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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綱 

    想要成為劍士的白鴻，找到名為縱橫河山圖的劍譜，由此展開了修行

之路。 

 

 

人物簡介 

白鴻：主角。年齡跨度由二十左右至五十多歲。 

彩衣人：披著繽紛絢爛的彩色衣袍，有如羽毛和鱗片織就。 

縱橫子：男。穿著飄逸、淺淡素色的寬袍大袖。 

河山女：女。穿著飄逸、淺淡素色的寬袍大袖。 

陸錦程：白鴻在東風城的朋友 

周知守：白鴻在東風城的朋友 

武師甲：白鴻在東風城的朋友 

文安娘：白鴻的妻子 

盧員外：想徵保鑣的有錢人 

趙二：使劍的武人 

周女：周知守的女兒，出場時十九歲 

周子：周知守的兒子，出場時十二歲 

武師眾：東風堂的武師們，武藝上佳 

大夫 

路人甲乙丙 

路人 ABC 

路人眾 

 

備註 

場景設計以古代為主，豋場人物皆著古裝 

 

場次 

第一場：好久好久的故事 

第二場：我的 

第三場：哪有那麼好的事 

第四場：如果你能得到那樣的幸福 

第五場：然後他死掉了 

第六場：來吧來唸個咒語 

第七場：我知道你是誰 

第八場：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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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好久好久的故事 

人物：白鴻(二十左右)、陸錦程、彩衣人 

場景：一步林(一片樹林) 

△彩衣人坐在其中一棵樹上 

△白鴻上。白鴻背著劍和包袱。 

白鴻：一步林啊一步林(左右張望，再對照手中地圖)哈哈、哈哈哈哈，就

是這裡，這裡就是一步林！(十分欣喜) 

△白鴻手舞足蹈 

白鴻：(唱歌，兒歌虎姑婆的調子)好久好久的故事，是爺爺告訴我，在好

深好深的一步林，會有好東西── 

△白鴻仔細查看每一棵樹 

白鴻：有三道白色痕跡的樹……只要找到有三道白色痕跡的樹，就可以找

到—— 

△陸錦程上。陸錦程背著包袱和劍 

陸錦程：找到什麼？ 

△白鴻嚇到，一個轉身 

白鴻：哇！你誰啊，怎麼突然出現嚇人！ 

△陸錦程靠近白鴻身旁的樹 

陸錦程：你在看什麼？這裡有什麼嗎？ 

白鴻：我在看……啊，松鼠！你看那邊有松鼠！(伸手朝樹上亂指) 

△陸錦程朝向白鴻指的方向看 

陸錦程：松鼠有什麼好看的……哇塞好大隻的松鼠，比貓咪還大！ 

△白鴻興奮湊上去  

白鴻：真的嗎，在哪裡？ 

△陸錦程白鴻對看了一下  

白鴻：呃……我……剛剛沒發現牠，呃、(比手畫腳)那麼大隻。 

陸錦程：你沒有發現牠(模仿白鴻的動作)「那麼大隻」，那還有什麼好看的？ 

白鴻：你管我！ 

陸錦程：我剛剛明明聽到你說要找什麼的！ 

白鴻：是你聽錯了！是說，你到底是誰啊？ 

陸錦程：我叫陸錦程，你呢？ 

白鴻：白鴻。 

陸錦程：所以你到底在找什麼？ 

白鴻：我沒有要找什麼。 

陸錦程：那你為什麼要這樣、這樣、這樣？(做出各種誇張張望、趴地搜索

等姿勢) 

白鴻：就說沒、等一下我剛剛姿勢有這麼難看嗎？ 

陸錦程：哪你來一步林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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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鴻：那你又來一步林幹嘛？ 

陸錦程：啊我知道了！(擊掌) 

白鴻：你知道了什麼？(緊張) 

陸錦程：哈哈哈(撥頭髮)！這樣的小心思怎麼瞞的過聰明的我呢？ 

白鴻：你到底知道了什麼？ 

陸錦程：唉，這有什麼不好意思說的嘛？為什麼不讓我知道呢？你是不是

在找──(故意拉長聲音) 

白鴻：在找── 

陸錦程：(唱歌，兒歌虎姑婆的調子)好久好久的故事，是人人都知道── 

白鴻：(吃驚)為什麼你也知道？ 

陸錦程：就說了是人人都知道嘛！(繼續唱)在好深好深的一步林，會有─

─(故作神秘，看向白鴻) 

白鴻：會有──(緊張) 

陸錦程：會有大劍聖！ 

白鴻：會有……什麼？ 

陸錦程：(用力一拍白鴻)不要再裝了啦！看你背著劍，和我一樣也是練劍

的，一定是聽說一步林裡住著傳說中的劍聖，所以來找偶像朝聖的嘛！這

有什麼好害羞的呢？ 

白鴻：不是、我是(停頓一秒)喔──沒錯！我就是來尋找劍聖的！ 

陸錦程：(戲劇性的吟誦語氣，搭配拔劍動作)當他拔出劍的剎那就像暗夜

中看見第一道曙光──(定格帥氣姿勢) 

△陸錦程看向白鴻 

白鴻：幹嘛？ 

△陸錦程維持定格姿勢用下巴示意白鴻 

白鴻：喔、喔──呃……嗯──當他──當他揮劍的瞬間就像、就像混沌

的宇宙劃過第一道流星！(也擺了一個姿勢) 

△陸錦程滿意點頭  

陸錦程：那偉大的身影永遠是我們劍者追隨的目標與夢想── 

陸錦程、白鴻：我要成為──大劍士──(兩人共同擺出姿勢) 

△樹上的彩衣人一躍而下，望向二人。白鴻與陸錦程完全沒反應，彷若不

見。 

陸錦程：哈哈哈，白鴻，有志氣！就跟我一樣！(拍拍白鴻) 

白鴻：啊哈哈哈，那是當然！這可是我從小的夢想！ 

陸錦程：不過，劍聖哪裡是那麼容易可以看見的！ 

△彩衣人拿出一個卷軸，放入一棵樹的樹幹中 

△彩衣人徐徐下台，白鴻與陸錦程仍完全沒看見  

白鴻：沒關係！就算沒有看到劍聖，我還是會成為一個很厲害的劍士的！ 

陸錦程：這麼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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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鴻：嘿嘿！因為我有……有決心和毅力啊！ 

陸錦程：說的好！喂！我再來要去東風城，你呢？ 

白鴻：就是那個有最大的武堂的東風城嗎？ 

陸錦程：對啊，那裡的武堂有很多厲害的劍士呢！你要不要一起去？ 

白鴻：可是我想在這裡再待一下，嗯……感受劍聖的氣息！ 

陸錦程：哈哈，你果然是劍聖的超級崇拜者，那就有緣再見啦！ 

△陸錦程下台  

△白鴻目送陸錦程離開 

白鴻：真是一個熱情的人…… 

△白鴻繼續探查每一棵樹 

白鴻：有三道白色痕跡的樹、有三道白色痕跡的樹…… 

△白鴻在彩衣人放卷軸的樹前停下來 

白鴻：啊！找到了！樹洞、樹洞裡面…… 

△白鴻從樹洞裡掏出一個卷軸  

白鴻：(欣喜若狂)劍譜！祕笈！終於被我找到了！爺爺告訴我的祕密果然

是真的！有了這個，我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很厲害的劍士！ 

△白鴻攤開卷軸細看 

白鴻：(唸)縱橫河山圖……是劍譜的名字，還挺霸氣！原來這是一份修行

地圖……嗯嗯嗯，第一站：東風城。 

 

第二場：我的 

人物：白鴻(年齡同上一幕)、武師甲、武師眾、群眾 A、群眾、縱橫子、

河山女 

場景：東風城武堂 

武堂：高梁大柱，十分氣派。放大版的縱橫河山圖直接投影在牆上。一開

始先別打投影，將燈光聚集在武師們身上。 

 

 

 

 

 

 

 

 

 

 

△武堂中有許多武師在練劍 

△四周有群眾圍觀，群眾不時叫好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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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鴻上。白鴻背著包袱和劍。 

白鴻：哇！東風城的武堂不愧是號稱最大的武堂，這麼氣派！(左右張望) 

△白鴻停下，與群眾一同觀看武師演武 

白鴻：嘖嘖，果然很厲害！ 

群眾 A：那是當然的啦！能在這裡的武堂當武師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高

高高高高──手呢！ 

△群眾 A 打量白鴻 

群眾 A：看你背著包袱，哪裡來的啊？ 

白鴻：我的家鄉在青竹鎮。 

群眾 A：青竹鎮？沒聽過。 

白鴻：就在梅石城的郊外。 

群眾 A：喔──原來你是從那麼鄉下的地方來的喔！(拍拍白鴻)那你真好

運，剛好遇到今天有一個月一次的演武，這麼厲害的高手你應該一個都沒

有看過齁，今天一次看到這麼多個，眼珠都快掉出來了吧 

白鴻：哼哼，那有什麼了不起，我有一天會跟他們一樣、不是，會比他們

更厲害！ 

群眾 A：哈哈，說大話誰不會！ 

白鴻：是不是說大話，以後就知道了，只要我有……嘿嘿嘿  

△演武結束，群眾喝采  

△四周燈亮，武堂牆上放大版的縱橫河山圖顯現(用投影打) 

群眾：好啊！ /果然很精彩！ /下次再來看…… 

△群眾慢慢離開 

△白鴻看見武堂高牆上的圖 

白鴻：哇，果然是最大的武館，武師厲害，連裝潢都這麼大氣！(做觀望動

作)縱、橫、河、山、圖，好霸氣！咦，聽起來怎麼那麼耳熟……等一下  

△白鴻掏出自己的卷軸打開 

白鴻：(看手中，唸)縱橫河山圖。(抬頭看，唸)縱橫河山圖。嗯(驚)！(看手

中，唸)縱橫河山圖。(抬頭看，唸)縱橫河山圖！一樣！ 

△白鴻反覆對照手中的圖與牆上的圖 

白鴻：一模一樣！字一樣！標點符號一樣！顏色一樣！連上面畫了幾棵樹

樹上有幾個鳥巢鳥巢裡面有幾顆蛋都一模一樣！怎麼會這樣！(晴天霹靂 )

我的祕笈為什麼會掛在牆上？ 

△白鴻慌亂地看向四周的人 

白鴻：不要看牆上，大家不要看牆上！ 

△白鴻轉身面對觀眾大力揮舞雙手 

白鴻：那是我的祕笈，大家不要看！不─要─看──喂！後面的大哥，喲

呼──放投影機的大哥！你、打、錯、投、影、了！你把我的祕笈映在牆

上了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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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散盡的群眾：這人在幹嘛？ /神經病！ /忘記吃藥了吧！ 

△武師甲走向前。其他武師和群眾自行散去  

武師甲：(拍拍白鴻)小兄弟，你怎麼了？ 

白鴻：(伸手指著牆上)那個圖、那個圖、怎麼(語無倫次) 

武師甲：怎麼了？什麼圖？ 

白鴻：就是……我明明，在一個樹林…… 

△白鴻做出檢視樹幹的動作  

武師甲：嗯哼——? 

