弟的住宿費一萬三，整個學期的，加上去現在這樣是九萬五，還有給弟弟的紅

包，今年要給多少？ 

爸：你覺得呢？去年多少？ 

媽：你問我？不然不要給，我聽秀瓊說，他們那個，叫什麼名字的？ 

爸：誰？ 

媽：就弟弟的國小同學啊。（喊）弟弟啊！你那個國小同學，叫什麼名字？ 

弟：（喊）誰？ 

媽：（喊）秀瓊那個兒子，叫鄭什麼？ 

弟：（喊）鄭乃仁！ 

媽：（對爸）對啦，鄭乃仁……。 

弟：（喊）鄭乃仁怎麼樣？ 

媽：（喊）沒有啦！沒事，你看電視。 

弟：（喃喃）無聊。 

媽：（對爸）今天遇到秀瓊說，她說喔，那個鄭乃仁去年就開始包給她，我們弟弟跟

他同年，還在跟我們領。還是我們今年開始也不要包給弟弟？ 

爸：也好，那你去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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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又要我去跟他說，你真的……算了。去年給兩千，今年也給兩千好了。 

爸：是你自己說要的喔，好吧。那九萬五加兩千，這樣九萬七而已，你剛剛還說要十

三萬多少。 

媽：再加上那個什麼學分費兩萬，不就要十二萬？過年買一點東西，一兩萬也要吧！

還要送禮、還不知道有哪些人過年會來我們家？有小孩的包個八百一千也要吧！以

前弟弟小時候也領過人家的紅包捏！ 

爸：嗯。 

（沉默。） 

爸：也不知道年終什麼時候會發，也不知道會發多少，最近金融保險的股票都一直

掉，今天掉一架飛機下來，他們保險是簽我們公司的，不知道要賠多少。 

（沉默。） 

媽：要不然你打電話給代表，問說圖書館那個。就說，我過年前就可以去上班。

（頓）還好啦，我們房子是自己的，貸款只剩一點，弟弟都已經唸研究所，我去做

兩年，我平常打掃連櫃子、書桌都在搬了，幾本書而已。 

爸：（頓）我打電話問問看。 

（爸放下碗筷，拿起廚房電話機話筒，撥號。） 

弟：（喊）媽！媽！ 

媽：（喊）怎麼樣？ 

弟：媽你快來看！ 

媽：看什麼啦？（起身走到客廳） 

弟：不是啦，你等一下，右邊的跑馬燈。（頓）有了有了！你看名單，那個不是阿華

阿姨嗎？ 

媽：唉喔！真的是捏！廖錦華，連字都一樣捏！這是什麼？死者名單喔？不可能，阿

華阿姨怎麼可能坐那個飛金門的飛機？同名同姓而已啦！ 

弟：是嗎？ 

媽：對啦，看你這樣，要不然我打電話問。 

（媽拿起放在客廳的話筒，爸與代表的對話播放出。） 

爸：（電話中）是是是！就是那個圖書館，聽說有在找人，我老婆想試試看……。 

（媽掛上話筒。） 

媽：你爸在講電話，我等一下打。不會啦，同名同姓而已。我先去收廚房。（喃喃、

憂心忡忡）應該不會啦，不會吧？阿華怎麼會沒事到金門去？不會啦！ 

（媽走入廚房，爸仍在講電話。媽不安的走來走去。） 

媽：你是講完沒啊？ 

（爸對媽比「噓」，繼續講電話。） 

媽：（喃喃）不會啦。去金門幹什麼？金門冬天冷得要命，要去玩也不是這個時

候……。 

爸：（對電話）好，那我知道了，小劉，謝謝你啊！啊不對，現在要叫你代表，劉代

表，謝謝你，別這麼說、別這麼說，應該的，沒有，就是小孩都大了，女人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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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工作，見見市面也好。不會，當然，是，那先這樣，再見。（掛上電話、對媽）