白鴻：然後—— 

△白鴻做勢從樹幹中掏出一個卷軸，攤開來看看，再捲起來塞進懷裡。再

抬頭看武師 

武師甲：……嗯…… 

白鴻：可是到這裡之後—— 

△白鴻比劃一下自己的眼睛，再用力地示意牆上的圖，動作誇張激動  

白鴻：你懂我的意思嗎？(激動) 

武師甲：嗯……(停頓一秒)你在路上撿到一隻貓然後來到這裡的時候貓咪

就跳到牆壁的圖裡躲起來了所以你覺得撞鬼了？(邊說邊模仿適才白鴻的

一連串動作) 

△沉默一秒  

白鴻：啊——我是說縱橫河山圖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的牆上啊啊啊！(崩

潰) 

武師甲：你說縱橫河山圖(恍然大悟)？這幅圖已經掛在這裡很久了啊！ 

白鴻：很久？是多久？ 

武師甲：你不知道，這幅圖可以說是我們最好的精神引領，它就一直在那

高高的地方望著我們揮灑汗水，陪伴我們度過許多歲月──(感性的語氣，

搭配動作) 

白鴻：所以這幅圖到底在這裡多久了？ 

△武師甲伸出兩根手指 

白鴻：兩個月？ 

武師甲：不只。 

白鴻：兩年──？ 

武師甲：不只。 

白鴻：該不會是二十年吧？(驚) 

武師甲：從武堂建立的時候就在啦，至少有兩百多年了吧！ 

白鴻：什麼？兩兩兩兩兩百年！你們武堂經濟是有這麼困難都不用重新裝

潢的嗎！ 

武師甲：小兄弟你為什麼這麼在意我們的裝潢？ 

白鴻：(沉浸在自己的情緒中)建立武堂的人腦袋是裝什麼，為什麼要把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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笈掛在牆上呢？他可以掛別的啊，例如、例如掛個萬馬奔騰圖！對不對，

也很有氣勢啊！ 

武師甲：不要吧，我們這邊又不是馬場，到時候我們在底下演武，教頭在

上面喊「那個阿黑很穩定喔繼續保持啊！呦！大李子士別三日刮目相看

蛤，動作變得很迅速嘛！喂裡面那排的腳步跨開啊別偷懶！」我們在底下

都準備打響鼻了我們！ 

白鴻：怎麼？ 

武師甲：好像在賽馬！ 

白鴻：那可以掛個……掛個十八般兵器圖，也很適合啊！ 

武師甲：不要，那多俗氣！而且太肅殺了，陰風陣陣，我們這邊講究和平

友愛團結！是說你這麼在意我們的裝潢幹嘛？ 

白鴻：那你們可以掛天線寶寶啊！多麼和平友愛團結！ 

武師甲：天線寶寶是什麼、不是，(喊)你到底為什麼對我們的裝潢這麼感

興趣！ 

△白鴻冷靜下來 

白鴻：所以，你，你們，都是練了縱橫河山圖，所以才變得這麼厲害的？ 

武師甲：什麼？你說我們練了……什麼？ 

白鴻：我說，所以你還有武堂裡的武師們，都是因為練了縱橫河山圖這卷

祕笈，才這麼厲害的？ 

武師甲：等等，縱橫河山圖哪是什麼祕笈？ 

白鴻：對喔，大家都知道就不是祕笈了。等一下，到底有多少人知道？ 

武師甲：就「大家」都知道啊！除了我們這裡有掛，有些武館裡面也有啊，

只是沒有我們這裡這麼大、這麼有氣勢啦(微微得意)，還有，外面還有刊

印啊！ 

白鴻：還還還刊印！ 

武師甲：你不知道嗎，你是鄉下來的啊！ 

白鴻：天啊！那不就大家都有練了嗎？ 

武師甲：練縱橫河山圖嗎？拜託，誰會真把縱橫河山圖拿來練啊？ 

白鴻：(一愣)不會拿來練？可是，縱橫河山圖不是修練的劍譜嗎？ 

武師甲：說是也算是啦，可是、唉不是跟你說了嗎？縱橫河山圖是我們的

精神引領嘛。精、神、引、領，意思就是「精神上」(搭配手勢強調)的引

領，懂嗎？那不是拿來練的啦！ 

白鴻：為什麼不能練？ 

△武師甲拉過白鴻，一同抬頭看向牆上大大的縱橫河山圖 

武師甲：來，來，你看。(伸手指圖，手指隨說話位移)第一個部分，「於東

風城修志」，再來，「於角林修持劍」，還有，「於碧蛟潭修揮劍」，後面還

有，修底盤的、修眼的、修力的、修巧的、修形的、修神的……一大堆，

沒有紀錄一招半式，地點還遍布大江南北，這根本沒法練！這只是一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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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一個指標，這不是拿來練的。每個門派裡面都有自己的招式、劍法，

那才是拿來練的。 

白鴻：可是你說縱橫河山圖還被拿來刊印，如果沒人練，為什麼還要印？ 

武師甲：印在插畫上啊！就像讀書人買那個論語前面還附孔老夫子的畫像

一樣嘛！ 

後臺聲音：喂！大李子，大家要去吃飯了，你要不要一起去？ 

武師甲：(朝後臺)好，馬上來── 

△武師甲拍拍白鴻 

武師甲：好啦，小兄弟，我要去吃飯了，我們有機會再聊，我先走啦！ 

△白鴻呆呆地看著牆上的縱橫河山圖不說話  

武師甲：你要是真的很喜歡這張圖，可以去買一份啊，還是你想要請人來

這裡拓印一張大的也可以。 

後臺聲音：大李子── 

武師甲：來了── 

△武師甲下  

(燈光調暗，白鴻及其周圍較亮) 

△白鴻慢慢坐下，盯著牆上的圖，再拿出懷裡的圖，一會兒後抱膝埋頭，

卷軸滾到白鴻身旁。 

△舞台上慢慢噴煙  

△煙霧中縱橫子和河山女緩緩現身 

△縱橫子把縱橫河山圖撿起來 

縱橫子：你的東西掉了 

△白鴻抬頭，沒有對縱橫子和河山女的出現感到訝異  

白鴻：這是我的嗎？ 

河山女：這不是你的嗎？ 

白鴻：它要怎麼是我的呢？ 

縱橫子：它可以是你的。 

河山女：它可以是任何人的。 

縱橫子：只要 

河山女：伸出手 

縱橫子：握住它。 

白鴻：然後就會是我的嗎？ 

河山女：你要 

縱橫子：自己伸出手 

縱橫子、河山女：握住它。 

△一陣煙霧散去，縱橫子和河山女消失，卷軸仍在原來的地上，白鴻仍抱

膝埋頭。 

△光線漸入，有如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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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鴻抬頭，起身。 

白鴻：啊，我的東西掉了！ 

△白鴻撿起縱橫河山圖，揣入懷中。 

△白鴻下。餘淡淡煙霧流轉，微光映著縱橫河山圖。 

 

第三場：哪有這麼好的事 

人物：白鴻(二十多歲)、陸錦程、周知守、武師甲 

白鴻、陸錦程、周知守穿相同服飾。 

場景：白鴻在東風城的住處。簡樸居家環境。 

△白鴻、陸錦程、周知守、武師甲熱鬧上 

陸錦程：(起鬨)請客、請客！白鴻、請客！(對周知守說)快！周知守，把他

的錢袋搜出來！ 

△陸錦程、周知守做勢搶奪白鴻錢袋，三人打鬧  

白鴻：喂！搶搶搶搶劫！ 

周知守：升遷還不請客，還有沒有天理啊！ 

△陸錦程拿到錢袋，舉高高  

白鴻：大李哥，你看他們！ 

周知守：幼稚！還告狀！小朋友啊你！ 

陸錦程：就是！自己來搶啊，不是劍法很厲害嗎？ 

武師甲：喂喂！你們這樣好像霸凌…… 

△周知守將武師拉到旁邊椅子坐下  

周知守：來，大李哥，你先到旁邊納涼，看我和陸錦程爭取一頓好吃的來！ 

白鴻：喂！聽到沒有，你們這樣是霸凌，霸、凌！ 

陸錦程、周知守：(指白鴻)就是霸凌你！ 

白鴻：你們也太直接了吧…… 

陸錦程：白鴻，跪下！我要審你！ 

白鴻：發什麼神經！ 

武師甲：(拍桌)肅靜！肅靜！ 

陸錦程：(端起架式)白鴻！堂上有問，你要一一照實答來！ 

白鴻：(閩南語)知啦知啦！看你演到什麼時候！ 

陸錦程：白鴻！你來到東風城多久了？ 

白鴻：三年啦！ 

陸錦程：在東風城做什麼營生？ 

白鴻：在小武館裡當武員，唉呦不就是跟你們一樣嗎，都三年的同事了問

個屁啊！ 

周知守：尊重堂上！尊重堂上！ 

陸錦程：來到東風城之前你就有武藝在身嗎？ 

白鴻：沒——錯！(撥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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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錦程：那你來到東風城之後有再拜師嗎？ 