你是怎樣啦？ 

媽：講半天！等一下再跟你說，我要用電話。 

（媽拿起廚房話筒撥號。爸拿起碗喝湯。） 

媽：媽，我阿純啦！對啦！我有看到新聞，有看到阿華的名字……（鬆一口氣）喔！

我就說不是嘛！有兩個人打電話去問了喔？哈哈哈！沒有啦，想說看到還是問一下

啦。好啦。會啦、會啦，我們過年一定會回去……初二一早就回去，沒問題，中午

就在你們那邊吃。好、好、好，啊那個......爸感冒有沒有比較好？有喔？有就好

了，不用啦，我不用跟他講，不用、不用、（大怒）不要！我才不要跟爸講電話！

我們沒什麼好講的！（嘔氣、小聲）好啦，嗯，自己照顧好，嗯。 

（媽掛話筒，坐下，深呼吸。） 

爸：怎樣？ 

媽：弟弟在死者名單看到阿華的名字，嚇死我了。 

爸：哪有可能，想也知道，阿華怎麼會坐飛機到金門？ 

媽：對啊，哪有可能？ 

（沉默。） 

媽：跟代表講得怎麼樣？ 

爸：（搖搖頭）他說那兩個是志工，沒有錢的，每個月還要繳兩百塊，說是保險費。 

媽：沒錢拿，還要繳錢喔？ 

爸：就志工啊。 

媽：（拿起碗筷，繼續吃飯）要不然……要不然今年不要買蘭花，蘭花買來擺著而

已，擺沒兩個月，盆子賣回去只有一兩百，陽臺都已經堆到幾十棵了捏。 

爸：不買蘭花哪裡像過年？不行，蘭花要買。 

媽：要不然給弟弟的紅包……他都已經這麼大了……。 

（爸媽看了一下客廳，沉默。） 

媽：（幽幽的說）算了啦，再給也是兩年，等研究所畢業，他就要自己負責了啦。 

爸：嗯。 

弟：（喊）媽你問了沒啊？ 

媽：（喊）不是啦，同名同姓而已。 

弟：喔！ 

（沉默。） 

媽：要不然……要不然……。 

（爸突然放下碗，抓住自己的胸口，一副痛苦貌。） 

媽：怎麼樣？ 

爸：逆流。 

（媽放下碗筷，起身，舉起茶壺與杯子倒水、將水遞給爸，爸從口袋中拿出幾粒藥丸

吞下。） 

（媽搖搖水壺、起身到水箱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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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沒水了捏。（喊）弟弟啊！弟弟！ 

弟：幹嘛？ 

媽：來，去幫媽媽買水。 

（沉默。） 

媽：弟弟啊！ 

弟：喔！（起身走到廚房） 

媽：（掏錢）來，這個二十塊給你，你去加水站裝一下，騎車去。 

弟：喝水龍頭的水就好啦，幹嘛要另外去買山泉水？ 

媽：你爸就說水龍頭的水煮起來有味道，他喝不下去嘛。 

弟：哪有差？之前新聞不是都說，那種山泉水裝水站的水都是抽地下水的，根本就更

髒。 

媽：我們去的那家不會啦，那個機器外面有貼認證的。 

弟：現在哪裡有什麼認證可以相信？都騙人的。（喃喃）浪費錢。（拿著水箱下） 

媽：有比較好嗎？ 

（爸點頭。） 

媽：吃東西不要那麼急，油的少吃。 

（沉默。媽拿起碗筷吃飯。） 

媽：不然……不然我去 seven打工？ 

爸：不要，鄰居都認識，被看到不好， 

媽：有什麼關係？我靠自己的力氣賺錢捏，又沒有做壞事。 

爸：不好啦！ 

媽：家裡錢就是不夠啊！ 

爸：（略兇）我就跟你說錢不夠的事情我來想辦法，其他的你少唸一點好不好？女人

家意見那麼多是要做什麼啦！ 

（弟上、撞見兩人衝突。沉默。） 

弟：忘了拿安全帽。（拿安全帽） 

爸：（從口袋掏出一百塊）你順便幫我買一包藍色七星，剩下的給你。 

弟：（接過錢，放入口袋）嗯。 

（弟下。） 

爸：我們像他這個時候，都已經工作好幾年，還要養弟弟妹妹。 

媽：時代又不一樣，現在出去都起碼研究所起跳，你不能這樣比。 

爸：他研究所出來還要當兵，當完兵都二十五了。我們生他的時候也才二十二、三

歲。 

媽：不一樣啦。 

爸：（兇）有什麼不一樣？現在年輕人就是這樣，都多大了，還賴在學校裡不出來工

作，伸手跟爸媽拿錢！ 

媽：你一定要講那麼難聽嗎？兒子也是你生的，你都沒有責任嗎？整天罵，還不如好

好想想他接下來要幹嘛？（喃喃）說不過人家就只會大聲，奇怪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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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兩人嘔氣一陣。） 