白鴻：沒有！ 

陸錦程：有加入哪一個門派嗎？ 

白鴻：沒有！ 

陸錦程：有去廟裡燒香拜拜嗎？ 

白鴻：蛤？偶……爾吧 

周知守：有中過樂透嗎？ 

白鴻：沒、沒有，問這個幹嘛？ 

陸錦程：有沒有美麗可愛的千金小姐當女朋友？ 

白鴻：喂這是私事！ 

陸錦程：說！ 

白鴻：沒有！等一下我幹嘛回答你？ 

周知守：有沒有幫助過假裝受傷的狐仙老爺爺？ 

白鴻：什麼鬼？ 

周知守：說！ 

白鴻：沒有，就算有我也沒發現他不是人！ 

陸錦程：那你有沒有偷看過武館的館主洗澡？ 

白鴻：誰會做那種事！你們到底想問什麼！ 

周知守：嘖嘖，真是奇怪了！ 

陸錦程：既然你沒有拜師，也不是運氣特別好，沒有靠山，也沒有抓住館

主的把柄…… 

白鴻：偷看館主洗澡哪裡算抓住館主的把柄啊！ 

陸錦程：……那你是怎麼在短短三年，就升格成為武師的呢? 

武師：這個我也很好奇，白鴻，你的劍法怎麼可以進步那麼多！ 

白鴻：就是升上小武館的武師而已，哪有大李哥你在最大的武堂裡當武師

那麼厲害？ 

周知守：不要轉移話題！ 

陸錦程：明明一開始我們是打平手的… 

周知守：怎麼不知不覺間你就變厲害了？ 

陸錦程：雖然你用起劍來速度不快，看起來沒什麼風格，也沒有特別的劍

招，姿勢也不特別漂亮… 

白鴻：你現在是要誇我還是損我？ 

陸錦程：可是為什麼我們就是會打輸你？ 

周知守：對啊，真是邪門！ 

陸錦程：該不會是，其實三年前我們在一步林遇到的那天，你後來見到劍

聖了吧？ 

周知守：什麼？傳說中的劍聖！ 

白鴻：哪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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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守：那到底為什麼？說來分享一下嘛！這三年你都是怎麼過的？ 

白鴻：如果這樣說的話，嗯……確實，有一件事，三年來，我行之不輟。

(擺出正經模樣) 

周知守：是祕訣吧！ 

陸錦程：好啊，你這小子，果然有事瞞著我們！快說！ 

白鴻：就是── 

△白鴻連續做出四個氣勢動作，一個動作搭配一個音節  

白鴻：(閉口發出聲音)嗯─嗯─嗯─嗯── 

陸、周、武：(大吃一驚)什麼？你── 

白鴻：沒錯！就是、 

陸錦程：(模仿白鴻的動作)龜、派、氣、功── 

△白鴻聞言跌了一下  

周知守：為什麼你會？快說！龜仙人住在哪裡？ 

白鴻：不是啦，是縱、橫、河、山！ 

武師甲：(十分驚訝)縱橫河山圖？你真的把縱橫河山圖拿來練！ 

白鴻：對啊，第一個地點不就是東風城嗎？ 

周知守：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按照縱橫河山圖修練！ 

陸錦程：可是上面寫的都只是原理基礎，不然就是那種只能聽聽，沒有人

真的會去做的東西，像那什麼「抱劍靜坐，感受與劍的共鳴」，誰會真的

做啊？沒招式，沒心法，這要怎麼練？練了有用嗎？ 

白鴻：慢慢練，就慢慢有一些體悟，我原本只是想說試試，結果過一段時

間，就發現劍用起來更順了。不知不覺就把第一個部份練完啦。 

周知守：這也太玄了！ 

武師甲：那你接下來，要去下一個地方嗎？ 

陸錦程：不會吧，你還要繼續練這個喔？那你不就要離開東風城了？ 

白鴻：這個……我最近就是一直在考慮這件事。 

周知守：你確定你進步是因為這個？就算你要繼續好了，在哪裡不是練？

為什麼要到處跑？ 

白鴻：我再想想看。 

武師甲：好吧(拍拍)你想清楚再做決定。 

周知守：結果說了半天，還是不知道你為什麼劍法變好！ 

△燈光慢慢調暗，場上四人做聊天嬉鬧貌，後陸、周、武三人告辭(以動作

表現)，餘白鴻一人。 

△白鴻煩惱貌，踱步徘徊後坐下  

白鴻：唉！ 

△舞台上慢慢噴煙  

△縱橫子和河山女於煙霧中出現 

縱橫子：你覺得縱橫河山圖是錯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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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鴻：不，這三年的修練和領悟，讓我越來越覺得，縱橫河山圖是對的。 

河山女：那，你為了什麼而猶豫呢？ 

白鴻：因為……啊──(驚嚇) 

△白鴻從椅子上跌下來 

白鴻：你你你你們是誰，為什麼會在這裡？ 

河山女：我們見過面，你忘了嗎？ 

縱橫子：三年前，在武堂。 

白鴻：哪有！我沒看過你們！ 

縱橫子：你忘了。 

河山女：記性真差。 

縱橫子：自我介紹。縱橫子。 

河山女：河山女。 

△沉默一秒  

白鴻：(掏掏耳朵 )好耳熟。不管你們是誰，怎麼可以擅自……等一下！縱

橫子？ 

縱橫子：是我。 

白鴻：河山女？ 

河山女：是我。 

白鴻：你們的名字……跟縱橫河山圖……的名字、一樣？ 

縱橫子、河山女：對。 

白鴻：(驚疑不定)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縱橫子：我們不是人。 

河山女：我們是幻象。 

縱橫子：是靈識。 

河山女：是鬼── 

縱橫子：是新品種的天線寶寶。 

河山女：隨便你怎麼想。 

△白鴻從懷中掏出縱橫河山圖的卷軸  

白鴻：你們，是從這卷縱橫河山圖裡出來的嗎？所以，這張圖是特殊的，

和其他的縱橫河山圖不一樣？ 

縱橫子：不是。你想太多了。 

河山女：那就是張普通的圖。 

縱橫子：和別的沒什麼不一樣。 

河山女：真是個天真的孩子。 

白鴻：(跳腳)那你們到底是哪裡來的！突然出現要幹嘛！ 

縱橫子：我們愛出現就出現，不愛出現就不出現。 

河山女：不要理他，他傲嬌。我們就是來和你說說話。 

白鴻：說、說什麼，現在是我被鬼纏上的意思嗎？(有些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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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子：你要放棄嗎？ 

白鴻：什麼？ 

河山女：你要放棄嗎？縱橫河山圖的修練。 

白鴻：我……我只是……你們管這麼多幹嘛？ 

縱橫子：我們和縱橫河山圖有一點關係。和你也有一點關係。 

河山女：我們就想和你說說話。你可以把我當作知心大姊姊，(指縱橫子)

可以把他當作垃圾桶。 

縱橫子：喂。 

河山女：和你說完話我們就會離開。 

縱橫子：所以說吧，為什麼猶豫了。 

白鴻：我，我只是覺得，現在的生活，很好。 

縱橫子：所以你不想離開，去進行下一個修練。 

河山女：你現在的生活是怎樣的好？ 

白鴻：(想了想，露出笑容)歲月靜好。 

△沉默一秒  

縱橫子：把我的錢袋還給我！ 

河山女：(把手舉高高)自己來搶啊，不是劍法很厲害嗎？ 

縱橫子：(跺腳)你們這是霸凌，霸、凌！ 

河山女：霸凌的就是你！ 

△以上四條台詞搭配誇張動作。 

縱橫子：原來這樣叫做歲月靜好。 

白鴻：不是、就打打鬧鬧開個玩笑嘛……(忽然想到)為什麼你們會知道剛

才發生的事！ 

河山女：所以你因為現在安逸的生活而想放棄。 

縱橫子：所以你因為害怕未來會不如現在安逸而想放棄。 

白鴻：我就是，唉，我就是覺得，現在的生活很好，而且經過這三年，我

的劍法也夠好了、(被打斷) 

縱橫子：一點都不好。 

河山女：你哪來的自信。 

白鴻：可是，我和別人比劍贏的時候多，輸的時候少。 

縱橫子：和你比劍的是你的同事，不是高手。況且。 

河山女：看不出輸贏的，是無知的眼睛。 

縱橫子：只看的到輸贏的，是最粗糙的眼睛。 

河山女：你只完成了縱橫河山圖第一個部分的修練。 

縱橫子：在你漫漫人生中你只做了三年的努力。 

河山女：但是你追求的目標卻是如此遠大。 

縱橫子：付出的少，想得到的卻很多。 

河山女：哪有這麼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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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子：又不是中樂透。 

河山女：真是個天真的孩子。 

白鴻：我、我…… 

縱橫子：感到羞愧了嗎。 

河山女：是該感到羞愧。 

白鴻：(捂住胸口)呃！我覺得我現在全身插滿利箭啊！說好的知心大姊姊

和貼心垃圾桶呢！ 

縱橫子：忠言逆耳利於行。 

河山女：良藥苦口利於病。 

白鴻：所以，你們覺得我應該繼續？ 

縱橫子：如果你的目標不變的話。 

白鴻：我的，目標？ 

河山女：你還記得對自己的承諾嗎？ 

縱橫子、河山女：我要成為──大劍士──(二人做出和第一場白鴻、陸錦

程說該句台詞時相同的動作) 

白鴻：為什麼你們連這個都知道！ 

河山女：聽過十年磨一劍嗎？ 

縱橫子：多少年的風雨磨蝕才能造就一個山崖。 

河山女：多少個浪潮的湧動才能造就一個浪花。 

縱橫子：多少的刻苦與血汗才能造就爐火純青。 

河山女：山要爬才能到頂。 

縱橫子：海要潛才能到底。 

河山女：你就是放個屁也要經過腸胃努力地蠕動，才能臭氣薰天。 

△沉默一秒  

縱橫子：……你講話可以不要這麼粗魯嗎？ 

河山女：你就是要從第九竅出個氣，也要先在腹內涵養醞釀一番，方得繞

梁三日。 

縱橫子：當我沒說。 

△舞台上噴煙，煙霧越來越濃  

河山女：白鴻，你仍然想成為大劍士嗎？ 

白鴻：我……(思考後)是，我想成為大劍士。 

縱橫子：那就做好付出的準備。 

河山女：不要告訴我 

縱橫子：你的理想 

河山女：比不上一個屁。 

△縱橫子、河山女在濃煙中消失。 

△煙霧散去後，白鴻在椅子上坐著，以手支頤  

△白鴻抬頭站起，左右張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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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鴻：是，夢嗎？ 

 

第四場：如果你能得到那樣的幸福 

人物：白鴻(約二十七歲)、縱橫子、河山女 

場景：野外，一顆大石，一棵樹，夜晚，月色皎潔  

△白鴻坐在石上靠著樹，垂著的手上拿著劍，微微仰頭看天空  

白鴻：唉！ 

△白鴻起身，提起劍，又放下  

白鴻：唉！ 

△場上漸噴煙  

縱橫子：(只聞聲音)唷。 

河山女：(只聞聲音)唷。 

白鴻：(一驚)誰？(四下張望) 

△白鴻揉揉耳朵  

白鴻：好耳熟，這個聲音是……啊！是那個、那個誰、 

縱橫子：美人倚青枝，長坐蹙蛾眉── 

△縱橫子從樹上躍下  

縱橫子：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白鴻：啊對！是叫縱橫子……淚痕是啥鬼！我才沒有哭！ 

△河山女從石頭後冒出 

河山女：呀，想不到你還挺自戀。 

白鴻：(一驚)哪冒出來的嚇死人！(花時間反應了一下，伸手指自己)自戀？ 

河山女：我以為你會反駁美人那一句。 

△沉默一秒  

白鴻：全部都讓人想吐槽不知道從何吐槽起啊── 

縱橫子：為什麼嘆氣？ 

河山女：四年不見，多愁善感。 

白鴻：(掰手指)四年？那麼久了嗎？ 

縱橫子：對。 

河山女：你算數真差。 

白鴻：(不可置信 )我竟然還記得你們！是說我還是不知道你們到底是什

麼？ 

縱橫子、河山女：(鄭重)謝謝你還記得我們。 

白鴻：突然這麼正經好不習慣。 

縱橫子：為什麼嘆氣？ 

河山女：告訴知心大姊姊和垃圾桶。 

縱橫子：喂。 

白鴻：就、就是，唉！ 



17 
 

河山女：又嘆氣。 

縱橫子：美人倚青枝，長坐蹙蛾眉，但見淚痕濕、(被白鴻打斷) 

白鴻：夠了喔！ 

河山女：這四年，追求劍，不好嗎？ 

縱橫子：潛心修練，不好嗎？ 

白鴻：我…… 

河山女：是各處奔波不好嗎？ 

縱橫子：是荒山野地不好嗎？ 

河山女：你後悔了嗎？ 

縱橫子：離開東風城。 

白鴻：我只是覺得…… 

河山女：只是覺得──？ 

白鴻：(看天上)月亮好大。 

△沉默一秒  

縱橫子：(看天上)是很大。所以呢？ 

白鴻：星星好多。 

河山女：(看天上)也沒錯。然後呢？ 

白鴻：每個晚上，都看到一樣的星星和月亮、 

河山女：敢情這裡的月亮沒有陰晴圓缺？太混了啊道具組。 

白鴻：每天都升起的星星月亮太陽，一直在運轉，可是我卻、 

縱橫子：卻沒有跟上它們。 

△白鴻沉默  

河山女：為什麼不練劍？ 

縱橫子：寧可抱著劍對星星月亮發呆，也不願拿起來練嗎？ 

河山女：寧可花時間嘆息自己的停滯不前，也不願邁開腳步嗎？ 

白鴻：就是提不起勁，我不知道這樣到底好不好……不知道算不算是在前

進。 

縱橫子：怎麼說？ 

白鴻：我以為，你知道，我以為劍法變厲害就可以……唉。在東風城的時

候，我劍法變好，有人看到，有人稱讚，我可以用我的武藝換取更好的生  

活……那時候過得很快樂，那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地方。可是，我為了修

練，一個人要到處奔波，還到了像這樣偏僻的地方，你知道嗎，我現在想

吃個麥脆雞都要自己去山裡抓雞，不小心抓到保育類品種還要忍痛放回

去，真是、真是，唉。就算我真的進步了……我不知道這樣倒底算不算

好…… 

河山女：我懂了。 

縱橫子：你這種症狀可以用兩個詞歸納。 

河山女：擺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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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子：耍廢。 

白鴻：喂！說好的知心大姊姊和貼心垃圾桶呢！就不能照顧一下我脆弱的

玻璃心嗎！ 

縱橫子：我以為你已經確定你的目標了。 

河山女：我要修練成為一個神箭手，這樣村子裡最美的姑娘就會愛上我。 

縱橫子：我要精進我的鑄術，鑄造出最精粹的鐵器，這樣就會有很多人出

高價跟我買。 

河山女：我要盡我生命的能量，開出最美麗的花朵，這樣就會有很多人駐

足欣賞我。 

縱橫子：我要盡我所有的努力，成為湍急壯闊的奔流，這樣就會有很多文

人墨客把我寫進文章中。 

河山女：你聽出來了嗎？ 

縱橫子：這不是同一件事。 

河山女：如果你能得到那樣的幸福 

縱橫子：我們由衷為你高興。 

河山女：可是如果依據它來做選擇  

縱橫子：那就不是同一條道路了。 

河山女：你的目標  

縱橫子：仍然是你的目標嗎？ 

(沉默幾秒) 

白鴻：那，為什麼？就算我接受「立志貼滿七十張集點貼紙」和「能不能

拿到拉拉熊盤子」是兩回事，那、 

縱橫子：為什麼 

河山女：能夠堅持下去？ 

白鴻：如果沒有拉拉熊盤子，一個人還可以貼貼紙貼一輩子嗎？ 

河山女：你發現了，對嗎？ 

縱橫子：有一種價值。 

河山女：一種力量。 

縱橫子：讓人可以堅持一輩子。 

河山女：吶，要聽聽一個故事嗎？ 

白鴻：什麼故事？ 

△縱橫子、河山女講故事時搭配大一些的肢體動作  

縱橫子：於極東之地 

河山女：在最最最東邊的地方。 

縱橫子：極深之淵  

河山女：最最最深的深淵。 

縱橫子：有一個生物潛隱在其中，河山女不要翻譯  

△河山女默默閉上嘴並收回準備做出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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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鴻：什麼生物？ 

河山女：牠有長長的身軀，上面佈滿發亮的鱗片 

縱橫子：頭上有一對角，美麗莊嚴  

河山女：有銳利的爪子和尖牙  

縱橫子：有華茂的鬃毛、長鬚，和銅鈴大眼  

河山女：牠有一個大家都聽過的名字── 

縱橫子：龍。 

河山女：牠住在極東郡深淵縣裡的甲子區三號。 

白鴻：啥？ 

縱橫子：地址。 

河山女：因為裡面還有很多其他住戶。 

白鴻：是喔。 

縱橫子：作為一條龍，牠每天都有必須做的事。 

河山女：努力地呼吸。 

白鴻：啥？ 

縱橫子：吐納。每天天沒亮這條龍就會游幾千里到上層乾淨清澈的水域進

行吐納功夫，清除身體裡的濁氣  

河山女：再游幾千里回到家門口，這時才有人陸續起床  

白鴻：剛好回家吃早餐  

縱橫子：不，牠不吃早餐  

河山女：牠不吃這裡的東西，只喝表層水域清澈的水  

白鴻：為什麼？這樣會餓扁吧！龍也要減肥嗎？ 

縱橫子：因為深淵裡的東西太汙濁了 

河山女：會侵蝕牠清聖的龍氣  

縱橫子：這時牠回到家門的庭院開始打坐修練  

河山女：這樣才能讓自己的氣息乾淨純粹，對抗水裡的髒污。 

白鴻：龍要怎麼打坐？ 

縱橫子：自己想像。 

河山女：這時候，左邊的鄰居醒了，在庭院吃豬排鬆餅當早餐。 

白鴻：左邊鄰居是？ 

縱橫子：是一隻房子有負五層樓的富豪章魚。 

河山女：因為是平地底下的深淵，所以樓層數一律以負數計算。 

白鴻：最好是這樣！ 

河山女：章魚看到了隔壁的龍，於是章魚說── 

縱橫子：(裝出另一個聲音)「唷！隔壁的，又在打坐啦！哈哈哈！我看你

每天這麼辛苦，根本一點用也沒有嘛！」  

白鴻：這章魚怎麼說話的啊！ 

縱橫子：(章魚的聲音)「(台語)你看我逐工(ta ̍k-kang 每天)呷好睏飽過得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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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親像你，逐工自己苦毒(虐待)自己，還不是同款(一樣)日子歹過，真是憨