媽：不然叫他去考公務人員，過完年就開始補習。聽說只要繳五萬就可以上那個什麼

保證班，補到考上為止。不過說回來，如果弟弟半年就考上，那不是很虧？人家五

萬上一年課，我們花那麼多、才上幾個月？ 

爸：你是在講什麼啦？ 

媽：（笑）就真的吃虧啊！我們弟弟國小的時候成績比秀瓊那個兒子好不是？他考一

年，我們弟弟考半年就好了，不是嗎？ 

（爸笑，笑完，兩人沉默。爸將碗拿起，遞給媽。） 

媽：喝湯？ 

爸：嗯。                                                     

（媽放下碗筷替爸盛湯。） 

媽：（邊盛湯邊說，憂心忡忡）弟弟去讀那個社會研究所，平常也不回來，寒暑假一

回來就關在房間裡，問他到底在研究什麼也不講。論文有沒有在寫都不知道、以後

要做什麼都沒有規劃。他從小就這樣，做什麼事都不讓我們知道，什麼都不講，他

到底有沒有朋友啊？也沒看過他邀誰來家裡玩，也沒有交女朋友，也不知道要哪時

候結婚？（遞湯給爸） 

（沉默。爸喝湯、媽坐下吃飯。） 

媽：想一想，也還早啦，現在年輕人，薪水低、房子又那麼貴，要結婚也要先有錢。

很多人都晚婚啦，像我二姊那個兒子，不是也到三十六才娶？ 

爸：那個喔，生第一胎都三十八了，高齡產婦。 

媽：噯，你有沒有看到新聞，好像前幾個月的，說高齡產婦都要做羊膜穿刺，結果，

有個人做一做，感染細菌死掉捏。 

爸：有，我記得。 

媽：好可憐。 

（沉默。） 

（弟上，艱難的把水箱放下，站到餐桌旁。） 

弟：（掏出一百塊給爸）seven說藍色七星賣完了，錢還你。 

爸：那錢你先拿著，明天幫我買。 

弟：（將錢收入口袋）喔。 

（沉默。） 

弟：我可以去打工。 

爸：什麼？ 

弟：我可以去 seven打工，現在時薪都有一百一，做一個下午就有快五百。 

媽：不要吧，你還在念書，放假回來就好好休息，不要想那些，趕快把論文寫完、趕

快畢業。 

弟：還好啦，去那裡也只是幫人家結帳、搬東西，反正我每天在家裡也都沒有事做，

等開學再辭掉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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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嗯，去打工也好，人生經驗，錢其次，就是學個經驗，知道人家大企業是怎麼經

營的。 

媽：我看不要，都已經讀到研究所了捏，去做那種時薪的工作不太好。我看這樣，有

那種吃到飽的公務人員補習班，要不然我們幫你繳錢，你開始去補習。 

弟：為什麼？我才不要，我不想當公務人員。而且那個補習費那麼貴。 

媽：貴不是問題啦，要不然你畢業了也是要工作啊、結婚也要花錢，生小孩也要花錢

啊。不然你畢業以後要做什麼？ 

弟：我不想考公務人員，我想念博士。 

爸：念博士？念什麼博士？ 

弟：我們系上的博士啊。不念博士的話，要先當兵耶。 

（沉默。爸把碗中剩下的湯一飲而盡。） 

媽：好啦，你去打工也好。 

（沉默。） 

弟：那我去問。（轉身） 

媽：出去穿多一點啊！加個外套！ 

弟：（喊）不用啦。 

（弟下。） 

媽：（喃喃）穿那麼少。 

（沉默。） 

爸：喔對！二妹說去日本玩，帶個蛋糕回來送給我們吃，放在我的包包裡，你去幫我

拿來。 

（媽放下碗筷，起身走到客廳，從公事包裡拿出一盒包裝精良的日本蛋糕，回到廚

房。） 

爸：說吃不完要冰。 

媽：喔！那麼好喔，去日本玩。好漂亮捏，應該很貴喔。 

爸：我沒問，應該很貴。 

媽：她也好命，小時候給你們這些哥哥姐姐養，沒吃到苦，結婚以後不生小孩，現在

每年都出國玩。你以前對她這麼好，幫她繳學費和住宿費，她現在出國都不會跟我

們邀一下。 

爸：人家邀我們我們有錢去嗎？講這些，啊都送我們蛋糕了。 

媽：你這樣講？我們剛結婚的時候，她來住我們這裡一兩年，白吃白喝那麼久，現在

就一盒蛋糕。 

爸：你真的無聊。自己的小妹，幫一下忙是會怎樣？ 

（沉默。媽放下碗筷，拿起蛋糕盒。） 

媽：這個要怎麼開？我看一下喔，應該是從這裡……。（停住）等弟弟回來，我們一

起開來吃。（放下蛋糕盒） 

（媽站起，開始收拾桌上東西。） 

媽：我不要吃好了，留給弟弟。老了，代謝慢，最近又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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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胖有什麼關係？又不是要去討客兄。 

媽：（怒）嘖！（起身燒開水） 

爸：來喝一點啤酒好了，冰箱還有嗎？ 

媽：那麼冷還喝啤酒？你剛剛才在胃食道逆流，現在又要喝！而且你那個膽固醇和血

壓都已經那麼高，你如果中風是苦到我你知不知道？要幫你擦背、清大小便，到時

候喔，我乾脆把你用枕頭悶悶死好啦。 

爸：好、好！不要一直唸，整天唸不完。 

媽：我又沒有亂講，你也不看看你那個肚子，多大，自己也不知道注意一點！還喝

酒？你腰子已經不好了，尿個尿臭得要命、都是泡，還吃！ 

爸：兩口而已，不會怎麼樣啦！ 

媽：你喔！（到冰箱拿出一罐台啤、打開、倒到玻璃杯中、遞給爸。） 

（沉默。爸接過喝下，刻意吞得大聲，吞完後冷冷看媽一眼。） 

（開水滾，茶壺笛聲大作，媽將瓦斯爐關掉，茶壺笛聲停止。媽整理桌面、洗碗。） 

媽：（幽幽的說）弟弟如果真的要念博士，畢業都要三十歲了，還有好幾年，你自己

的身體，自己要注意。 

（爸突然覺得有點慚愧，放下杯子。） 

（弟上，進廚房。） 

弟：他們說現在只缺大夜班的。 

媽：大夜班的？那是幾點到幾點？ 

弟：晚上十一點到早上七點。 

媽：那不好。 

弟：現在放假沒關係吧？我就白天睡覺就好了，而且他們說晚上客人很少，過十二點

又有很多即期品可以吃，很輕鬆，晚餐也省了，不用擔心。 

爸：他們找不到人做，當然都跟你說好的，你知不知道搶劫都在大夜班？ 

媽：對啦，你如果遇到搶劫怎麼辦？而且即期品吃了對身體不好，不要去啦。 

弟：應該不會吧，我們這種鄉下地方！而且我這麼高，人家一看到就怕了。 

爸：不准！你有時間就去補習，準備考公務人員，不要想那些有的沒有的！ 

弟：我不要考公務人員！ 

爸：我不管你，反正你就趕快先把論文寫一寫，寫完就去當兵，當完兵就去考試，要

不然你讀社會所出來能幹嘛？我看你們那個教授也很有問題，不好好教書，整天在

街上抗議、三天兩頭上政論節目，自己跟我們年紀差不多，還一直罵我們這一代，

說什麼我們是既得利益者，講那些話，亂七八糟。 

弟：教授又沒有講錯，你們一天到晚說年輕人是草莓族，也不想想看自己是什麼樣

子？我們到底做錯什麼？平白無故就被你們罵，莫名其妙！ 

爸：說你們是草莓族有錯嗎？你看看你，已經幾歲了？每天這樣晃來晃去，叫你準備

一下未來出路，你這個也不要、那個也不要，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工作有多辛苦？

我每天被業績追著跑，要看上司臉色還要看客人臉色，你以為我為了誰啊？為我自

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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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唉喔，你沒事講這個幹嘛？弟弟都說要去打工了......。 

弟：（搶）對啦！都我們不對啦！你們賺錢的就最了不起啦！你們說的什麼都對啦！

好嘛！要不然我現在就搬出去，以後我靠我自己可以了吧！ 

媽：欸你這樣對你爸講話，你爸有高血壓你是不知道嗎？你要氣他氣到中風才甘願是

不是？ 

爸：兩三句又扯到我中風，你真正是……。 

媽：（兇）你們一個身體不好還整天喝酒、一個不會想，我念兩句就不高興擺臉色給

我看，都一樣啦！你們只顧自己，有顧過我嗎？ 

爸：我教訓弟弟，女人家插什麼話？弟弟這麼沒用，都給你寵出來的啦！ 

（弟用力拍一下桌子，衝回房間、開燈、開始將衣櫃裡的衣物往行李箱塞，弄得砰砰

響。） 

（爸、媽聽到弟房間傳來的聲音，相視一望，媽前往探查，爸一副不在乎貌。） 

媽：你幹什麼。 

弟：我說了啊，我要搬走。 

媽：搬到哪裡去？ 

弟：隨便啦！你還擔心啊？我走不是最好？我走你們就好啦！就自由啦！ 

（沉默。） 

（弟將衣褲塞進行李箱後，開始珍惜的把床頭櫃上整排的模型一個一個放進行李箱，

動作也因此變慢很多。當弟好不容易將所有模型放進行李箱後，卻發現扣不上行李

箱蓋，又小心的把模型拿出來，抽出幾件衣服、重新扣上行李箱，再扣不上，開始

喃喃自語「要不然這一件不要帶好了……。」並重複抽出衣褲、拿回與放置模型的

動作。） 

（媽實在看不下去，上前幫忙。） 

媽：你東西不能這樣放，衣服要摺好，（拿起丟在床上的衣物，將衣物折成方形）這

樣行李箱空間才夠，都已經住外面住那麼久了，東西也不會收。 

（媽將模型拿出。） 

媽：模型的空隙要塞小件的衣服，這樣才不會斷掉。 

（爸走到弟房間，父子倆楞在一旁看著媽人收拾弟的行李，有點不知所措。） 

（媽收拾半晌，終於將所有東西都塞進行李箱。） 

媽：（對弟，指著行李箱一側）來，你先把這邊壓著，用力壓，我來把拉鍊拉起來。 

弟：不行，這樣壓那個鋼彈的手會斷掉。 

媽：不會啦，我在縫隙裡面有塞襪子和內褲，撐得住。 

弟：我那些模型很貴，都是花好幾個月才組起來的，不要這樣冒險。 

媽：好！要不然你來用，看怎麼樣最好，能把拉鍊拉起來。 

弟：你走開，我看看。（將行李拉上）你看，這樣不就拉上了？ 

（沉默。） 

弟：那……我……我要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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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你連離家出走行李都要你媽來收行李，這樣還要搬走？你今天晚上住哪裡？住到