大呆！」  

白鴻：這章魚真的很討厭欸！ 

河山女：這時候，右邊鄰居也聽不下去了。(裝出另一個聲音) 「欸，たこ

さん(takosan 章魚先生)！不要太過分了喔，尊重一下別人的努力好唄！」  

白鴻：對咩！ 

河山女：(裝右邊鄰居聲音)「兄弟(拍拍白鴻)！雖然我也不知道你每天這麼

辛苦到底在幹嘛，但身為同類，我一定會支持你的！」  

白鴻：同類？哇！原來右邊鄰居也是龍啊！ 

縱橫子：不，右邊鄰居是一條巨大的，鯰魚。 

白鴻：蛤？鯰魚！ 

河山女：因為深淵底下都是泥沙，龍全身都沾得黑乎乎的，所以…… 

△河山女看看白鴻，再看看地上，看白鴻，再看地上 

白鴻：幹嘛  

河山女：看這條龍長得和地下瓦斯管線有什麼差別── 

白鴻：喂！ 

縱橫子：──誰看得出來牠是一條龍啊 

河山女：可是這條龍還是那麼努力，每天  

縱橫子：每天  

河山女：每天  

白鴻：為什麼？ 

縱橫子：我們已經說了答案。 

白鴻：沒有。 

河山女：有。 

白鴻：再說一次。 

縱橫子：因為牠是一條龍。 

△停頓幾秒  

△白鴻舉手 

白鴻：我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一條龍會住在髒兮兮的深淵裡面？ 

河山女：不知道別問我 

白鴻：Bug(漏洞、破綻之意)！這個故事有 bug！弄了半天，故事一開始的

設定就有漏洞嘛！ 

縱橫子：龍應該要住在青雲之上。 

河山女：但事實不一定能這樣。 

縱橫子：我不知道牠為什麼會住在深淵裡。 

河山女：牠自己也不知道。 

縱橫子：但一條蛇就算住在青雲上也不會成為龍。 

河山女：一條龍住在深淵下仍然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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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子：──牠之所以是龍  

河山女：是因為別的原因。 

縱橫子、河山女：你願意，成為一條龍嗎？ 

 

第五場：然後他死掉了 

人物：白鴻(約四十歲)、縱橫子、河山女、文安娘、盧員外、趙二 

場景：盧員外家  

△白鴻、趙二在場上 

△盧員外上，喘氣貌，頻頻拭汗  

盧員外：喔喘死爺了，為什麼門外的路會有 0.38 度的坡度啊，也太難爬了

吧，一定要叫人來拆掉重鋪！ 

△盧員外看到白鴻二人 

白鴻、趙二：盧員外！ 

盧員外：你們都到啦？很好很好！這次來應徵護衛的人有二十多個，你們

就是分組淘汰後剩下來最厲害的兩個吧！ 

白鴻：不敢。 

趙二：(得意)沒錯！ 

△白鴻轉頭看趙二 

盧員外：(拍拍趙二)唷，一表人才，(臺語)一看就真有範(pān 架式、派頭)，

威風！不錯！不錯！ 

趙二：(高興)多謝員外稱讚！ 

盧員外：(拍拍白鴻)嗯，這位也是生得、(打量一下白鴻)嗯……也長得很可

愛。 

趙二：噗嗤！(一旁捧腹竊笑) 

白鴻：(無奈)盧員外你不用勉強稱讚我沒關係。 

盧員外：我只要一個近身護衛，最後這關就由我親自來選吧！你們先自我

介紹一下，可愛的你先來！ 

趙二：噗！(再度忍俊不禁) 

白鴻：呃，好。我叫白鴻，最近才來到西陵鎮，想找一份工作養家餬口。

我的劍法……嗯……還過得去  

趙二：「還過得去」就敢來喔！哼哼！我叫趙二，從小練功，現在已經是

武藝高超，不是我誇口，我揮起劍來可以讓天、地、失、色！(誇張的姿勢) 

盧員外、白鴻：哇！這麼厲害！ 

趙二：還好啦還好啦！(一臉得意) 

白鴻：那你練劍的過程，一定也是很辛苦吧？ 

趙二：那是當然了！小爺我可是夙夜匪懈天天苦練，不過，天分也是很重

要的啦，嘿嘿！ 

白鴻：(高興)喔喔喔──(手舞足蹈)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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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心── 

趙二：(驚)啥？ 

白鴻：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看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趙二和盧元外對看一眼  

趙二：(倒退兩步，指白鴻)你你你發什麼瘋？ 

盧員外：哇，這就是傳說中的一見鍾情嗎？好害羞！ 

白鴻：原來原來你也是這麼努力來的！(上前握住趙二的手)等一下我們可

以交流一下！ 

趙二：呃好啦好啦，這位「可愛的」大哥你別激動！(轉頭看盧員外)盧員

外，那你要怎麼選？ 

盧員外：你們就各自展現一下自己的武藝給本員外看看好了！本員外也很

想看看高手到底是怎麼樣的！ 

趙二：我先來！(轉頭看白鴻)這位「可愛的」大哥，我先來沒問題吧？ 

白鴻：沒問題，你先請！我也很期待！可以讓天地失色的劍，那不就很接

近傳說中的劍聖了嗎！ 

盧員外：傳說中的劍聖？ 

趙二：那可是所有劍者心目中最崇敬的目標呢！哈哈，不過我相信我現在

已經快要追上他啦！ 

盧員外：為什麼說是傳說中的呢？ 

白鴻：唉呀，說到這位劍聖，除了劍法之外，最傳奇的就是他的年齡啦！ 

趙二：關於他最早的事蹟，可是在兩百多年前呢！ 

盧員外：兩百多年前！ 

白鴻：很長壽吧！ 

盧員外：你們確定他還活著嗎？ 

趙二：一定還活著！這兩百多年來，斷斷續續都有劍聖的事跡傳出呢！ 

盧員外：這麼神奇！該不會是木乃伊吧？  

白鴻：就算是，也一定是很厲害的木乃伊！ 

趙二：咳咳，沒看到劍聖的風采沒關係，看我也是一樣的！ 

盧員外：(拍手)好好好！(興奮)快讓我見識一下吧！ 

趙二：看好了喔！(擺好架勢)我最得意的功夫——逆、天、八、劍！ 

白鴻：(興奮)好厲害的樣子！ 

△以下趙二每說一次招名，就配合一串舞劍動作  

△白鴻專注觀摩  

趙二：逆天第一劍——翻江倒海！ 

白鴻：(心中想的 os，用回音表現)(錯愕)咦！怎麼… 

趙二：逆天第二劍——移山闢嶺！ 

白鴻：(心裡想)持劍不穩，有破綻。 

趙二：逆天第三劍──七月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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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鴻：(心裡想)下盤虛浮，又是破綻！(越來越驚詫) 

趙二：逆天第四劍──冬雷震震！ 

白鴻：(心裡想)重心偏斜，破綻！ 

趙二：逆天第五劍──狂風走石！ 

白鴻：(心裡想)腰脊僵硬，破綻！ 

趙二：逆天第六劍──永日不夜！ 

白鴻：(心裡想)送劍太快，破綻！劍頭失準，破綻！ 

趙二：逆天第七劍──繁星東落！ 

白鴻：(心裡想)力道不足，破綻！動作遲滯，破綻！ 

趙二：逆天第八劍──天旋地轉！ 

白鴻：(心裡想)這也太逆天了！全身上下都是破綻！ 

盧員外：好啊！(爆出一聲喝采，用力拍手)果然精彩！ 

白鴻：(猛然轉頭看盧員外) (心裡想)什麼？員外完全沒有看出來趙二表現

失常！ 

趙二：(得意)哈哈哈！我的功夫果然很厲害吧！ 

白鴻：(猛然再轉頭看趙二) (心裡想)蝦米！趙二也沒有發現自己破綻百

出！(不可置信) 

盧員外：不愧是高手！劍光赫赫，虎虎生風！雖然我是個十足的門外漢，

但一看就知道很厲害！ 

趙二：嘿嘿！(轉頭看白鴻)哎，大哥，(手在白鴻面前揮揮)看傻啦！給個評

語嘛！ 

白鴻：啊！評語？嗯……等等，我想個措辭。 

盧員外：哈哈，一定是因為太驚豔了，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趙二：唉呀，這麼婆婆媽媽！不用想什麼措辭了啦，有什麼感想直接說，

我都接受！ 

白鴻：嗯，好。我覺得…… 

趙二：嗯？(得意而期待貌，等誇讚) 

白鴻：(邊講邊想措辭貌，後來想到之後語速加快)你─有─的─時─候─

有─些─地方沒有破綻！(很高興想到該如何表達貌) 

趙二：(還在咀嚼這句話的意思)有的時候有些地方沒有破綻、 

盧員外：那就是有很多破綻的意思嘛！ 

白鴻：啊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呃……好吧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趙二：那你說！我哪裡有破綻！ 

白鴻：呃，有破綻也沒關係，再努力練就好了嘛  

趙二：我不管，你給我說說，我哪裡有破綻！ 

白鴻：呃，就是你的手…… 

趙二：(看手)我的手……？ 

白鴻：嗯，還有你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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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員外：身體？ 

△趙二抬手左右轉圈看自己，盧員外也打量趙二 

白鴻：然後你的腳也…… 

趙二：腳……？(看腳) 