阿嬤家住？要不要我先打電話跟阿嬤講一聲？ 

（弟怒氣爆發，發狂般的將桌上的電腦、文具、書本全掃到地上。） 

媽：你幹什麼？幹什麼？ 

（媽想上前阻止，卻被爸拉住。） 

爸：就讓他丟啊，我倒是想看看他能怎樣。 

弟：你們兩個出去！出去！都出去啦！（推爸媽） 

（爸媽被猛推出弟的房間，弟摔上房門，繼續摔東西。） 

爸：你有辦法就走，最好不要回來，這樣我們還省掉很多麻煩，不過我看你啊，沒那

個膽！ 

（弟將電腦用力砸向房門，門後爸媽嚇到，往後一退。） 

（沉默。） 

（房間內，弟將頭埋在懷中，坐在地上，縮在門後哭泣。） 

媽：都你啦！還講？ 

爸：又是我？你看他那什麼態度？還推我們，不肖子耶！ 

媽：好了啦！走啦！ 

（媽將爸半推半拉的拖近廚房，兩人在餐桌邊兩相視對坐，無言以對。媽起身，繼續

整理晚餐後的殘羹與髒碗盤。弟在房間裡持續哭泣，忽然心中一橫，將房門上鎖，

從衣櫃裡拿起一條皮帶、圈出環狀、一邊套上自己的頸部，另一頭纏繞在門把上，

卻怎麼卻都無法將皮帶另一頭固定在門把上，便甩開皮帶、放棄自殺，繼續哭泣與

顫抖。） 

媽：現在幾點了？啊！九點多了，韓劇做了，我要去看。（放下手邊工作，走到客廳

坐下，打開電視後拚命轉臺。爸跟著起身，將廚房的燈關暗，走到客廳，在媽身旁

坐下。） 

媽：遙控器的數字按鍵都壞掉，每次都要這樣一臺一臺轉，麻煩得要命，你會不會修

啊？ 

爸：（欲接過遙控器查看）我看看。 

媽：（縮手）等一下啦！等我轉到，我看喔，龍華戲劇臺，好了，啊！昨天預告那個

媳婦跟婆婆的對罵快要罵完，我錯過了啦！只能等到明天中午看重播。（放下遙控

器） 

（電視機傳來韓劇婆媳對罵的聲音，韓劇中的角色講話都情緒飽滿、義正辭嚴。） 

爸：這是在做什麼？ 

媽：就是啊，剛剛那個老的是婆婆，年輕的是媳婦，媳婦就是女主角啦，婆婆和媳婦

兩個不合。 

爸：為什麼不合？ 

媽：啊婆媳本來就會不合啊！ 

爸：不合總有原因吧！你跟我媽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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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反正就不合啦！你那麼想知道不會打電話去問編劇喔？煩死了。結果那個兒子，

就是媳婦的老公，現在這個男的（指），他就是老公，他很沒用，只會幫媽媽講

話，一直叫媳婦忍耐，完全不管她，很可憐。 

爸：兒子媳婦孝順爸媽有什麼好可憐的？ 

媽：你不懂啦！ 

（沉默。電視轉了一個場景，傳來一個人哭訴、另一人安慰的聲音。） 

爸：這個年輕人是誰？ 

媽：這個是那個媳婦上班公司的同事，他從一開始就暗戀那個媳婦，最近知道媳婦婚

姻不幸福，開始關心她。 

爸：搞婚外情喔？什麼跟什麼？教壞囝仔大小！白痴。 

媽：才不是，那個老公也是壞人，以前調查到那個媳婦家裡有一大片土地，很值錢，

所以甩掉自己原本的女朋友，把她追回去。 

爸：什麼......韓劇都這樣？誰會看啊？ 

媽：你真的很吵捏！不想看就不要在這裡，你去國小走操場啦！去動一動，快點！不

然你去看你的小說啊！你這個時候不是都在看什麼三國演義？ 

（沉默。） 

（電視中傳來激烈爭吵聲。） 

爸：那這個男的是誰？幹嘛跟男主角吵架？ 

媽：他是那個媳婦的哥哥，也是那個老公的研究所同學，以前他們兩個男生常常一起

去釣魚，所以那個老公才會知道土地的事情，才追……。 

爸：（搶）才追他妹妹，娶回去當老婆就對了。 

媽：對！ 

爸：他們講那個商場要開發是什麼意思？ 

媽：噓！我要看這裡，等一下……。 

（電視傳來大吵、摔東西聲音。） 

爸：所……所以哩？ 

媽：就那個土地......政府要開發商場怎麼樣的，那個哥哥好像發現當初他娶自己的妹妹

真正的原因，很生氣。 

爸：去！這有什麼好看的？沒營養，浪費時間！ 

媽：你真的很煩，吵死了，去運動啦！ 

（爸住嘴。電視機裡又傳來浪漫音樂。） 

爸：這個年輕的妹妹怎麼會跟那個媳婦的哥哥抱在一起？ 

媽：她喔，她可憐啦，從小爸媽都死掉了，給外婆帶大的，現在幫建商工作，專門色

誘田僑仔，騙他們便宜賣土地。不過，這次她好像有點不小心愛上那個媳婦的哥

哥。 

（沉默。電視傳來年輕女生與一位陰險中年男子以韓語爭吵、配上陰森配樂的聲

音。） 

媽：你看，那個女生在跟建商老闆吵架，她開始不想要騙那個哥哥的土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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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嗯。 

（沉默。） 

爸：這是第幾集？ 

媽：上上禮拜三開始播，這應該是第……第九或第十集了，不確定。 

爸：都這時候做喔？ 

媽：一到五晚上九點，中午重播。 

爸：這齣叫什麼？ 

媽：《粉紅紫羅蘭復仇記》。 

（沉默。爸媽看韓劇看得興致勃勃。電視持續傳來韓劇聲響。） 

（房間裡，弟緩緩站起，環顧凌亂不堪的四周，嘆一口氣，呆立片刻。弟想了想，把

倒在門邊的行李打開，逐一仔細檢查自己的模型，確認所有模型完整無缺，又一一

將模型放上床頭櫃，仔細的擺好。接著，弟走向倒下的電腦，將電腦和主機立好，

一一接上線材與電源，坐在電腦前，按下開機鍵。待開機完成，弟開始操作電腦，

電腦中傳出日本色情片的呻吟聲，弟看得血脈噴張，脫下褲子，一手撫著鍵盤，一

手開始手淫。） 

（廣告時間，媽站起。電視機傳來「投資基金有賺有賠……投資前請詳閱公開說明

書」聲響。） 

媽：都忘了，你剛剛那個蛋糕，說要等弟弟回來吃的。 

爸：喔對喔，可是……現在喔？ 

媽：（喊）弟弟啊！弟弟！ 

（弟正在自瀆，聽到媽的聲音，嚇了一跳，連忙將褲子穿起、影片暫停。） 

弟：（喊）幹……幹嘛。 

媽：你要不要吃蛋糕？ 

弟：什麼蛋糕？ 

媽：你小姑姑從日本回來，說帶蛋糕要來給我們吃，你要不要去？ 

弟：喔……日本蛋糕喔？（喃喃）日本蛋糕……（喊）好啊，那我去吃。 

（弟站起，將衣褲稍微整理一下，打開房門，走向客廳。） 

弟：蛋糕在哪裡？ 

媽：在廚房桌上，你去拿過來，我們一起吃。 

弟：喔。 

（弟走進廚房，將廚房的燈打開，廚房桌上有兩隻蟑螂正爬在媽尚未收拾完的冷菜

上，包裝精緻的蛋糕禮盒放在一旁，把桌上髒亂的一切襯托得更加骯髒噁心。弟大

叫「蟑螂、蟑螂、蟑螂啦！」，飛也似的逃回房間，摔上門，把模型胡亂塞進行李

箱，隨便抓兩件衣服放進行李箱，將行李箱扣上。） 

（爸媽被弟的叫聲嚇一跳，媽趕緊拿起脫鞋，奔到廚房，把兩隻蟑螂打死，並用衛生

紙把蟑螂包起來，丟到垃圾桶，並把桌上稍微收拾後，走到弟房門外，敲門三

下。） 

媽：（溫柔的喊）弟弟，好了啦，蟑螂打死了，你可以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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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搬著行李箱走出房門。） 

媽：蟑螂死了，好了……你怎麼啦？ 

弟：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離開這裡！我要離開這個家！這

根本就不是我的家！我以後再也不會回來了！烘碗機一萬多塊而已你們也不買，廚

房髒得要命，到處都是蟑螂！你們根本不懂我！我講什麼你們都不聽，我剛剛在裡

面快要死掉了你們知不知道？差一點就死掉了你們知不知道？你們都這樣啦！我受

不了了！我討厭你們！討厭你們！我就算死在外面，也不會再回來了啦！ 

媽：欸.....
。

 