盧員外：咦那不就是全身嗎？ 

趙二：(憤怒跳腳，指白鴻)你這麼厲害你來啊！來！換你來試試，給我們

看看什麼叫毫無破綻！ 

白鴻：呃，我沒有故意批評你的意思！我自己也還在努力的路上啊！ 

盧員外：啊不要講那麼多啦！反正你也是要展示一下你的功夫給我看，就

開始吧！我很期待比趙二還要好的功夫到底是怎麼樣的呢！如果你真的

比趙二厲害，不管多少薪水我都聘你！ 

趙二：哼！ 

白鴻：呃好，那我就開始了喔。 

趙二：開始吧，我看著呢！ 

△白鴻拿起劍，沒有特別的姿勢  

盧員外：可愛的你還沒說招式的名稱！一定有一個超霸氣的名字吧！ 

白鴻：沒有招式欸。 

趙二：嗤，沒有招式你是要給我們看什麼？ 

△以下白鴻動作皆樸實無華  

白鴻：這是橫劍。 

△白鴻把劍橫在胸前，巍然穩重  

白鴻：送劍。 

△白鴻把劍往前遞，筆直俐落  

白鴻：斜、挑、劈、顫、鉤、仰、刺。 

△以上每字搭配一個動作  

白鴻：這是劍之緩。 

△白鴻動作緩而有力  

白鴻：這是劍之疾。 

△白鴻動作務求迅速，一個動作即回到原姿勢  

白鴻：這是劍之輕。 

△白鴻一劍平平劃出，劍面朝上 

白鴻：這是劍之重。 

△白鴻做出與上一動作相同的動作  

白鴻：然後，收劍。 

△白鴻收劍 

△沉默幾秒  

盧員外：沒了？ 

白鴻：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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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員外與趙二對看一眼，同時捧腹大笑  

盧員外：可愛的你真是太可愛了，哈哈哈哈…… 

趙二：哈哈，結果弄了半天，你只是要給我們看這些基礎動作嗎、噗哧，

哈哈哈……你剛剛批評我還講得煞有介事，結果你連一招都沒有，哈哈哈 

盧員外：白鴻，你其實是在開玩笑吧！ 

白鴻：我是很認真的！ 

趙二：先不說你那些基本動作，那個什麼「劍之疾」，你根本就沒有動嘛！ 

白鴻：(驚訝)你沒有看見我揮劍？ 

趙二：少來，你根本就沒有動，是要怎麼看到！ 

盧員外：我也沒看到！ 

白鴻：咦？怎麼會、 

趙二：還有啊，你說的「劍之輕」、「劍之重」，根本就是一模一樣的動作

嘛！ 

白鴻：用力不一樣啊！ 

盧員外：那你說說，這輕和重，有什麼差別？ 

白鴻：劍之輕，只出握劍的力量，劍身像羽毛一樣輕盈，揮動的時候靈活

卻不會擾動氣流。 

趙二：(忍笑)那劍之重呢？ 

白鴻：劍之重，用全身蓄積力量，均衡分布在腳、身體、手臂和劍上，所

以即使是劍尖，也可以承受很重的力量，練到極致的時候，可以抵抗千萬

鈞的力量。 

趙二：是是是，真是太厲害了！ 

盧員外：如果只要這樣(模仿白鴻的動作)，那我也會！ 

白鴻：我說的是真的！ 

盧員外：好啦好啦！(拍拍白鴻)我跟你說個事，不要太傷心蛤～我決定還

是雇用趙二吧！ 

白鴻：為什麼！要打的話我一定打贏他！ 

盧員外：好好好，我知道你很厲害，可是他也很厲害啊！而且，我是個大

員外欸，出去應酬的時候，也須要用保鏢來顯顯身份嘛！人家趙二一出手

就很精彩很好看，啊你這個……我也有我的考量嘛  

趙二：啊呀大哥，你的功夫實在是……哈哈，你不要為難人家盧員外！ 

盧員外：看你那麼可愛，我的院子還差一個守門的，不然你就來補這個缺

吧！ 

白鴻：……謝謝。 

趙二：哈哈(拍拍白鴻)不好意思蛤！ 

(燈暗) 

 

(換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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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白鴻在西陵鎮的家，十分簡陋  

白鴻：(聲音)安娘！我回來了！ 

文安娘：(聲音)你回來啦、啊、啊啊啊！ 

△白鴻正踏上臺  

文安娘：(聲音)老公幫我接一下！ 

△一個酒罈從上面掉下  

△白鴻抬頭一看，連忙踏步上前，同時把劍向前伸去，恰恰用劍尖接住酒

罈，順勢轉一圈，酒罈穩穩停在劍尖上。 

△文安娘匆忙上 

文安娘：還好你剛好回來了，咳、咳 (咳嗽 )，不然我們好不容易釀的酒就

要拿來抹地啦！ 

△文安娘上前要把酒罈抱下，白鴻忙將劍橫到面前，拎起酒罈  

白鴻：這太重了你不要拿。 

△文安娘接過白鴻的劍拿去收起，白鴻將酒罈子拎去放好 

白鴻：安娘，我今天…我… 

文安娘：沒有應徵到保鏢的工作？ 

白鴻：……對不起。 

文安娘：你很介意嗎？ 

白鴻：我…… 

文安娘：我一點也不介意，但是如果你介意，我也會很介意，我介意你因

為這件事而介意。 

白鴻：……安娘，你的舌頭比我的劍還要俐落…… 

文安娘：(笑)哈哈！這是稱讚嗎，我、咳咳…(咳嗽) 

△白鴻忙替文安娘拍背順氣，又倒一杯水給文安娘 

白鴻：你的身體這樣，我卻一直都沒辦法買比較好的藥材給你吃…… 

文安娘：吃吃吃吃吃！我又不是藥罐子，吃那麼多藥做什麼！ 

白鴻：是、是！你還是多休息吧，不要總是趁我不在的時候做粗重的工作。 

文安娘：本來就沒什麼大病！ 

白鴻：今天雖然沒有應徵到保鑣，但是好歹也得了一個守門的工作，雖然

薪水很少，不過還是可以存到藥錢的，你別在這之前把病變重了！ 

文安娘：呸呸，難怪說我舌頭俐落呢，你舌頭的靈活勁全長劍上了是不是？

瞧你這嘴笨的、咳、咳…… 

白鴻：(趕緊替文安娘拍背)你別說那麼多話，來，坐著。 

△白鴻按著文安娘坐在椅子上 

文安娘：那你給我說說今天發生的事，我聽。 

白鴻：你把水喝完了我說。 

△文安娘喝完杯中的水，白鴻接過杯子放好 

白鴻：(說故事的口吻 )話說今天有很多人都去應徵，淘汰賽之後剩下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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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叫趙二的。盧員外讓我們各自展現自己的功夫，那趙二啊，非常有自

信，馬上舉手自願，很厲害的樣子，讓我也很期待看到他的劍法。他先報

上了一套劍法的名稱，非常霸氣，叫做逆天八劍，然後他一揮劍，真是、

真是──令人目瞪口呆！ 

文安娘：怎麼樣？很厲害啊？ 

白鴻：(笑)我說給你聽。他第一招揮出，我先是懷疑自己眼花，等他第二

招使出來，我就確定自己沒看錯！等他全部的招式用出來，那真是── 

文安娘：如何？ 

白鴻：有如咱們家的篩子，全身都是破綻！ 

文安娘：(被逗笑)哈哈哈哈！(停頓一會兒)你啊，這樣貶損人家！ 

白鴻：(笑)你覺得有趣就好。 

文安娘：接著換你了吧？ 

白鴻：嗯，我就將每天練的練一遍給他們看。 

文安娘：他們一定是看不懂了？ 

白鴻：是啊，他們不相信我的功夫好。 

文安娘：這樣很好，我高興。 

白鴻：為什麼高興？我被鄙視你竟然高興，哇嗚！我覺得我的心受到了傷

害！ 

文安娘：這樣才襯的出我眼光好，只有我看到了你真實的樣子。 

白鴻：……安娘…… 

文安娘：不過我雙眼五百度近視。 

白鴻：……安娘！ 

文安娘：有大才卻被小看沒什麼，因為這不是我們的問題，不要因為無才

而被小看，更不要無才卻被高看，這才是真正丟人。咳、咳…… 

白鴻：(趕緊又倒水給文安娘，等文安娘氣順了之後)安娘，謝謝你。 

文安娘：哼哼，你要謝我的可多著呢！ 

白鴻：我總是覺得我很幸運。 

文安娘：很幸運娶到我是嗎？ 

白鴻：……你總是把感人的台詞搶走！ 

文安娘：你聽過舉案齊眉的故事嗎？ 

白鴻：我知道！就是那個每次吃飯時都會把桌子扛起來的女力士的故事！ 

文安娘：老公，「案」不是這個(做出吃力扛桌子至頭頂的動作)，是這個(做

端托盤的姿勢)  

白鴻：蛤？ 

文安娘：……算了，你只要知道，你值得我對你這麼好。 

△白鴻愣了一下  

文安娘：好啦，吃飯啦，今天吃豆腐和豆腐和豆腐~(拍拍白鴻)來廚房幫忙

端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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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娘下  

白鴻：(連忙跟上，在後面喊)安娘你更值得！一千一萬個值得！ 

文安娘：(聲音)偷吃蜂蜜啦你！ 

白鴻：(聲音)你吃的蜂蜜一定比我多！ 

△燈光逐漸調暗  

△一段時間後，白鴻上 

△白鴻坐到椅子上，沉思貌  

△舞台噴煙，縱橫子、河山女從煙霧中出現 

縱橫子：她去休息了？ 

河山女：真是個好女孩  

白鴻：我真的很幸運。 

縱橫子：哼哼，當初要不是我們把縱橫河山圖扔到她身邊 

河山女：讓你有和她搭話的機會 

縱橫子：你現在恐怕還躲在樹後面練習怎麼說──你──好── 

河山女：就像一隻愚蠢的天線寶寶一樣。 

白鴻：我希望讓她過得更好。 

縱橫子：你知道她想要的是什麼。 

白鴻：我知道她不在意，但我在意。十年來，不論我到哪裡修練，她都這

樣陪著我，就算是到了南方沼地那次，環境那麼差，她也可以很開心地養

鱷魚，讓我不要擔心。 

河山女：(轉頭看縱橫子)文安娘的個性真的挺奇葩的哦？ 

縱橫子：贊同。 

白鴻：我(台語)粗呷粗穿，不在乎窮，但我不想安娘跟著我窮。 

河山女：你不想她跟著你？ 

縱橫子：你不想她過得窮？ 

白鴻：(懊惱 )我不想、我不想她──她應該過得更好！我一直在想，在

想…… 

河山女：想什麼？ 

白鴻：如果像趙二一樣，揮一下亂七八糟的劍法，就可以，可以……我是

不是應該……假裝一下也好…… 

縱橫子：你做得出這種事嗎？ 

河山女：拿著劍，卻故意把劍使得破綻百出，千瘡百孔。 

縱橫子：就算你真的做了 

河山女：你敢告訴文安娘嗎？ 

縱橫子：她會看出來的 

河山女：你背叛的是你的信仰。 

白鴻：(壓抑，抓頭髮 )為什麼，我就是不知道──如果，這樣的信仰，不

能帶給人快樂與幸福，為什麼、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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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子：有一個人，他立志要當個風水師，但是他沒有學真正的風水術，