（弟不理，衝下。） 

（電視響起廣告結束、韓劇播放的聲音。爸東看看、西看看，考慮一下，坐下來看電

視。） 

媽：（一邊盯著電視，一邊拍爸的肩膀）你還看？趕快去追啦！ 

爸：等一下就回來了，又不是頭一次，緊張什麼？ 

媽：去追啦！當運動，你肚子這麼大！去啦！ 

爸：你看，那個老公要跟媳婦的年輕男同事打起來了。 

媽：真的耶……。（坐下） 

（電視傳來激烈鬥毆聲，爸媽看得入迷。） 

（拍門聲響起。） 

爸：等一下喔！（對媽）你去開門。 

（拍門聲急促。） 

媽：誰啦！（仍不起身） 

弟：（聲音）爸......媽......舅媽來了啦。 

（沉默。） 

弟：（聲音）舅媽來了！ 

舅媽：（聲音）大姊、姊夫，我阿霞啦！ 

爸：你弟妹沒事幹嘛來？ 

媽：我哪知道？啊！那個老公送醫了！那麼嚴重喔？ 

舅媽：（聲音）大姊！在嗎？姊夫？ 

媽：（起身、卻仍盯著電視）來了啦、來了......。 

（廣告聲響起。媽起身開門。舅媽與弟上、舅媽手上拿著一個保溫鍋。） 

舅媽：喔！我有煮這個鹿茸雞酒，這個喔，現在這樣冬天喝最好，來啦，你們也來喝

一點。來剛好遇到弟弟，說拿行李要去哪裡？啊要去新竹玩喔？這麼好？找女朋友

喔？ 

弟：沒......沒有啦，就去找朋友。 

舅媽。喔，我知道啦，還沒定，都是朋友、一起過夜的朋友。喝這個湯喝完再去啦，

有訂車票了嗎？ 

弟：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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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媽：那好、不急啦，你還在長齁，這個對男生好啦，吃了可以轉大人，我剛剛有送

去給二姊和小妹，這一鍋給你們的，還熱，趕快喝。（看電視）喔！你們也有在看

這個喔！我也有看一耶！我都看中午重播的啦，晚上喔，阿清要看那個罵民進黨的

節目，我都不敢跟他搶電視，（對弟）你舅舅喔，看那個政論節目看到都氣得要

命，每天罵，啊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機車行不是也好好的......。 

（廣告結束、韓劇播放聲音。媽與舅媽皆坐下看電視。） 

舅媽：今天是做到......啊老公送醫了喔？為什麼？怎麼會這樣？昨天還好好的啊。

（頓）這個老公喔，雖然說一開始動機不單純，不過也算很照顧那個金秀珠、對她

很好啊，而且那麼帥！你看，我們哪裡去找得到那麼帥的老公啊？韓俊賢也沒有必

要這樣。 

媽：不行啦！老公娶我們哪有說是為了錢的？像我跟你姊夫兩個喔，我們當初......（轉

頭看爸）啊不行啦！那個動機不單純的，我們女人怎麼能接受？ 

舅媽：不過他那麼帥！ 

（電視傳來深情的男性告白聲音與配樂聲。） 

舅媽：你看，他說，我是真的愛你，他都這樣說了。 

媽：那假的啦。 

（舅媽不悅、沉默。電視傳來片尾曲聲音。） 

舅媽：做完了。 

（沉默。空虛感。） 

舅媽：對！喝湯！喝湯，這個湯鹿茸湯喔！這種天氣喝最好，很補喔！（打開鍋蓋）

喔，你們看，好香對不對？ 

媽：我去拿碗。（起身快步走入廚房） 

弟：我去幫媽。（隨媽走入） 

（舅媽與爸沉默。） 

媽：（拿碗、碎念）啊是嫌我弟弟不夠帥是不是？當初自己貼上來的，賴在我們家不

走，現在東嫌西嫌，嫌人家，自己是有多好？（對弟）你跟進來幹嘛？去客聽陪舅

媽聊天啊！去。 

弟：不要，我不要喝那個，藥味好重，臭死了。 

媽：去啦，啊人家都拿來了，也是好心，你喝兩口，等舅媽走我就拿去倒掉。他喔，

都去買那種便宜的肉來煮，不新鮮，難怪你舅舅這幾年身體那麼差。 

舅媽：喔.....那個，姐夫啊，你們弟弟很乖喔，還會去幫忙，不像我們家那兩隻，都要

用罵的。 

爸：還不錯啦，還不錯。 

舅媽：快畢業了喔？ 

爸：快了快了。 

舅媽：你這樣好啦，可以退休了。 

爸：還沒，他說教授很喜歡他，要他留下來念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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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媽：博士？哇！念博士喔！哇！我們家要出一個博士了喔！哇！姐夫，你們真的，