他用他天花亂墜的口才招搖撞騙，賺了好多錢，混得很好，過了他的一生。

他的一生的三個階段就是出生，騙錢，然後就死掉了。 

河山女：有一個人，他立志要當個風水師，他用盡心力去推演數術，雖然

因為他不會講顧客喜歡聽的假話，所以混得很不好，但是他卻是真正窺知

天命鬼神的人。 

白鴻：然後呢？ 

縱橫子：然後他當然還是死掉了。 

河山女：而且因為窺知天命所以壽命比別人短。 

白鴻：還不是一樣！最後他還不是要死掉！ 

縱橫子：可是一個人出生不是為了要死掉。 

△白鴻愣住  

河山女：文安娘跟你是一樣的人。 

縱橫子：你知道什麼才是她要的幸福。 

河山女：不要辜負她。 

縱橫子：也不要辜負你自己。 

△白鴻良久不語 

河山女：你在哭嗎？ 

縱橫子：不要哭。 

河山女：哭吧。 

 

第六場：來吧來唸個咒語 

人物：白鴻(約五十歲)、路人若干、文安娘、縱橫子、河山女、大夫 

場景：荒郊野地(黑沙縣) 

△若干路人上 

路人甲：欸告訴你們喔，我剛剛看到有人下去絕藤崖欸，真是不要命了！ 

路人乙：天啊！真的嗎？ 

路人丙：什麼崖什麼崖？那是什麼？ 

路人乙：絕藤崖啊！你不知道喔？我們黑沙縣最險峻的懸崖峭壁啊，連藤

蔓都長不上去！那個人下去幹嘛？ 

路人甲：他說他要採藥草救他的妻子，很著急的樣子，勸都勸不動！ 

路人丙：是喔！那也是個可憐人。 

△忽然，一陣驚天雷響，配合燈光閃爍不斷，加上大雷雨的音效  

△眾人抱頭遮雨  

路人甲：哇！怎麼突然下大雨了，我們快走！ 

△眾人慌忙在雨中走貌，演員移動速度不快，用佈景的移動來表示眾人的

快速移動  

△山石滾動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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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乙：快點，這裡只要下大雨，就可能有山石滾下來，太危險了！ 

△小山石不斷從上落下  

路人丙：大家快通過！ 

△一塊大石從路人們頭上滾下，路人眾驚叫  

△白鴻手持一株植物奔上 

白鴻：小心！ 

△白鴻抽劍搶到路人眾身邊，用劍尖挑住大石  

△又一塊大石掉落  

白鴻：大家退開！ 

△白鴻將劍上大石向上一挑，一劍劈下，將兩塊大石震飛(搭配劍光效果) 

白鴻：你們快走吧，這裡危險！ 

△白鴻說完就匆匆奔下  

△路人眾愣了一會兒，連忙又開始移動  

路人甲：你們看清他的臉沒有？ 

路人乙：沒有，他的動作太快，雨又太大，連聲音都沒聽清…… 

路人丙：劍聖……一定是傳說中的劍聖…… 

路人乙：揮劍的瞬間，好像黑夜乍現的第一道光…… 

路人甲：真的是劍聖…… 

(換場景) 

場景：白鴻在黑沙縣的家，十分破舊簡陋  

△大夫在場上 

△白鴻奔上 

白鴻：大夫……藥草、我把藥草摘回來了！大夫你快治安娘…… 

△大夫抬手打斷白鴻的話  

大夫：來不及了，尊夫人已經……唉！你進去看看她吧！ 

△白鴻愣了一下，手中植物掉落  

白鴻：啊──！ 

△白鴻朝另一方向(內室方向)奔下  

△大夫原地搖頭嘆氣，往屋外方向下台  

白鴻：(聲音)安娘！安娘── 

△燈光漸漸暗  

白鴻：(聲音)為什麼啊──為什麼…… 

△燈暗  

△燈漸漸亮  

場景：白鴻在黑沙縣的家，掛滿白幔  

△白鴻身穿白麻喪服，坐在椅子上，雙手抱住低垂的頭  

△舞台上升出煙霧，縱橫子、河山女出現，默默坐到白鴻身邊 

△一段時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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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鴻：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了…… 

△縱橫子、河山女安撫地輕拍白鴻 

白鴻：……好像潛水，好不容易潛到很深的地方，氧氣瓶卻不見了……沒

辦法呼吸……我覺得……快不能呼吸了…… 

△河山女走到白鴻座椅前方擁住白鴻 

白鴻：怎麼辦……怎麼辦…… 

△縱橫子、河山女用肢體動作輕柔安撫白鴻 

縱橫子：來唸個咒語吧。 

河山女：來唸個咒語吧。 

縱橫子：文字是有魔力的。 

河山女：讓咒語給你再度前進的力量。 

縱橫子：雖然我走的路比大多數的人都要顛簸，但它通往比康莊大道更值

得的地方。 

河山女：雖然比不上我的人都過得比我好比我幸運，但我擁有的是更璀璨

的東西。 

△以下台詞白鴻先是坐起，後站起，聲量由小到大，表達釋放情緒的感覺  

白鴻：雖然我走的路比大多數的人都要顛簸，但它通往比康莊大道更值得

的地方。 

雖然比不上我的人都過得比我好比我幸運，但我擁有的是更璀璨的東西。 

雖然我用生命編織用血淚澆灌的東西太孤單太寂寞，但只要有一個人懂就

夠了。 

雖然我這雙手留不住很多東西，但我會用它創造更多東西來彌補。 

雖然我不能用最好的生活讓你陪我走一輩子，但是等我下去見你的時候我

一定會用最讓你驕傲的姿態和你重逢。 

△舞台生出煙霧  

縱橫子：有一天，你將不再需要這些咒語。 

河山女：這不代表現在的你很軟弱  

縱橫子：這代表你正在努力變得勇敢。 

△縱橫子、河山女在煙霧中消失  

△白鴻在煙霧中變成坐在椅子上趴在小桌上的姿勢，睡貌  

△文安娘(魂魄)從煙霧中走出，雙手拿著薄被，披到白鴻身上 

文安娘：雖然我們十八年來一直都很窮，但讓你困窮的原因，卻造就了我

愛的那個你，謝謝你，一直堅持下去，讓我的愛一直都值得。 

△文安娘在煙霧中離去  

 

第七場：我知道你是誰 

人物：白鴻(五十多歲)、路人眾、周知守、周女、周子、縱橫子、河山女 

場景：東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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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路人陸續上，皆興奮貌  

△其中路人 A、B、C 邊走邊說  

路人 A：太精采了！不愧是東風城最大武堂的武師演武！ 

路人 B：對啊！看得讓人熱血沸騰！ 

路人 C：欸聽說啊，七天之後，武堂的大劍士陸錦程有一場單獨的舞劍ㄟ！ 

路人 B：這個我知道！一定要去看啊！據說是退休之前最後一次演武，可

以看到他這二十幾年來累積的功力！這場之後，好像就要待在家裡帶孫子

了呢！ 

路人 A：真好！人生勝利組啊！ 

路人 B：人家功夫練得沒話說啊！ 

路人 A：說到這個，你們有聽說嗎？四年前，劍聖出現在黑沙縣！ 

路人 C：哇！真的假的！ 

路人 A：我一個親戚──就是前幾天來我家的那個──他在黑沙縣親眼看

到的！ 

路人 B：親眼看到！是什麼情形！快說快說！ 

路人 A：就是啊…… 

△路人 A、B、C 下  

△白鴻背著包袱上 

△周知守追上，到白鴻身後，想出聲又不太確定貌，努力地左右探頭，想

看看前方白鴻的臉  

△白鴻發現了後面的人，故意在每次周知守探頭時調整角度，不讓周知守

看到 

△周知守急得抓耳撓腮  

白鴻：噗！(忍俊不禁)周知守 

△白鴻轉身 

白鴻：好久不見  

周知守：(十分高興，高分貝)啊——啊——啊——白鴻！混蛋！我就知道

是你！ 

△白鴻摀住耳朵  

白鴻：多年不見，你內力見長，佩服佩服，不用再向我展示了！ 

周知守：(繼續高分貝)還躲！還不讓我看臉蛤！你這個二十七年沒消沒息

的傢伙！ 

白鴻：……你什麼時後變得這麼像怨婦了？ 

周知守：喂！(用拳頭捶白鴻) 

白鴻：哈哈哈！ 

△二人相視大笑，互相拍拍肩膀  

周知守：對了，剛剛為什麼你還沒轉頭就知道是我？ 

白鴻：腳步聲，我聽出你的腳步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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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守：這麼神啊！ 

白鴻：你這幾年過得怎麼樣？ 

周知守：啊到我家再說啦！我也要聽你說一下你二十七年來都幹什麼事去

了！ 

白鴻：我正要去你家找你啊(指著前方)！ 

周知守：(一愣)啊，哎呀你離開太久了，我早就不住那邊了！ 

△周知守把白鴻轉個圈往另一個方向推  

周知守：(邊走邊說)你不知道，那邊現在一整條街都是賣藥的，我要是繼

續住在那條街，別人還以為我有病！ 

白鴻：搬走才代表你心虛吧！ 

△二人邊說邊走下  

(換場景) 