厲害喔！養出一個博士小孩子！哇！ 

（媽、弟入客廳。） 

舅媽：弟弟要念博士喔！哇！我這一世人都還沒遇到過一個博士說，沒想到喔，你們

家弟弟。 

媽：沒有啦，那個也還沒定下來，碩士要先拿到再講啦。 

舅媽：不是說教授很喜歡他，那不是問題，對不對，弟弟？ 

弟：喔，也......也是。 

舅媽：你們小孩喔，從小就那麼會讀書，大學去台北念，真好，不像我們那兩隻，跟

牛一樣，只能跟著老爸做那種黑手的，每天在機車行吸廢氣。 

媽：機車行也很好啊！一技之長啊，對不對？ 

舅媽：還是讀書最好啦，像姊夫這樣，穿西裝做辦公室的，我真的，喔，很羨慕。 

爸：我還不是整天在外面跑？都一樣啦，你們這樣穩定也不錯。 

舅媽：博士喔......啊弟弟啊，你到時候博士證書拿來給舅媽看一下，舅媽活到現在，還

沒看過博士的證書長什麼樣子。 

弟：應該......應該就是普通的畢業證書而已吧？ 

舅媽：怎麼可能？博士耶！......啊拿到博士要做什麼？弟弟這麼會讀書，去考公務員

喔，一定考得上！ 

爸：拿博士怎麼可能只當個公務員？當然是留在大學當教授啊！ 

舅媽：喔！教授？教室喔！哇！弟弟你要當教授喔！ 

弟：現在還沒.....沒想那麼遠啦。 

舅媽：哪時候結婚？ 

（沉默。） 

舅媽：喔，對喔，我知道啦，還是好朋友。那個，喝湯，坐下來喝，喝湯。 

（三人坐下，媽盛湯遞給爸和弟，爸、弟面有難色的接下，喝湯。） 

舅媽：大姊你也喝一點，這個對我們女人很好。 

媽：我剛剛吃太飽了，晚一點喝。 

舅媽：不會，這個湯而已，不會飽。 

媽：好......好啦。（為難的盛湯、喝一小口）還這麼燙捏！燙到，先放一下，放涼再

喝。（放碗） 

爸、弟：對、太燙、等一下喝。（放碗） 

舅媽：今年好像都沒麼過年的氣氛，現在掉個飛機下來，死人那麼多。（頓）這個坐

飛機摔下來很可憐，不過喔，要死還是要坐飛機死比較划算。你們看，每次那個空

難，隨便賠都馬一兩千萬，如果是出車禍還是怎麼樣，聽說有兩三百就很高了，還

要那種有酒駕的，才會判說賠多一點。坐飛機都有錢人，有錢人命比較貴。（頓）

我去年母親節喔，我們去泰國，就我們家那兩個出錢，說要給爸爸媽媽去出國玩

啦！就我帶榴槤糖果回來給你們那一次。啊那個榴槤糖吃完了嗎？吃完我們那邊還

有，買太多，都放著，吃都吃不完。不然我下次再拿兩包來。（頓）我活到四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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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坐飛機，坐窗戶旁邊，飛機起飛，喔，好緊張耶！你看那個飛機轟隆隆隆

隆、轟！起飛起來，越飛越高、越飛越高、越飛越高，喔，飛好高，這麼高，很恐

怖耶！降落的時候，飛機越飛越低、越飛越低、低到，好像快要撞到地板這樣，很

快喔！啊碰一聲，將落下來。我真的喔，被嚇死了，坐飛機也要有膽子，有錢人比

較有膽量，敢去坐飛機。（頓）大姊、姊夫，我跟你們說，出國玩齁，還是要趁年

輕可以走得動的時候，我們這次去泰國，去爬那個蘇美島那個什麼山，喔，漂亮是

漂亮啦，不過很累喔，累得半死，我就跟我們阿清說，以後有這種行程我都不要

來，我待在飯店泡那個游泳池和給人家按摩就好，我們住那個飯店，有那個什麼香

芬什麼 SPA，這次根本就來不及用，住那個三四個晚上貴得要死，都浪費掉！

（頓）湯應該有比較涼，你們喝。 

（爸、媽、弟面面相覷，分別端起碗來喝一點。） 

舅媽：（看手錶）喔，我走了喔，阿清要睡覺了，他喔，睡覺一定要我在旁邊，不然

說會睡不著，都這個年紀，他還是齁......（頓，突然害羞）我......回去、回家，大姊

你鍋子不用洗啦，喝完就放著，我明天拿回去再刷。好......先......喔，再見，再見

蛤。（下） 

（沉默。） 

弟：我......我過完年十三號上台北。 

爸：嗯。 

弟：我進去整理一下房間。（仍站著不動） 

媽：廚房有那個蛋糕......喔對，有蟑螂爬過。（頓）好吧！不然看怎麼樣，買個新的烘

碗機好啦。我們找一天來去燦坤還是全國電子看，現在廣告說有那種分期的，每個

月分下來也不會很多錢。 

（沉默。） 

弟：我去......我去彈鋼琴。（頓、走往鋼琴、坐下、轉頭）爸媽你們要聽什麼？ 

媽：都、都......隨便你。 

弟：看你們要聽什麼，我彈給你們聽。 

媽：喔，這樣喔，那麼好。那......那《新鴛鴦蝴蝶夢》好啦，黃安那個。 

（弟翻譜，開始彈起破破爛爛的《新鴛鴦蝴蝶夢》。彈一陣，爸跟著唱起來，越唱越

激昂，媽也加入唱和。） 

（燈暗時，歌聲、琴聲仍一遍又一遍的持續著。）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