場景：周知守的家，小康家庭  

△周知守、白鴻上 

周知守：這就是我家。呃(抓頭)不是很大啦…… 

白鴻：我覺得很漂亮，很溫馨  

周知守：(開心)謝謝  

△周子上 

周子：啊！(開心上前)阿爹你回來了！ 

△周子上前拉住白鴻的手 

△白鴻嚇到，不知所措，看周知守 

周知守：(哭笑不得，喝斥)叫誰呢！看清楚！不要亂嚇人！ 

△周女奔上，把周子的手拉開 

周知守：來，叫叔父！ 

周女：叔父好！ 

周子：啊！嗯……(揉揉眼睛)叔父好！ 

白鴻：乖！(看周知守)你的小孩這麼大啦！長得比你端正太多啦！ 

周女、周子：(笑嘻嘻)謝謝叔父誇獎！ 

周知守：還不去端茶點來！ 

周女：是！ 

△周女周子下  

△白鴻、周知守坐在桌前  

白鴻：好福氣啊！ 

周知守：嘿嘿。 

白鴻：恭喜啊！看到你就覺得很幸福。 

周知守：那你呢，你這些年都在做什麼？ 

白鴻：拿著縱橫河山圖到處跑到處練劍啊！ 

周知守：(大驚)你真的一直練那張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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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鴻：對。 

周知守：你你你，練了二十七年！ 

白鴻：嗯，已經完成了，所以才回來的。 

周知守：你照著縱橫河山圖練完了！天啊，你有這個毅力為什麼不去做一

點更有成效的事啊！ 

△周女周子端茶點上 

周子：請用茶。 

白鴻：謝謝。 

周女：父親，那我帶弟弟出門了。 

周知守：去哪裡？ 

周女：帶他去配眼鏡啊！ 

周知守：好好，去吧！路上小心一點！ 

周女：父親放心！ 

△周女、周子下  

白鴻：你的女兒根骨很好，適合練武。 

周知守：可不是！她就是個武癡，每天拿著兵器不放手，越來越兇悍！弟

弟相反，天天讀書，讀到眼睛都壞掉了，也沒看見變聰明！ 

白鴻：他們都遵循了自己的意願，這樣不是很好嗎？ 

周知守：也對啦，兒孫自有兒孫福。 

白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就好像被放在輸送線上的糖果一樣，即使

一開始是同一團橘子糖漿，最後也都有了自己的經歷。 

周知守：……什麼鬼？ 

白鴻：對了，陸錦程還住在原來的地方嗎？ 

周知守：他現在住在武堂旁邊，ㄟㄟ，你剛剛有去看武堂的演武吧，有沒

有看到他？ 

白鴻：有啊！我本來要先去找他，可是他很忙的樣子，所以想說先來找你。 

周知守：當然忙啊！他七天後有一場單獨的舞劍，很盛大呢，最近都忙著

準備。怎麼樣怎麼樣？他變得很厲害吧？ 

白鴻：是很不錯。(想到什麼貌，笑)比我之前遇到的一位趙兄弟好太多太

多了！ 

周知守：你會一直留下來嗎？我們乾脆以後就一起住東風城養老啊，平常

還可以切磋切磋，多好！包準你的武功進步神速！ 

白鴻：我不一定會留下來。 

周知守：你不覺得東風城很好嗎？你這些年都去了哪些地方？ 

白鴻：去了一些些熱鬧的地方，更多是偏僻荒涼到會有穿山甲或鱷魚爬進

你家的那種地方。 

周知守：天啊！你一個人類專住保育類動物區是怎樣？那你這次回來東風

城，應該會覺得很繁華很漂亮吧，不留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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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鴻：……我覺得我現在是包裝後的橘子糖。 

周知守：啥？ 

白鴻：包裝裡的糖夠甜了，包裝紙外的糖果盒是怎樣的，我已經不怎麼在

意了。 

周知守：少來！今天晚上正好是放燈節，你跟我一起去看看，好好「感覺」

一下什麼叫繁華和熱鬧！ 

(換場景) 

場景：夜晚河面(用燈光效果在地上映出粼粼波光)，河上有小舟，四周有

許多橘黃燈火，在溶溶夜色中透著溫暖的光暈  

△白鴻、周知守在船上 

△人聲嘈雜音效  

周知守：怎麼樣？很漂亮吧！等一下開始放燈的時候會更美！ 

白鴻：(把玩手中的燈)以前我在東風城的時候還沒有這個節日。 

周知守：好像是十五年前開始的吧，也很久了。 

白鴻：十五年……二十七年……真的好久了……(看向外面風景) 

△周知守附近散出煙霧，二人皆沒有看到 

周知守：你覺得怎麼樣？熱鬧吧？ 

△白鴻沒聽到 

△煙霧漸濃又散去，周知守不見，縱橫子和河山女出現在船上 

△嘈雜聲悄悄消失  

白鴻：什麼時後開始放燈啊？ 

△白鴻一轉頭，看見二人，嚇一跳  

白鴻：啊！ 

△白鴻猛地站起，差點從船上摔出 

△縱橫子、河山女拉住白鴻，讓白鴻坐回船中 

縱橫子：你的小腦呢？ 

河山女：平衡感真差。 

白鴻：你們什麼時候出現的！ 

縱橫子：你還沒習慣嗎？ 

河山女：一驚一咋的。 

白鴻：那那那周知守人咧？ 

縱橫子：他等一下就會回來了。 

河山女：怎麼？不歡迎我們嗎？ 

縱橫子：我們只是想和你一起看燈。 

河山女：我們還沒有一起看過燈。 

△三人靜靜地看風景(燈景美麗而又有些不真實感) 

縱橫子：繁華嗎？熱鬧嗎？ 

白鴻：我已經不能融入這樣的繁華和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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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山女：這不是你心心念念，美好的東風城嗎？ 

白鴻：只有一樣的人、事、時、物，才能是完全一樣的地方。我很高興擁

有在東風城的那段快樂回憶，卻不可能複製那種快樂了。 

縱橫子：獨屬於天真的時光嗎？ 

河山女：畢竟已經不是當時的你了。 

△停頓數秒  

白鴻：我一直想知道，你們到底是誰，可以告訴我嗎？ 

縱橫子：你一直知道的，不是嗎？ 

河山女：知道我們是誰。 

白鴻：我知道……你們是誰…… 

縱橫子：我們 

河山女：是你 

白鴻：是我…… 

縱橫子：因為有了想要完成的堅持  

河山女：所以我們就出現了。 

縱橫子：只有你一直記得 

河山女：我們才會存在。 

白鴻：因為有堅持而存在嗎…… 

縱橫子：每個人都可能有一個縱橫子和河山女。 

白鴻：為什麼叫做縱橫河山呢？ 

河山女：這是渺小而短暫的人類  

縱橫子：超越限制，縱橫時空的方法。 

河山女：你知道劍聖兩百年來不會消失的原因嗎？ 

白鴻：我不懂。 

△縱橫子、河山女笑了起來 

縱橫子：沒關係  

河山女：你以後會明白的。 

縱橫子：因為你已經有了那樣的信仰與力量。 

河山女：你感受到了嗎？ 

縱橫子：東風城這樣的繁華熱鬧  

河山女：卻不再能進入你的心  

縱橫子：那是因為你的心已經被填滿了 

河山女：填滿了你最珍視的，願意義無反顧地去擁抱的東西 

縱橫子：曾經覺得美好的，卻已不會因此而感到快樂。 

河山女：因為你已找到更有意義的快樂。 

△白鴻撫著胸口，思貌。 

△煙霧漸起，縱橫子、河山女漸隱在煙霧中 

白鴻：我感受到了，寧靜，有一種滿足而安靜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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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散後周知守出現在原來的地方 

周知守：嘿！問你話呢！你覺得怎麼樣啊？ 

△人聲嘈雜音效又出現 

白鴻：我覺得很寧靜，很好。 

周知守：蛤？(手放在耳邊)太吵了！我聽不到你說什麼！ 

△此時四周開始有燈飄起，一片溫暖絢麗景象  

周知守：放燈了放燈了！我們也快放！ 

△周知守與白鴻一同將燈放飛。 

 

第八場：我願意 

人物：白鴻(年齡同上一幕)、周知守、路人眾、彩衣人 

場景：一步林 

△彩衣人坐在其中一棵樹上 

△白鴻上 

△白鴻四處找貌  

白鴻：嗯，在哪裡呢？希望還在……啊果然隔太久了…… 

△周知守跑上 

周知守：你在一步林啊！我找你好久了！陸錦程的舞劍還有一個小時就開

始了，我們快去，不然等一下擠不進去武堂了！ 

白鴻：我還要做一件事，你先去吧！ 

周知守：你要幹嘛？ 

白鴻：我要找一棵樹幹有三道白色痕跡的樹…… 

周知守：你找那啥樹做什麼啊？ 

△白鴻在一棵樹前停下來，細細看 

白鴻：啊，找到了！ 

△白鴻從懷中掏出縱橫河山圖的卷軸，放到該樹的樹洞中 

△彩衣人從樹上跳下，白鴻一抬頭看到彩衣人，愣住，二人相望 

△陸續有許多路人上臺(人流不要停)，皆往同一方向，興奮貌  

△除了白鴻，包括周知守，沒有人看到彩衣人 

周知守：你看人越來越多了，我先走，你等一下快過來！ 

△周知守隨人群下  

△彩衣人向白鴻伸出手，白鴻愣了一下  

△停頓數秒  

白鴻：(低聲)我願意。(停頓一下)(宣告似的用力說)我——願——意—— 

△四周經過的人側目  

路人眾：這人在幹嘛 /忘記吃藥了吧 /有病啊 

△彩衣人聽到白鴻的回答，無聲地笑了起來，十分開懷  

△路人眾持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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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鴻跟著彩衣人，往與眾人相反的方向走去  

 

(劇終) 


